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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阿里云提醒您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之前仔细阅读、充分理解本法律声明各条款的内容。
如果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您的阅读或使用行为将被视为对本声明全部内容的认可。

1. 您应当通过阿里云网站或阿里云提供的其他授权通道下载、获取本文档，且仅能用
于自身的合法合规的业务活动。本文档的内容视为阿里云的保密信息，您应当严格
遵守保密义务；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您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本手册内容或
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使用。

2. 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公司或个人不得擅自摘抄、翻译、复制本文
档内容的部分或全部，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进行传播和宣传。

3.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调整或其他原因，本文档内容有可能变更。阿里云保留在没有
任何通知或者提示下对本文档的内容进行修改的权利，并在阿里云授权通道中不时
发布更新后的用户文档。您应当实时关注用户文档的版本变更并通过阿里云授权渠
道下载、获取最新版的用户文档。

4. 本文档仅作为用户使用阿里云产品及服务的参考性指引，阿里云以产品及服务
的“现状”、“有缺陷”和“当前功能”的状态提供本文档。阿里云在现有技术的
基础上尽最大努力提供相应的介绍及操作指引，但阿里云在此明确声明对本文档内
容的准确性、完整性、适用性、可靠性等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任何单位、
公司或个人因为下载、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发生任何差错或经济损失的，阿里云不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阿里云均不对任何间接性、后果性、惩戒性、
偶然性、特殊性或刑罚性的损害，包括用户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遭受的利润损失，
承担责任（即使阿里云已被告知该等损失的可能性）。

5. 阿里云网站上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著作、产品、图片、档案、资讯、资料、网
站架构、网站画面的安排、网页设计，均由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依法拥有其知识
产权，包括但不限于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非经阿里云和/或其关
联公司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修改、复制、公开传播、改变、散布、发
行或公开发表阿里云网站、产品程序或内容。此外，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任
何人不得为了任何营销、广告、促销或其他目的使用、公布或复制阿里云的名称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为或以组合形式包含“阿里云”、“Aliyun”、“万网”等阿
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品牌，上述品牌的附属标志及图案或任何类似公司名称、商
号、商标、产品或服务名称、域名、图案标示、标志、标识或通过特定描述使第三
方能够识别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

6. 如若发现本文档存在任何错误，请与阿里云取得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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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约定
格式格式 说明说明 样例样例

 危险危险 该类警示信息将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至故
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危险危险

重置操作将丢失用户配置数据。

 警告警告 该类警示信息可能会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
至故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警告警告

重启操作将导致业务中断，恢复业务
时间约十分钟。

 注意注意 用于警示信息、补充说明等，是用户必须
了解的内容。

 注意注意

权重设置为0，该服务器不会再接受新
请求。

 说明说明 用于补充说明、最佳实践、窍门等，不是
用户必须了解的内容。

 说明说明

您也可以通过按Ct rl+A选中全部文
件。

> 多级菜单递进。 单击设置设置> 网络网络> 设置网络类型设置网络类型。

粗体粗体 表示按键、菜单、页面名称等UI元素。 在结果确认结果确认页面，单击确定确定。

Courier字体 命令或代码。
执行 cd /d C:/window 命令，进入
Windows系统文件夹。

斜体 表示参数、变量。
bae log list  --inst anceid

Inst ance_ID

[] 或者 [a|b] 表示可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ipconfig [-all|-t ]

{} 或者 {a|b} 表示必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swit ch {act ive|s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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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HBase标准版在开源HBase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改进、稳定性优化和运维能力增强，吸收了众多阿里内
部成功经验，比社区HBase版本具有更好的稳定性和可运维能力，同时100%兼容开源社区HBase。目前云
HBase标准版提供1.1版本和2.0版本供用户选择。

HBase1.1版本HBase1.1版本
1.1版本基于HBase社区1.1.2版本开发。

HBase2.0版本HBase2.0版本
2.0版本是基于社区2018年发布的HBase2.0.0版本开发的全新版本。在此基础上做了大量的改进和优化，吸
收了众多阿里内部成功经验，比社区HBase版本具有更好的稳定性。

1.基本介绍1.基本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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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模式访问模式
目前HBase提供了内网访问及公网访问的模式。内网访问比较稳定，一般在生产使用。公网访问延迟相对较
高，比较适合开发测试使用，主要是满足开发测试的需求。公网访问请参见公网访问方案。

