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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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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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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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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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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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重设置为0，该服务器不会再接受新
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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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网络 > 设置网络类型 。

粗体

表示按键、菜单、页面名称等UI元素。

在结果确认 页面，单击确定 。

Courier字体

斜体

命令或代码。

表示参数、变量。

执行 cd /d C:/window 命令，进入
Windows系统文件夹。
bae log list --inst anceid

Inst ance_ID

[] 或者 [a|b]

表示可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 或者 {a|b}

表示必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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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迁移
1.1. Redis数据迁移方案概览
借助DT S和redis-shake迁移工具，云数据库Redis为您提供了多种数据迁移方案，可满足多种业务场景下
Redis的数据迁移需求。

主要数据迁移工具
工具

简介

DT S（推荐）

数据传输服务DT S（Data T ransmission Service）是阿里云提供的实时数据流服务，集
数据迁移、订阅、同步于一体，为您提供稳定安全的传输链路。DT S支持全量数据迁移
和增量数据迁移，可实现不停服迁移，降低对业务的影响。

redis-shake

redis-shake是阿里云自研的开源Redis数据传输工具，基于Linux环境，支持对Redis数
据进行解析（decode）、恢复（restore）、备份（dump）和同步（sync/rump），
灵活高效。在不方便使用DT S的迁移场景，您可以尝试使用redis-shake进行迁移。

数据迁移方案
迁移方案
场景

工具

配置案例
从自建Redis迁移至阿里云Redis
从ECS上的Codis集群同步至Redis实例
说明
此方案通过DT S的数据同步功能来实现
数据迁移。

DT S
从ECS上的T wemproxy Redis集群同步至Redis实例
从自建数据库迁移至云数据库
Redis

说明
此方案通过DT S的数据同步功能来实现
数据迁移。

Codis/Redis集群版通过redis-shake迁移上云
redis-shake

使用redis-shake将自建Redis迁移至阿里云
使用redis-shake迁移RDB文件内的数据

云数据库Redis间迁移

redis-cli

使用AOF文件进行迁移

redis-shake

使用redis-shake在云数据库Redis版实例之间迁移

DT S

使用DT S将华为云分布式缓存服务Redis迁移至阿里云
将AWS ElastiCache for Redis数据库迁移到阿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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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

云数据库 Redis 版

工具
redis-shake

从第三方云迁移至云数据库Redis

配置案例
使用redis-shake将华为云分布式缓存服务Redis迁移至阿
里云
将腾讯云Redis数据库迁移至阿里云

从云数据库Redis迁移至自建数据
库

ssdb-port

将SSDB数据库迁移到云数据库Redis版

Rump

将Google Cloud Platform Memorystore数据库迁移到
阿里云Redis

redis-shake

备份集迁移

相关文档
校验迁移后的数据
Redis数据同步方案概览

1.2. 从自建数据库迁移至阿里云
1.2.1. 从自建Redis迁移至阿里云Redis
本文介绍如何使用数据传输服务DT S（Dat a T ransmission Service），将自建Redis迁移至阿里云Redis实例。
DT S支持全量数据迁移以及增量数据迁移，同时使用这两种迁移类型可以实现在自建应用不停服的情况下，
平滑地完成自建Redis数据库的迁移上云。

前提条件
自建Redis数据库版本为2.8、3.0、3.2、4.0或5.0版本。
自建Redis数据库为单机架构，暂不支持集群架构。
说明 如果是集群架构，您可以通过数据同步的方式来实现数据迁移，详情请参见从自建Redis
集群同步至Redis集群实例。
自建Redis数据库可正常运行 psync 或 sync 命令。
阿里云Redis实例的存储空间须大于自建Redis数据库占用的存储空间。

注意事项
DT S在执行全量数据迁移时将占用源库和目标库一定的资源，可能会导致数据库服务器负载上升。如果数
据库业务量较大或服务器规格较低，可能会加重数据库压力，甚至导致数据库服务不可用。建议您在执行
数据迁移前谨慎评估，在业务低峰期执行数据迁移。
如果目标库的数据逐出策略（ maxmemory-policy ）配置为 noeviction 以外的值，可能导致目标库的数
据与源库不一致。关于数据逐出策略详情，请参见Redis数据逐出策略介绍。
对于通过EVAL或EVALSHA调用的Lua脚本，在增量数据迁移时，由于目标端在执行脚本时不会明确返回执
行结果，所以DT S无法确认该类型脚本是否执行成功。
对于List 列表，由于DT S在调用 psync 或 sync 传输数据时，不会对目标端已有的数据执行 Flush 操作，
所以可能出现重复的数据。
对于迁移失败的任务，DT S会触发自动恢复。当您需要将业务切换至目标实例时，请务必先结束或释放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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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避免该任务被自动恢复后，导致源端数据覆盖目标实例的数据。

