
通过MySQL中间件介绍ArkProxy⽩白⽪皮书中，⼤大家能够知道ArkProxy的整体架构以及相应的功
能，⽤用户⼿手册主要就是介绍相应功能对应参数的介绍。作为⼀一个DBA这部分是要 关⼼心的，⽇日常

运维全靠这部分。

ArkProxy不不仅仅是简单的流量量转发功能，在转发过程中，对所有请求做分析，通过智能分发算
法、权重配置等特性，将后端数据库的架构隐藏起来，实现了了对业务的透明化，业务不不⽤用再关注

后端DB架构。

读写分离

负载均衡

权重分发

Hint分发
智能统计

动态加载配置

连接池

失败重试

消息压缩

丰富地配置参数

友好的操作指令

时间 版本 备注

2018年年2⽉月23⽇日 v 18.02.23 当前版本

ArkProxy User Manual

1 概述

1.1 简介

1.2 ArkProxy主要特性

1.3 版本

2 使⽤用教程



安装

下载安装，这个有极数云⾈舟提供，并会附⼀一份license

创建、修改基本的配置⽂文件：arkproxy.cnf。

##代表ArkProxy的配置，具体每个参数的意义，请参考后⾯面说明
[arkproxy]
proxy_backend_passwd																					=	proxy
proxy_backend_user																							=	pro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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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N
proxy_general_log_file																			=	/data/proxy/proxy.log
proxy_license_key_path																			=	/data/proxy/arkproxy.key
proxy_log_error																										=	/data/proxy/error.log
proxy_multi_write_mode																			=	OFF
proxy_namespace																										=
proxy_non_encrypted_ips																		=	127.0.0.1
proxy_recv_queue_size																				=	1000
proxy_send_queue_size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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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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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安装与部署



proxy_trace_queue_array_length											=	500
proxy_trace_sql_bucket_length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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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0.0.1
#数据库端⼝口
backend_port=3306
#路路由权重
weight=50
#当前节点，如果延迟达到这个值，就会停⽌止前其路路由请求
max_slave_lag=	200
#这个节点默认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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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
[server2]
proxy_type=server
backend_host=127.0.0.1
backend_port=3315
weight=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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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uter2]
proxy_type=router
#只读路路由
router_type=readonly
#有多个路路由⽬目标时，以逗号分隔，写在⼀一起。
router_servers=server1,server2

注意：同⼀一个类型的路路由，不不能设置多次，⽐比如readonly，只能有⼀一个配置节点，如果对应多个
Server，则可以将多个Server的名字写到router_servers中，放在⼀一起。



必须配置项：

proxy_backend_user && proxy_backend_passwd：
只需要配置这个权限就好

ALL	PRIVILEGES

proxy_shell_username && proxy_shell_password：
只需要在配置⽂文件中填写⽤用户和密码就好，就可以直接访问管理理端⼝口

可配置项：

proxy_config_user：

启动

只需要启动：

##暂时先这么写
arkproxy	--defaults-file=/data/proxy/arkproxy.cnf	&

proxy_version

Name proxy_version

Scope Global

Dynamic NO

Type 只读string

这个参数⽤用来显示当前中间层的版本号，版本信息以时间为序列列，⽐比如“18.02.23”，则表示
是2018年年2⽉月23号的版本。参数类型为只读，所以只能查看，不不能通过任何⽅方式来设置这个
参数。

proxy_backend_user

Name proxy_backend_user

2.2 配置权限

3 参数说明



Scope Global

Dynamic NO

Type string

这个参数是ArkProxy⽤用来连接MySQL数据库集群的⽤用户名，这个⽤用户名的作⽤用⾮非常简单，
只负责获取业务连接的权限信息，不不会实际执⾏行行具体的业务请求语句句，参数要求对后端所有

数据库都具有相同访问权限。

proxy_backend_passwd

Name proxy_backend_passwd

Scope Global

Dynamic NO

Type string

这个参数是ArkProxy⽤用来连接MySQL数据库集群的⽤用户的密码，与参数
proxy_backend_user对应，⽬目前不不⽀支持加密，只能明⽂文存储。

proxy_check_slave_lag_period

Name proxy_check_slave_lag_period

Scope Global

Dynamic NO

Type string

Default 10

Minimum 1

Maximum 100000

中间层在分发过程中，还会检查从库是不不是延迟，如果延迟太久，就会放弃分发到这个

Slave上⾯面，⽽而这个参数就是⽤用来设置Slave延迟间隔的检测时间的，单位s。

proxy_format_fullpath

Name proxy_format_fullpath



Scope Global

Dynamic NO

Type boolean

Default FALSE

这个参数⽤用来设置中间层在格式化业务访问的SQL语句句时，是否要统⼀一将表名前⾯面加上路路
径，即库名，如dbname.table_name，默认是off，建议开启。