经典网络经典网络
在经典网络环境中，您可以在HBase所在Region的任意Zone购买一台ECS，然后设置HBase的白名单即可访
问。

例如：现在HBase创建在华东1-可用区b，我们可以在华东1-可用区b，可用区c，可用区d， 可用区e中任何
一个可用区上创建ECS，然后连接HBase。

专有网络（VPC）专有网络（VPC）
VPC场景下，用户可以创建任何可用区位置的ECS，只要ECS和HBase在同一个VPC下，即可正常通信。通过
创建不同可用区的vswitch将ECS和HBase加入到同一个VPC后连接起来。

1. 首先需要在这个Region中创建一个VPC，VPC控制台。

比如，我在杭州，那么在杭州创建一个VPC，叫  myvpc 。

2. 在这个VPC下，对应HBase所在的可用区创建一个vswitch（虚拟交换机）。

比如，我们的HBase是在杭州的可用区e，那么我们在VPC中创建一个在可用区e的vswitch，叫  switch
-zone-e ，对应的网段可以根据需要自行选择。

3. 在HBase的购买页面，购买VPC设置为  myvpc 和  switch-zone-e 。

4. 创建ECS使用的vswitch。

i. 如果ECS可以购买和HBase相同的可用区，比如可用区e，那么可以直接到第五步购买。

ii. 若不能购买HBase所在可用区的ECS，请查看下能够购买的ECS的可用区，比如是可用区b，然后在
 myvpc 下创建对应的vswitch  switch-zone-b 。

5. 创建ECS。

i. 若能够选择和HBase相同的可用区，如可用区e，那么直接购买，并在选择VPC的时候选择和HBase
相同的VPC和vswitch。

ii. 若不在同一个可用区，则按照上一步的选择的可用区，比如可用区b创建ECS，并在选择VPC的时
候，选择之前创建的VPC  myvpc 和  switch-zone-b 。

开启白名单开启白名单
创建ECS后，我们还需要在HBase上设置访问的白名单，将这台ECS的内网IP添加到访问白名单中，具体操作
请参见设置白名单。

连通性检测连通性检测
请参见连通性检测。

2.访问准备2.访问准备

HBase 标准版··访问准备 云数据库HBase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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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场景下，比如需要bulkload导入数据，需要打开HBase集群的HDFS端口。

注意：HDFS端口打开后，因误操作HDFS导致的数据丢失等问题客户自身承担，客户需要对HDFS的操作比
较了解。

首先联系  云HBase答疑 （钉钉号），开通HDFS（由于HDFS的开放可能造成用户的恶意攻击，引起集群
不稳定甚至造成破坏。因此此功能暂时不直接开放给用户，当用户特别需要的情况下，我们通过云HBase
答疑后台开通，随后客户使用完成，再关闭）。

验证验证
检查端口是否可以正常使用通过一个HDFS client访问云HBase上的HDFS（目标集群）。

创建一个Hadoop客户端配置目录conf（如果使用客户端已存在这个目录则不需要另行创建）。

添加以下两个HDFS配置到Hadoop客户端conf目录{hbase-header-1-host}和{hbase-header-1-host}可以
咨询  云HBase答疑 。

core-site.xml

<configuration>
<property>
<name>fs.defaultFS</name>
<value>hdfs://hbase-cluster</value>
</property>
</configuration>

hdfs-site.xml

3.访问HBase HDFS3.访问HBase HDFS

云数据库HBase版 HBase 标准版··访问HBase HD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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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uration>
<property>
    <name>dfs.nameservices</name>
    <value>hbase-cluster</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dfs.client.failover.proxy.provider.hbase-cluster</name>
<value>org.apache.hadoop.HDFS.server.namenode.ha.ConfiguredFailoverProxyProvider</value
>
</property>
<property>
<name>dfs.ha.automatic-failover.enabled.hbase-cluster</name>
<value>true</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dfs.namenode.http-address.hbase-cluster.nn1</name>
<value>{hbase-header-1-host}:50070</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dfs.namenode.http-address.hbase-cluster.nn2</name>
<value>{hbase-header-2-host}:50070</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dfs.ha.namenodes.hbase-cluster</name>
    <value>nn1,nn2</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dfs.namenode.rpc-address.hbase-cluster.nn1</name>
    <value>{hbase-header-1-host}:8020</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dfs.namenode.rpc-address.hbase-cluster.nn2</name>
    <value>{hbase-header-2-host}:8020</value>
</property>
</configuration>

添加conf到Hadoop客户端classpath中。

读写验证HDFS端口能否正常访问。

echo "HDFS port test"  >/tmp/test
hadoop dfs -put /tmp/test  /
hadoop dfs -cat /test

HBase 标准版··访问HBase HDFS 云数据库HBase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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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数据库HBase支持通过Hive读写数据，本文介绍如何配置Hive并读写云数据库HBase的数据。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将Hive所在的Hadoop集群所有的节点的IP加入到云数据库HBase实例的白名单中，具体操作请参见设置
白名单。

已获取云数据库HBase的zookeeper访问地址。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进入Hive配置目录，例如：  /etc/ecm/hive-conf/ 。

2. 创建  hbase-site.xml 配置文件。

3. 在  hbase-site.xml 配置文件下编写以下语句。

<property>
  <name>hbase.zookeeper.quorum</name>
  <value>hb-xxx-001.hbase.rds.aliyuncs.com,hb-xxx-002.hbase.rds.aliyuncs.com,hb-xxx-003
.hbase.rds.aliyuncs.com</value>
</property>

说明 说明 value为云数据库HBase的zookeeper访问地址。如果您使用的是ECS自建的Hive时，不
需要配置value可以直接和云数据库HBase连接。

4. 在Hive中读写云数据库HBase表。

如果云数据库HBase表不存在，可在Hive中直接创建云数据库HBase的关联表。

a. 使用以下命令进入Hive cli命令行。

hive

b. 执行如下语句，创建云数据库HBase表。

CREATE TABLE hive_hbase_table(key int, value string)
STORED BY 'org.apache.hadoop.hive.hbase.HBaseStorageHandler'
WITH SERDEPROPERTIES ("hbase.columns.mapping" = ":key,cf1:val")
TBLPROPERTIES ("hbase.table.name" = "hive_hbase_table", "hbase.mapred.output.outp
uttable" = "hive_hbase_table");

c. 执行如下语句，通过Hive插入云数据库HBase表的数据。

insert into hive_hbase_table values(212,'bab');

说明 说明 如果返回结果是  OK 表示插入数据操作成功。

d. 执行如下命令，查看云数据库HBase表是否创建成功。

list

4.通过Hive访问云数据库HBase4.通过Hive访问云数据库HBase

云数据库HBase版 HBase 标准版··通过Hive访问云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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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执行如下命令，查看云数据库HBase表中是否成功插入数据。

scan 'hive_hbase_table'

f. 执行如下语句，在云数据库HBase中写入数据。

put 'hive_hbase_table','132','cf1:val','acb'

g. 执行如下语句，在Hive中查看云数据库HBase表格的数据。

select * from hive_hbase_table;

h. 执行如下语句，在Hive中删除创建的表。

drop table hive_hbase_table;

说明 说明 删除云数据库HBase表格后在HBase中查看表格，返回表格不存在。

如果云数据库HBase表已存在，可在Hive中云数据库HBase外表进行关联，外部表在删除时不影响云
数据库HBase已创建表。

a. 在云数据库HBase中创建HBase表，并执行put命令测试数据。

create 'hbase_table','f'
put 'hbase_table','1122','f:col1','hello'
put 'hbase_table','1122','f:col2','hbase'

b. 在Hive中创建云数据库HBase外部关联表，并查看数据。

CREATE external table hbase_table(key int, col1 string, col2 string)
STORED BY 'org.apache.hadoop.hive.hbase.HBaseStorageHandler'
WITH SERDEPROPERTIES ("hbase.columns.mapping" = "f:col1,f:col2")
TBLPROPERTIES ("hbase.table.name" = "hbase_table", "hbase.mapred.output.outputtab
le" = "hbase_table");
select * from hbase_table;

c. 删除云数据库HBase外部关联表。

drop table hbase_table;

说明 说明 删除云数据库HBase外部关联表后云数据库HBase已存在的表不受影响。

相关资源相关资源
通过Hive对云数据库HBase进行更多操作，可参考官方文档。

HBase 标准版··通过Hive访问云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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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通过HBase Shell工具访问云数据库HBase标准版的步骤。

1. 准备访问使用的ECS。

云HBase提供了内网的访问，如果要访问HBase，需要在相同的Region内准备一台ECS。

i. 已有ECS请继续步骤2。

ii. 没有ECS请在ECS购买页面上购买一台按量的ECS测试。

2. 下载HBase Shell。

下载地址为云HBase控制台云HBase控制台 >  > 数据库连接数据库连接 >  > 连接信息连接信息 >  > HBase shell下载HBase shell下载。