proxy_format_num_per_time

Name proxy_format_num_per_time

Scope Global

Dynamic NO

Type int

Default 10

Minimum 1

Maximum 100000

这个参数⽤用来设置，trace模块中每次批量量处理理的格式化SQL个数，保持默认值即可。

proxy_license_key_path

Name proxy_license_key_path

Scope Global

Dynamic NO

Type file name

ArkProxy所⽤用到的合法license⽂文件名，设置时要注意⽂文件访问权限，不不然可能会启动不不了了。

proxy_multi_write_mode

Name proxy_multi_write_mode

Scope Global



Dynamic NO

Type boolean

Default FALSE

这个参数⽤用来设置当前分发模式是不不是⽀支持多点写⼊入，默认值为FALSE，如果设置为
FALSE，则在配置中不不⽀支持设置多个在线的写节点，并且在分发的过程中，始终只会向⼀一个
写节点分发写操作（包括Hint等），并且如果已经有⼀一个写节点在线了了，那么也不不⽀支持将另
⼀一个写节点上线。

如果设置为TRUE，则Arkproxy⽀支持设置多个写节点，并且也⽀支持将他们都上线，并且在写
分发时，会在多个写节点之间，做负载均衡。

proxy_non_encrypted_ips

Name proxy_non_encrypted_ips

Scope Global

Dynamic NO

Type string

这个参数⽤用来设置中间层对⽤用户名的解析规则，如果在这个名单⾥里里⾯面的，则不不会对⽤用户名和

IP做HASH操作，这样登录中间层和登录后端数据库所使⽤用的IP和⽤用户名可以保持原样，这
样是为了了⽅方便便DBA运维管理理，⽽而不不可以将业务正常访问的IP加⼊入⽩白名单，不不然可能导致不不可
预知的问题。这个名单IP个数尽量量少。具体的权限管理理，请参考⼿手册对应⼩小节说明。

proxy_recv_queue_size

Name proxy_recv_queue_size

Scope Global

Dynamic NO

Type int

Default 100

Minimum 100

Maximum 1000000

Arkproxy针对每⼀一个链接，内部维护了了⼀一个从后端到中间层接收消息的队列列，这个队列列⽤用来



存储后端MySQL向业务客户端返回的消息的，设置稍微⼤大⼀一些，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中间
层处理理性能。

proxy_send_queue_size

Name proxy_send_queue_size

Scope Global

Dynamic NO

Type int

Default 10

Minimum 1

Maximum 100000

Arkproxy针对每⼀一个连接，内部维护了了⼀一个SQL接收队列列，这个队列列不不出意外，只会⽤用到⼀一
个节点，所以可以设置到 ⼩小，即保持默认即可。

proxy_server_heartbeat_period

Name proxy_server_heartbeat_period

Scope Global

Dynamic NO

Type int

Default 100

Minimum 1

Maximum 100000

Arkproxy在内部会保持不不断地做⼼心跳检测，以保证每⼀一个连接都正常处于活动状态，这个参
数⽤用来设置每两次⼼心跳检测的时间间隔。

proxy_general_log

Name proxy_general_log

Scope Global



Dynamic Yes

Type boolean

Default OFF

与MySQL参数general_log意义相同。

proxy_general_log_file

Name proxy_general_log_file

Scope Global

Dynamic Yes

Type file name

Default host_name.log

与MySQL参数general_log_file意义相同。

proxy_log_error

Name proxy_log_error

Scope Global

Dynamic Yes

Type file name

与MySQL参数log_error意义相同。

proxy_shell_listen_port

Name proxy_shell_listen_port

Scope Global

Dynamic NO

Type int

ArkProxy的管理理端⼝口，通过这个端⼝口登录，可以管理理、查看中间层的状态，连接数量量、配置
参数等，当然也可以通过⼀一系列列命令来设置，控制中间层的⾏行行为。具体⽀支持什什么命令，请参



阅相关章节。

proxy_shell_username

Name proxy_shell_username

Scope Global

Dynamic NO

Type string

中间层设置⼀一个⽤用户名及密码（proxy_shell_password），来让DBA登录到SHELL端⼝口来操
作，DBA只需要指定相应的⽤用户名密码，就可以通过mysql客户端登录了了。

proxy_shell_password

Name proxy_shell_password

Scope Global

Dynamic NO

Type string

与上⾯面参数proxy_shell_username相对应。

trace相关参数：

proxy_digest_trace

Name proxy_digest_trace

Scope Global

Dynamic NO

Type boolean

Default TRUE

ArkProxy的digest trace是否开启开关，默认是TRUE，开启之后，会产⽣生相应的业务访问语
句句的digest信息。统计之后的信息，会被存储到proxy_config_host:proxy_config_port设置的
⽬目标数据库中，虽然可能会对中间层的性能有点影响，但影响不不⼤大。

proxy_sql_trace



Name proxy_sql_trace

Scope Global

Dynamic NO

Type boolean

Default TRUE

ArkProxy的sql trace是否开启开关，默认是TRUE，如果开启了了，则会将所有的SQL访问都
记下来，存储到proxy_config_host:proxy_config_port设置的⽬目标数据库中，不不过可能会对
中间层的性能有点影响。

proxy_config_host

Name proxy_config_host

Scope Global

Dynamic NO

Type string

ArkProxy的digest/sql trace远端MySQL数据库的地址，此参数如果不不设置，则默认是中间
层对应的后端MySQL库中（写节点）。

proxy_config_port

Name proxy_config_port

Scope Global

Dynamic NO

Type int

ArkProxy的digest/sql trace远端MySQL数据库的端⼝口，此参数如果不不设置，则默认是中间
层对应的后端MySQL库中（写节点）。与参数proxy_config_host成对设置。

proxy_config_user

Name proxy_config_user

Scope Global



Dynamic NO

Type string

ArkProxy的digest/sql trace远端MySQL数据库的⽤用户，需要到数据库中赋权限，与
proxy_config_host相对应。

proxy_config_passwd

Name proxy_config_passwd

Scope Global

Dynamic NO

Type string

ArkProxy的digest/sql trace远端MySQL数据库（⽬目前只能是MySQL数据库）密码，⽬目前不不
⽀支持加密，只能明⽂文存储，与参数proxy_config_user成对设置。

proxy_format_parameterize

Name proxy_format_parameterize

Scope Global

Dynamic NO

Type boolean

Default ON

这个参数⽤用来设置，在digest⽣生成时，是否开启将where条件中的值常量量值⽤用“？”来替代，如
果开启，则中间层会认为语句句相同，但常量量值不不同的语句句是同⼀一个语句句，这样就会被合并到

同⼀一个digest中，如果不不开启，则会被认为是不不同的语句句，⽣生成的是不不同的digest。

proxy_format_thread_num

Name proxy_format_thread_num

Scope Global

Dynamic NO

Type int



Default 5

Minimum 1

Maximum 100000

ArkProxy⽣生成digest时批量量处理理的线程数，默认是5。

proxy_flush_thread_num

Name proxy_flush_thread_num

Scope Global

Dynamic NO

Type int

Default 5

Minimum 1

Maximum 10000

ArkProxy的digest中，这个参数⽤用来指定，批量量将digest刷⼊入到存储库中的并发线程个数。

proxy_namespace

Name proxy_namespace

Scope Global

Dynamic NO

Type string

Default mysql

ArkProxy digest/sql trace存储数据库的名字，如果不不指定proxy_config_host等参数，就会
默认存储到业务库的mysql库中。如果指定了了proxy_config_host参数，就会以
proxy_namespace为数据库名，存储到这个数据库中。

proxy_sql_trace_thread_num

Name proxy_sql_trace_thread_num



Scope Global

Dynamic NO

Type int

Default 5

Minimum 1

Maximum 10000

ArkProxy处理理sql trace的线程个数，默认是5

proxy_trace_busy_strategy

Name proxy_trace_busy_strategy

Scope Global

Dynamic NO

Type int

Default 0

Minimum 0

Maximum 5

当服务运⾏行行繁忙的，记录的digest和sql trace是否丢掉，默认丢掉，0表示丢掉，1表示阻塞
并等待，其它值⽬目前⽆无效。

proxy_trace_busy_wait_time

Name proxy_trace_busy_strategy

Scope Global

Dynamic NO

Type int

Default 500

Minimum 1

Maximum 360000000000



这个参数要设置的是，当服务运⾏行行繁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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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proxy_trace_client_queue_size