3. 将下载包解压缩。

 tar -zxf xxx.tar.gz

4. 配置ZK地址，使用以下示例修改conf/hbase-site.xml文件来添加集群的ZK地址。

<configuration>
     <property>
         <name>hbase.zookeeper.quorum</name>
         <value>$ZK_IP1,$ZK_IP2,$ZK_IP3</value>
     </property>
</configuration>

5. 访问集群。

通过如下命令可以访问集群。

 bin/hbase shell

5.使用HBase Shell访问5.使用HBase Shell访问

云数据库HBase版 HBase 标准版··使用HBase Shell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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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完成后，需要重启集群重启集群 ，采取滚动重启的方式，对集群影响较小，且规模越大，影响较小。

重启集群页面如下：

修改完后，有历史记录。

后续优化：后续有一些参数可以采取直接应用的方式，无需重启集群。

目前开放的一些配置（仅仅列举一些，具体查看管控页面）。

参数名称 参数默认值 描述

hbase.hregion.majorcompaction 604800000
默认为一周，可以改为0，不触发，
后续产品支持周期性触发，或者时间
段内触发major

hbase.ipc.server.callqueue.read.r
atio

0
可以调整read与scan的队列大小，
控制读写分离

hbase.ipc.server.callqueue.scan.r
atio

0 读写分离控制

hbase.regionserver.global.memst
ore.lowerLimit

0.3 memstore的占比

hbase.regionserver.global.memst
ore.size

0.35 memstore的占比

hbase.rpc.timeout 60000 rpc超时时间，可以延长

hfile.block.cache.size 0.4 如果读比较多，可以调整威0.5

6.修改配置6.修改配置

HBase 标准版··修改配置 云数据库HBase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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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云云HBase组，在不断fix线上bug及改进性能，小版本升级是保证完全兼容的。一些严重的bug，我们
会邮件通知，请关注我们的邮件。为了不影响客户的业务，我们不会主动升级客户的集群，我们建议客户在
业务低峰期自主升级小版本。

我们当前不支持从1.x系列自动升级到2.x系列。 我们也会一直维护1.x及2.x的稳定性，在1.x上也会打上一些
性能优化的patch。2.x主要有一些新的功能，如果客户需要，建议购买2.x集群。

升级流程比较简单

选择在业务低峰期，单击升级按钮  ⼩版本升级。 

升级时间跟随着集群的大小，region的个数多少相关，越大越多时间越长，一般4台的集群，100个region
会在10分钟以内。

后台会自动升级集群到最新对应的小版本，升级过程会滚动重启集群，基本对业务无感知。

升级完成后，关注是否对业务有影响，如果有影响，请通过工单或者  云HBase答疑  钉钉号，跟我们联
系。

版本更新说明版本更新说明

1.x系列1.x系列
版本1.4.6.2 是社区版本1.1 发展过来，做了大量的性能、稳定性、功能优化。

1.4.6.21.4.6.2

解决WAL可能由于HDFS BUG导致损坏的问题。

解决写入HDFS瞬间异常的情况下，可能导致整个RegionServer卡死，无法恢复。

解决Region分裂时候，客户端无法正常收到NotServingRegionException异常，会看
到“llegalStateException: No result  & no exception”。

解决读写分离配置可能会导致RegionServer无法启动。

解决社区Phoenix可能会把Zookeeper连接打满的BUG。

优化配置，减少RegionServer被写出OOM的情况出现，减少大范围scan对服务端的内存消耗。

内核一些优化。

7.数据库升级7.数据库升级
7.1. 小版本升级7.1. 小版本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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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31.4.6.3