Name proxy_trace_client_queue_size

Scope Global

Dynamic NO

Type int

Default 1000

Minimum 1

Maximum 100000

这个参数⽤用来设置，SQL trace在处理理任务时的队列列⼤大⼩小，收集线程不不断地向这个队列列中放
置，刷出线程不不断地从这个队列列中取出来，然后写⼊入到后端数据库中。

proxy_trace_flush_thread_sleep_msec

Name proxy_trace_flush_thread_sleep_msec

Scope Global

Dynamic NO

Type int

Default 500

Minimum 1

Maximum 360000000000

从队列列⾥里里取数据时，如果队列列是空的，则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再重试，这个参数就是⽤用来设

置这个等待时间间隔的，单位为ms。

proxy_trace_format_thread_sleep_msec

Name proxy_trace_format_thread_sleep_msec

Scope Global



Dynamic NO

Type int

Default 500

Minimum 1

Maximum 360000000000

中间层在每次批量量处理理SQL语句句的格式化并⽣生成digest之后，都会去休息⼀一⼩小段时间，这样
就可以适当地减少中间层的压⼒力力，同时考虑到在没有访问，或者访问⽐比较⼩小的时候，收集太

过频繁导致出现空转的问题。这个参数就是⽤用来设置暂停时间的，位置为ms。

proxy_trace_hash_mem_length

Name proxy_trace_hash_mem_length

Scope Global

Dynamic NO

Type int

Default 134217728

Minimum 1

Maximum 549755813888

在sql trace⽣生成时，中间层会使⽤用hash来做去重，以尽可能地减少流量量与压⼒力力，但这个
HASH表所使⽤用的内存空间不不能太⼤大，⽽而这个参数就是⽤用来设置这个 ⼤大内存空间的，默认

是128M，如果超过这个值，则这个缓存不不能继续写了了，需要flush到后端数据库中之后才可
以继续。这个值设置的越⼤大，则会有更更多的trace信息做了了合并。

proxy_trace_hash_size

Name proxy_trace_hash_size

Scope Global

Dynamic NO

Type int

Default 200



Minimum 1

Maximum 100000000

这个参数与上⾯面的参数意义差不不多，也是⽤用来设置HASH表的容量量的，上⾯面设置的是内存占
⽤用量量，⽽而这个参数设置的是记录个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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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proxy_trace_max_delay_time

Name proxy_trace_max_delay_time

Scope Global

Dynamic NO

Type int

Default 3

Minimum 1

Maximum 10000

这个参数与上⾯面两个参数的意义类似，为了了防⽌止trace信息及时地刷到后端数据库中，⽽而不不能
⼀一味地只等待占⽤用内存数量量以及记录个数，还需要通过设置这个时间值，来保证trace在超过
这个时间之后，即使内存占⽤用⽐比较⼩小，或者记录数很⼩小，也会将trace 信息刷到后端数据库
中。

proxy_trace_queue_array_length

Name proxy_trace_queue_array_length

Scope Global

Dynamic NO

Type int

Default 500

Minimum 1

Maximum 10000000

资源池，每个客户端连接对应⼀一个队列列成员，所有连接争抢这个资源，这个队列列是⽤用来保证



及加⼯工digest信息的。如果设置太⼩小，可能会引起资源不不⾜足，性能下降的问题。

proxy_trace_sql_bucket_length

Name proxy_trace_sql_bucket_length

Scope Global

Dynamic NO

Type int

Default 100

Minimum 1

Maximum 100000000

这个参数⽤用来指定，在sql trace缓存中，通过参数proxy_sql_trace_thread_num指定了了总共
有多少个线程来处理理sql trace信息，⽽而参数proxy_trace_sql_bucket_length指定的是，每⼀一
个线程要处理理的sql trace信息队列列的⼤大⼩小。

Arkproxy的权限管理理，与其它中间层是不不⼀一样的，所有的变化，都是出于对安全性的考虑，同时
也考虑到了了⽤用户的友好性。

中间层，作⽤用是将客户端连接请求，转发到合适的后端数据库节点中，并且将对应的返回结果，

再原路路返回给客户端，这样的架构，就存在三层，分别是客户端、中间层以及后端服务器器，他们

之间建⽴立的连接，有两层，分别是客户端与中间层的连接，以及中间层与后端数据库的连接。

从运维⻆角度来看，在后端数据库中，⽐比如执⾏行行⼀一个简单show processlist;命令，从结果中可以尽
可能的看到 原始的连接信息，⽐比如⽤用户名、连接IP等信息，就像我们直连⼀一个MySQL服务器器时
能看到的那样。

但现在是三层，连接有两层，不不管客户端是从多少个IP连接过来，不不管⽤用到了了什什么⽤用户名，在后
端服务器器，看到的连接IP只有⼀一个，那就是中间层的IP地址。⽽而能看到的⽤用户名，有可能也是固
定的⼀一个，也有可能是与客户端连接时所使⽤用的⽤用户名相同，这取决于如何实现这个中间层了了，

也就是其友好性。

IP是固定的，只能是中间层程序所在机器器的IP，这个是没法改变的。⽽而⽤用户名的显示，⼀一般有两
种⽅方式来实现。

1. 直接在中间层配置⽂文件中，配置⼀一个在后端所有数据库中具有所有权限的帐号，这样不不管任
何⽤用户具有任何权限，只要有权限连接中间层，那就有权限做任何操作了了，因为真正在后端

做操作的，就是在配置⽂文件中配置好的具有所有权限的⼀一个⽤用户，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

4 权限管理理



在后端数据库中看到的所有连接，都是同⼀一个⽤用户名及同⼀一个IP地址，这样的话，show
processlist;在处理理问题时，变得毫⽆无意义，因为没办法区分什什么语句句是从什什么IP发过来的，
是什什么⽤用户名执⾏行行的。这种实现⽅方式是 不不友好的，因为它将权限⽆无限制的放⼤大了了，造成了了

⾮非常⼤大的安全隐患，极不不可取。

2. 另⼀一种实现⽅方式，就是保持原始连接中间层的⽤用户名，但不不同⽤用户名的情况下，就需要不不同
⽤用户名在后端数据库，具有中间层IP的权限了了。也就是在后端有很多类似A@127.0.0.1，
B@127.0.0.1，等等这样的帐号，但还是有⼀一个问题，如果同⼀一个⽤用户名，具有不不同权限的
业务，⽐比如针对⼀一个帐号A@127.0.0.1，某⼀一个业务申请了了SELECT，另⼀一个业务申请了了
DELETE，那此时在后端数据库中，A@127.0.0.1帐号就拥有了了SELECT和DELETE的权限，
那当初申请权限的两个业务当然也同时具有了了这两个权限，相当于是把权限合并了了。这种情

况当然是可以在后端数据库中看到真实⽤用户名的，但还是将权限放⼤大了了，还是不不安全。当然

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保证⽤用户名的唯⼀一性，但很明显，需要要求业务在起名

的时候，考虑再三不不要唯⼀一，很不不友好，也不不可取。

Arkproxy能做到的是，权限没有任何放⼤大的可能性，同时连接时都会使⽤用原始⽤用户名，这种解决
办法，需要在中间层来创建⽤用户，中间层会在后端创建与之⼀一⼀一对应的⽤用户，但⽤用户名是加密

的，加密之后，在后端数据库中的⽤用户名信息都是不不会被破解，增强了了数据库的安全性，同时也

保证了了⽤用户名的唯⼀一性，这样客户端使⽤用原始信息连接时，中间层会将其加密后再连接到后端数

据库，只要加密之后是同⼀一个⽤用户名，那说明来源⽤用户必然是同⼀一个帐号，权限没有任何放⼤大，

权限验证也只发⽣生在后端数据库中，这样的中间层，才是真正的中间层。

在配置中间层时，⾸首先需要设置参数proxy_non_encrypted_ips，这个参数设置之后，只要与这
个名单⾥里里的⽤用户，都不不会对其加密，这样就可以直接使⽤用后端MySQL中已经有的⽤用户登录了了。
这样是为了了更更⽅方便便的运维，让DBA做到所⻅见即所得，不不需要再去转换。

这⾥里里我们假设proxy_non_encrypted_ips参数的值为127.0.0.1。

在需要程序帐号的时候，这个程序就需要部署在proxy_non_encrypted_ips之外的机器器上⾯面了了，
此时给这个程序授权，只能在中间层的服务端⼝口来授权。⽐比如：


从上⾯面结果看出，这个授权已经成功了了，我们可以通过show grants命令，来查看其权限：




从上⾯面结果看出，显示的⽤用户名，其实并不不是“proxytest@114.115.128.250”，⽽而
是“'6f67587aca20a657'@'127.0.0.1'”，这是因为在后端数据库中，真正的⽤用户就
是'6f67587aca20a657'@'127.0.0.1'，是为中间层开通的权限。⽽而不不是为114.115.128.250开通的
权限。

此时我们可以在114.115.128.250机器器上登录中间层，并且查看其权限，如下所示：


可以看出，输出的权限结果，与上⾯面授权之后⻢马上查看时，显示的结果完全相同。

当然如果此时想要创建⼀一个⽤用户，其IP地址在参数proxy_non_encrypted_ips中，此时中间层不不
会对其加密，会直接在后端数据库中创建这个⽤用户。如下图所示：