PHOENIX

修复IndexTool的数据表为小写表名字时找不到索引表。

修复客户端配置时区失效问题（当前默认时区GTM）。

优化默认配置参数，更容易适配云上的小规格实例。

调整默认最大mutation size和bytes， 防止因为cell较大时导致创建索引失败。

通过raw scan替换major compaction索引表被disable方案，减小索引被dsiable风险。

写索引失败时，通过无限重试的强同步方案，规避索引表DISABLE问题，防止查询退化为扫全表问题。

upsert-select和create index时disable scan bolck cache, 减小不必要的内存使用和GC次数。

HBASE

删除列族后replication移除stale KV报NPE。

MiniHBaseCluster 支持可配置端口。

1.4.9.11.4.9.1

同一集群支持  冷存储  和  热存储。 

支持ZSTD，LZO压缩格式。

修复MVCC卡死的BUG。

1.5.01.5.0

支持Replication，支持主备集群同步。

修复了一个内存泄露问题，已经回馈给社区HBase-21228。

修复了Reader线程在遇到OOM后退出而不abort  RS的问题，已经回馈给社区HBase-21357。

1.5.11.5.1

修复ZSTD压缩算法引起的不兼容问题。

修复冷存储的一些性能问题。

修复Phoenix二级索引的一些问题。

修复一个内存泄露问题，已经回馈给社区：HBASE-22169。

其他一些bugfix。

1.5.21.5.2

新增支持磁盘剩余空间过少自动锁定。

建表时不在支持PREFIXTREE Encoding。

Backport社区Bug fix。

1.5.31.5.3

新增日志订阅动态开关。

默认禁止hbck。

添加Thrift  Server活跃链接数监控。

其他一些bugfix。

2.x系列2.x系列
2.0.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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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商业化版本。

阿里1.x版本优化同步到2.x版本。

修复大量的bug，已经贡献给社区，参考：

HBASE-21237,Use CompatRemoteProcedureResolver to dispatch open/close region requests to RS

HBASE-21228,Memory leak since AbstractFSWAL caches Thread object  and never clean later

HBASE-21212,Wrong flush t ime when update flush metric

HBASE-21113,”Apply the branch-2 version of HBASE-21095, The t imeout retry logic for several
procedures are broken after master restarts”

HBASE-21085,Adding getter methods to some private fields in ProcedureV2 module

HBASE-21083,Introduce a mechanism to bypass the execution of a stuck procedure

HBASE-21051,Possible NPE if  ModifyTable and region split  happen at  the same t ime

HBASE-21050,Exclusive lock may be held by a SUCCESS state procedure forever

HBASE-21041,Memstore’s heap size will be decreased to minus zero after flush

HBASE-21031,Memory leak if  replay edits failed during region opening

HBASE-20601,Add mult iPut  support  and other miscellaneous to PE

HBASE-20611,UnsupportedOperationException may thrown when calling getCallQueueInfo()

HBASE-20679,Add the ability to compile JSP dynamically in Jetty

HBASE-20727,Persist  FlushedSequenceId to speed up WAL split  after cluster restart

HBASE-20846,Restore procedure locks when master restarts

HBASE-20854,Wrong retries number in RpcRetryingCaller’s log message

HBASE-20860,Merged region’s RIT state may not be cleaned after master restart

HBASE-20864,RS was killed due to master thought the region should be on a already dead server

HBASE-20867,RS may get killed while master restarts

HBASE-20870,Wrong HBase root dir in ITBLL’s Search Tool

HBASE-20878,Data loss if  merging regions while ServerCrashProcedure executing

HBASE-20893,Data loss if  split t ing region while ServerCrashProcedure executing

HBASE-20903,”backport  HBASE-20792 “”info:servername and info:sn inconsistent for OPEN
region”” to branch-2.0”

HBASE-20921,Possible NPE in ReopenTableRegionsProcedure

HBASE-20973,ArrayIndexOutOfBoundsException when rolling back procedure

HBASE-20975,Lock may not be taken or released while rolling back procedure

HBASE-20976,SCP can be scheduled mult iple t imes for the same RS

HBASE-20978,[amv2] Worker terminating UNNATURALLY during MoveRegionProcedure

HBASE-20990,One operation in procedure batch throws an exception will cause all
RegionTransit ionProcedures receive the same exception

HBASE-21003,Fix the flaky TestSplitOrMergeStatus

HBASE-21029,Miscount of memstore’s heap/offheap size if  same cell was put

HBASE-21031,Memory leak if  replay edits failed during region opening

HBASE-21035,Meta Table should be able to online even if  all procedures are lost

HBASE-21039,Procedure worker should not quit  when gett ing unexpected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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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2.0.3