那可能有⼈人会问，在有业务连接中间层之后，此时如何知道业务⽤用户与加密⽤用户之间的对应关系

呢？这点Arkproxy也考虑到了了，我们可以在show backend connections命令的结果中看到，我们
登录中间层管理理端⼝口：


从这个结果来看，其中第⼆二列列User，对应的就是⽤用户登录时使⽤用的⽤用户名，⽽而第四列列，
MD5_HASH对应的才是后端数据库中存储的真实⽤用户名，所以可以在业务运⾏行行过程中，通过这
个命令来找他们的对应关系。具体关于这个命令详细的说明，请参考相关章节。

⽬目前ArkProxy兼容99.9%的MySQL语法。不不⽀支持的还未可知。

5 特性

5.1 兼容MySQL语法



不不允许在中间层中执⾏行行的命令如下：

1. start slave
2. stop slave
3. start all slaves
4. stop all slaves
5. change master to ...
6. select for update 也可能会⾛走从库，使⽤用select for update必须在显示事务中或者加hint强制
⾛走Master

对于found_rows、row_count以及show warning、select last_insert_id等获取上下⽂文信息的语
句句，仅在产⽣生该类信息的语句句(⽐比如SQL_CALC_FOUND_ROWS语句句、insert auto increment等)
正确执⾏行行后⽴立即执⾏行行有效，否则结果⽆无效。

temporary表的相关操作执⾏行行结果可能错误，temporary表在不不同的session中查询结果不不同。

⽬目前不不⽀支持load data操作

⽬目前ArkProxy⽀支持对以下功能模块的管理理：

透明读写分离

权重分发

友好性

Hint分发
智能统计

在线配置Reload
户连接数限制及统计

连接池

5.2 限制

5.3 获取上下⽂文语句句的限制

5.4 temporary表限制

5.5 不不⽀支持 load data

6 ArkProxy管理理



下⾯面章节便便依次展开介绍各个模块的功能以及⽤用法。

Command说明

命令系列列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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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层的hint使⽤用⽅方式，在每条语句句的 前

⾯面加上这些信息，就可以主动让ArkProxy
将查询路路由到写节点或者读节点，适⽤用于

对于主从延迟敏敏感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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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的更更详细的
信息

show variables local 显示管理理⽤用户的所有variables

config help 显示所有的管理理端⼝口的命令帮助

config add {read|write} server {servername} [
server_attribute [,server_attribute] ...]; server_
attribute: {host='string'|port=integer|max_lag
=integer|weight=integer}

增加⼀一个server节点，在server_attribute
中指定了了这个节点的属性。新增节点状态

都是OFFLINE，如果需要上线，则将其⼿手
动上线。

config write outfile '{filename}'
将当前配置，写出到外部⽂文件中，⽂文件名

通过filename来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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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再限制某⽤用户可

连接的 ⼤大连接数

config set user '{username}'@'{userip}' datab 在有权限的基础上，可以再限制可连接的

6.1 管理理Command



ases={dbname} 后端数据库，不不过这个功能暂未⽀支持

config delete {int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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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当前未⽣生效的配置缓存都不不要了了

config reload
将外部配置⽂文件中的内容reload到内存。
当⼿手动修改配置⽂文件中之后，可以通过con
fig reload让其⽣生效。

config flush
设置完后，此时所有的配置还未⽣生效，只

是缓存到当前会话中的，需要通过config fl
ush命令让其⽣生效。

查看server端配置

可以通过下边的命令：



column 含义

Weight 当前配置的服务的权重

Max_Slave_Lag 当从库超过相应值后就不不路路由

Routed 是否配置了了路路由

Comments 备注

从输出结果中，我们能够知道，那些后端配置的Server正在提供服务，以什什么权重来进⾏行行路路
由，何时不不路路由。⽽而且⽤用户只需要知道ArkProxy的ip就可以进⾏行行访问，⽆无需知道后端数据库
架构。

查看后端server的路路由情况

6.2 透明读写分离



column 含义

Route_Type Write/read路路由

⽬目前配置的只有Server1提供服务



查看⽬目前后端连接⽤用户数及详细情况

结果集column名字 含义

Parent_Id 表示当前中间层与客户端的thread_id。

User 表示当前程序连接到中间层的原始⽤用户名。

Host 表示当前程序连接到中间层的来源IP地址。

MD5_HASH
表示当前程序连接到中间层的被加密⽤用户名。如果与上⾯面的User
相同，则说明当前的连接来源host在⽩白名单中（参数proxy_non_
encrypted_ips）。