修复若干AssignmentManager v2的稳定性问题。

2.0.42.0.4

同一集群支持  冷存储  和  热存储 。

修复若干稳定性问题。

2.0.52.0.5

修复与Phoenix5.x的兼容性问题。

修复冷存储的一些性能问题。

2.0.62.0.6

新增支持ZSTD压缩算法

修复若干稳定性问题，均已回馈给社区，如：HBASE-22128HBASE-21751HBASE-22169。

其他一些bugfix。

2.0.72.0.7

新增支持磁盘剩余空间过少自动锁定。

解决开启phoenix wal无法清理的bug。

支持RS日志订阅消费。

2.0.82.0.8

新增日志订阅动态开关。

默认禁止hbck。

其他一些bugfix。

2.0.92.0.9

修复DFSClient内存泄漏问题。

修复SplitTable阻塞ModifyTable问题。

修复开启ASYNC_WAL造成WAL损坏问题。

云数据库HBase标准版支持1.1版本和2.0版本，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性能和实现新功能得到小版本，本文介
绍云数据库HBase标准版的小版本的更新说明。

1.x小版本更新说明1.x小版本更新说明
1.4.6.2：

修复WAL可能由于HDFS BUG导致损坏的问题。

修复写入HDFS瞬间异常的情况下，可能导致整个RegionServer卡死无法恢复问题。

修复地域分裂时候，客户端无法正常收到NotServingRegionException异常，会看
到“llegalStateException: No result  & no exception”。

修复读写分离配置可能会导致RegionServer无法启动。

修复社区Phoenix可能会把Zookeeper连接打满的问题。

优化配置，减少RegionServer被写出OOM的情况出现，减少大范围scan对服务端的内存消耗。

优化内核。

7.2. 小版本更新说明7.2. 小版本更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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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3：

修复IndexTool的数据表为小写表名字时找不到索引表问题。

修复客户端配置时区失效问题（当前默认时区GTM）。

优化默认配置参数，更容易适配云上的小规格实例。

调整默认最大mutation size和bytes， 防止因为cell较大时导致创建索引失败。

通过raw scan替换major compaction索引表被disable方案，减小索引被disable风险。

写索引失败时，通过无限重试的强同步方案，规避索引表DISABLE问题，防止查询退化为扫全表问题。

upsert-select和create index时disable scan block cache，减小不必要的内存使用和GC次数。

删除列族后replication移除stale KV报NPE。

MiniHBaseCluster支持可配置端口。

1.4.9.1：

新增同一集群的冷存储和热存储功能。

支持ZSTD，LZO压缩格式。

修复MVCC卡死的问题。

1.5.0：

支持Replication，支持主备集群同步功能。

修复内存泄露问题，已经回馈社区。

修复Reader线程在遇到OOM后退出而不abort  RS的问题，已经回馈社区。

1.5.1：

修复ZSTD压缩算法引起的不兼容问题。

修复冷存储的性能问题。

修复Phoenix二级索引问题。

修复内存泄露问题，已经回馈社区。

修复其他bugfix。

1.5.2：

新增磁盘剩余空间过少自动锁定功能。

建表时不支持PREFIXTREE Encoding。

修复部分缺陷。

1.5.3：

新增日志订阅动态开关。

默认禁止hbck。

新增Thrift  Server活跃链接数监控功能。

修复部分缺陷。

1.5.4：新增KeyValue最大长度限制，防止异常请求造成OOM。

1.5.5：修复HLogExporter导致RS宕机问题。

1.5.5.1：更新reference文件的size计算逻辑。

2.x小版本更新说明2.x小版本更新说明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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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商业化版本。

云数据库HBase标准版1.1版本同步到2.0版本。

修复大量的bug，均已回馈。

2.0.3：修复部分AssignmentManager v2的稳定性问题。

2.0.4：

新增同一集群的冷存储和热存储功能。

修复部分稳定性问题。

2.0.5：

修复与Phoenix 5.x的兼容性问题。

修复冷存储的性能问题。

2.0.6：

支持ZSTD压缩算法。

修复部分稳定性问题，均已回馈。

2.0.7：

新增磁盘剩余空间过少自动锁定功能。

解决开启phoenix wal无法清理的问题。

新增RS日志订阅消费功能。

2.0.8：

新增日志订阅动态开关功能。

默认禁止hbck。

2.0.9：

修复DFSClient内存泄漏问题。

修复SplitTable阻塞ModifyTable问题。

修复开启ASYNC_WAL造成WAL损坏问题。

2.0.10：

新增Compaction Interrupt功能。

新增RS表数量和地域数量限制。

2.0.11：

新增大请求限制功能。

修复Disable Compaction失效问题。

2.0.12：

修复HLogExporter导致RS宕机问题。

默认禁止使用MOB。

2.0.13：修复开启mslab导致的内存泄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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