Port 表示当前连接到的数据库端⼝口。

Db 当前连接的dbname，如果不不指定，则为空

Route_Type Write

Wait_Timeout 超时断开时间28800s

Last_Heartbeat 上⼀一次⼼心跳时间

Alived 当前状态

Env_Version 连接中环境变量量的版本中，这个可以不不⽤用关⼼心。



QPS 当前session的qps

Slave_Lag 延迟时间

Running_SQL 当没有运⾏行行的SQL，如果有，就是当前正在跑的SQL

能够清楚的知道当前连接ArkProxy的client端信息，并通过信息来进⾏行行诊断

mysql>	show	backend	connections\G
***************************	1.	row	***************************
	Parent_Id:	10
						User:	test_1
						Host:	localhost
		MD5_HASH:	test_1
						Port:	3306
								Db:	test1
Route_Type:	Write
Wait_Timeout:	28800
Last_Heartbeat:	2017-12-11	17:40:32.513054
				Alived:	1
Env_Version:	0
							QPS:	1
	Slave_Lag:	0
Running_SQL:	NULL
1	row	in	set	(0.00	sec)

可以在my.cnf中，配置每个server的权限⽐比重

##weight参数就是权重⽐比，是按照逻辑⽐比例例来分的，设置1000和1000也还是50%的⽐比例例进⾏行行分发
[server1]
proxy_type=server
backend_host=127.0.0.1
backend_port=3306
weight=50

[server2]
proxy_type=server
backend_host=127.0.0.1
backend_port=3315
weight=50

4.3 权重分发



当然可以通过ArkProxy内部查看权重，也可以通过配置⽂文件来查看

⽤用户连接近ArkProxy，就会误以为进⼊入到了了真正的后端数据库。命令也基本都兼容。
在管理理⽤用户界⾯面，增加了了ArkProxy的参数，⽽而且只需要输⼊入命令config help，就能出现所有的在
线管理理命令，如下图所示。



6.4 友好性





这是连接ArkProxy的server层来进⾏行行分发的，不不是在Admin命令窗⼝口。
默认所有的select都会分发到⾮非写节点，所以当有对延迟响应低的要求很⾼高的业务线，
可以通过Hint来实现，⽴立即提交，⽴立即可读。通过截图可以更更直观地观察：

6.5 Hint分发




使⽤用⽅方法特别简单。

但可能有⼈人会问，这怎么说明了了这个功能的有效呢？很明显，做测试的这个中间层，所指定的后

端数据库，并不不是真正的主从，其实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数据都是不不同的，第⼀一个select * from
t1;报出了了表不不存在的错误，⽽而第⼆二次在指定了了hint之后，没有报这个错误，则说明他路路由到了了指
定的write节点。

通过配置可以开启trace，开启后性能会有损耗，如果配置了了远端trace数据库，性能损耗会更更
⼩小，毕竟不不占⽤用本地数据库的QPS。

proxy_digest_trace=on
proxy_sql_trace=on

打开两个参数后，通过digest是按照某类SQL进⾏行行归并的，所以⼀一眼就能看到其中SQL的使⽤用⽐比

6.6 智能统计



例例，以及执⾏行行时间等。

通过sql trace可以看到具体的SQL语句句，可以在该基础上进⾏行行⼆二次开发分析，将有⽤用的信息整理理
不不同维度的数据，供后边（⽇日常诊断、⽇日常预警等）分析。

trace参数⾮非常丰富，可以根据业务调整到 佳。如果不不清楚怎么配置，默认即可。

统计部分基本上都是在digest和sql trace部分在配置的远端库中：

登陆到远端数据库查看：

mysql>	show	tables;
+---------------+
|	Tables_in_tes	|
+---------------+
|	proxy_user				|
|	query_digest		|
|	query_sql					|
+---------------+

digest的统计情况：


如果要看具体的SQL，可以统⼀一digest列列，进⾏行行where过滤：



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执⾏行行时的时间点，执⾏行行时间等。

如果我们想在线下线某个Server，我们可以在管理理端⼝口直接通过命令设置即可，⽆无需要修改配
置，也不不需要重启服务。对业务没有任何影响。如下图所示：

6.7 在线配置Flush




开始Server2节点是下线状态的，我们想让其上线服务，此时需要通过 config set server

server2 online;将其上线，不不过执⾏行行这个命令之后，这个服务器器状态还处于下线状态，需要通过
config flush让其⽣生效，当然此时可以通过show config cache来查看当前已经设置过的，但还未
⽣生效的配置。当flush之后，我们再次查看backend servers的状态，可以看到已经上线了了。

如果我们将在线服务的配置更更改了了，想让其在外部配置⽂文件中持久化，此时我们可以通过另⼀一个

命令，让其写⼊入到外部⽂文件，命令如下：


此时可以查看⽣生成的⽂文件，已经有了了：



6.8 在线配置reload



我们可以在线修改配置，也可以通过⼿手动修改配置⽂文件，然后让其⽣生效，此时需要⽤用到的命令是

config reload。举例例如下：
我们先查看⼀一下Server的状态：


可以发现，Server2的状态为上线状态，此时我们修改⼀一下配置⽂文件，将其修改为下线状态：

[server2]
proxy_type=server
backend_host=127.0.0.1
backend_port=3309
config_comment=good	good	study
max_slave_lag=100
weight=3
server_status=offline

然后执⾏行行config reload：



此时可以看到，Server2的状态已经变为下线状态了了。此时业务连接也不不会被路路由到这个节点上
⾯面去了了，这⼀一点可以通过在Server2上⾯面打开general log来验证，这⾥里里就不不做验证了了。

有时候我们也想在线增加节点，Arkproxy已经⽀支持了了这个功能，这样给⾃自动化运维⼯工作提供了了更更
多的操作⽅方式：

6.9 在线增加节点




从上⾯面的操作流程可以看到，通过命令增加⼀一个新的节点server3，通过show config cache来查
看缓存情况，New_value表示的是新增节点，内容通过Json来表示，确认⽆无误之后，就通过
config flush来将其加到全局配置中，此时可以通过show backend servers来查看结果，但我们发
现，其状态是OFFLINE的，这是没错的，新增的节点默认都是下线状态的，需要我们再次确认之
后，将其上线提供服务。

此时我们再可以查看⼀一下路路由状态：





我们发现有四条路路由规则，有两种路路由策略略，分别是Write、Read，此时我们可以将当前配置写
出来外部配置⽂文件中，查看其变化：

mysql>	config	write	outfile	'/tmp/proxy.cnf';																																						
																							
Query	OK,	0	rows	affected	(0.00	sec)

我们会发现，配置⽂文件中，多了了⼀一个Server3：

[server3]
proxy_type																															=	server
backend_host																													=	127.0.0.1
backend_port																													=	3309
max_slave_lag																												=	10000
server_status																												=	OFFLINE
weight																																			=	9

并且在route2中，多了了⼀一个路路由规则：

[router2]
proxy_type																															=	router
router_type																														=	readonly
router_servers																											=	server2,server1,server3
config_comment																											=	xxxxxxxxx

没错，在router_servers中增了了⼀一个server3。

除了了权限控制之外，还可以对单个⽤用不不进⾏行行限制。

这样可以有效的控制某个业务出现问题，把ArkProxy/MySQL打满，甚⾄至直接把资源⽤用尽的情
况。

在打到MySQL层之前，可以在ArkPorxy进⾏行行拦截并阻塞其请求。

6.10 户连接数限制及统计





中间层对于后端数据库的可⽤用性，不不做判断，因为中间层的⻆角⾊色，并不不太适合去把后端数据库的

切换⼯工作也负责起来，但中间层尽可能的考虑了了这些问题，并且给出了了⽐比较⽅方便便的操作⽅方法，这

⾥里里⼤大概分两种情况：

这种情况，也就是当参数proxy_multi_write_mode为ON的时候，因为后端数据库⽀支持多点写
⼊入，⽽而中间层就不不需要考虑是不不是会出现多写的问题，此时在配置中，也就更更加灵活，可以配置

多个写节点，也可以将它们上线，当然，也可以做负载均衡，当某⼀一个节点出现问题的时候，只

需要数据库集群的监控程序，将其通过arkproxy提供的命令，下线即可，这样就不不会将请求分发
到那个节点，故障即可恢复。

这种情况，也就是当参数proxy_multi_write_mode为OFF的时候，众所周知，这种问题⽐比较棘
⼿手，⽬目前各种切换⽅方案层出不不穷，当然Arkproxy还是不不能替你做切换的决定，只能是辅助业务更更
好的做切换，这要依赖于你的业务架构⽅方案了了，当你 终确定切换的那⼀一刻，还是通过Arkproxy
给你提供的友好的命令，不不管是在线config，还是直接修改配置⽂文件再去reload，都是可以达到
切换的⽬目的的。

⾼高可⽤用⽅方案

⽀支持多点写⼊入

不不⽀支持多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