费用说明
迁移类型

链路配置费用

结构迁移和全量数据迁移

不收费。

增量数据迁移

收费，详情请参见产品定
价。

公网流量费用

通过公网将数据迁移出阿里云时将收费，详情请参
见产品定价。

迁移类型说明
全量数据迁移
DT S将自建Redis数据库迁移对象的存量数据，全部迁移到阿里云Redis实例中。
说明

为保障数据一致性，全量数据迁移期间请勿在自建Redis数据库中写入新的数据。

增量数据迁移
在全量数据迁移的基础上，DT S将自建Redis数据库的增量更新数据到阿里云Redis实例中。通过增量数据
迁移可以实现在应用不停服的情况下，平滑地完成Redis数据库的迁移上云。

增量数据迁移支持同步的命令
APPEND
BIT OP、BLPOP、BRPOP、BRPOPLPUSH
DECR、DECRBY、DEL
EVAL、EVALSHA、EXEC、EXPIRE、EXPIREAT
FLUSHALL、FLUSHDB
GEOADD、GET SET
HDEL、HINCRBY、HINCRBYFLOAT 、HMSET 、HSET 、HSET NX
INCR、INCRBY、INCRBYFLOAT
LINSERT 、LPOP、LPUSH、LPUSHX、LREM、LSET 、LT RIM
MOVE、MSET 、MSET NX、MULT I
PERSIST 、PEXPIRE、PEXPIREAT 、PFADD、PFMERGE、PSET EX、PUBLISH
RENAME、RENAMENX、REST ORE、RPOP、RPOPLPUSH、RPUSH、RPUSHX
SADD、SDIFFST ORE、SELECT 、SET 、SET BIT 、SET EX、SET NX、SET RANGE、SINT ERST ORE、SMOVE、
SPOP、SREM、SUNIONST ORE
ZADD、ZINCRBY、ZINT ERST ORE、ZREM、ZREMRANGEBYLEX、ZUNIONST ORE、ZREMRANGEBYRANK、
ZREMRANGEBYSCORE

准备工作（增量数据迁移）
为保障增量数据迁移任务的正常执行，建议关闭复制输出缓冲区的限制。本文以Linux操作系统的服务器为例
进行演示。
说明

如您只须要进行全量数据迁移，可跳过本步骤。

1. 使用redis-cli工具连接自建Redis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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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云数据库 Redis 版

安装原生Redis即可使用redis-cli，详情请参见Redis社区版官网。

redis-cli -h <host> -p <port> -a <password>

说明
<host >：自建Redis数据库的访问地址，本机可使用127.0.0.1。
<port >：自建Redis数据库的服务端口，默认为6379。
<password>：自建Redis数据库的访问密码。
示例：
redis-cli -h 127.0.0.1 -p 6379 -a Test123456

2. 执行下述命令，关闭复制输出缓冲区的限制。
config set client-output-buffer-limit 'slave 0 0 0'

操作步骤
1. 登录数据传输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数据迁移 。
3. 在迁移任务列表 页面顶部，选择迁移的目标实例所属地域。

4.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创建迁移任务 。
5. 配置迁移任务的源库及目标库信息。

类别

配置

说明

无

任务名称

DT S会自动生成一个任务名称，建议配置具有业务意义的名称（无唯一性要
求），便于后续识别。
根据源库的部署位置进行选择，本文以有公网IP的自建数据库 为例介绍配置
流程。

实例类型

9

说明
当自建数据库为其他实例类型时，您还需要执行相应的准
备工作，详情请参见准备工作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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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说明
当实例类型选择为有公网IP的自建数据库 时，实例地区 无需设置。

源库信息

实例地区

说明
如果您的自建Redis数据库进行了白名单安全设置，您需要
在实例地区 配置项后，单击获取DT S IP段 来获取到DT S服务器的IP地
址，并将获取到的IP地址加入自建Redis数据库的白名单安全设置中。

数据库类型

选择Redis 。

实例模式

固定为单机版 ，暂不支持集群版。

主机名或IP地址

填入自建Redis数据库的访问地址，本案例中填入公网地址。
填入自建Redis数据库的服务端口，默认为6379 。

端口

说明

本案例中，该服务端口需开放至公网。

填入自建Redis的数据库密码。

数据库密码

说明
源库信息填写完毕后，您可以单击数据库密码 后的测试连
接 来验证填入的源库信息是否正确。源库信息填写正确则提示测试通
过 ；如果提示测试失败 ，单击测试失败 后的诊断 ，根据提示调整填写
的源库信息。

实例类型

选择Redis实例 。

实例地区

选择目标Redis实例所属地域。

Redis实例ID

选择目标Redis实例ID。
填入目标Redis实例的数据库密码。

目标库信息

数据库密码

说明
目标库信息填写完毕后，您可以单击数据库密码 后的测试
连接 来验证填入的目标库信息是否正确。目标库信息填写正确则提示测
试通过 ；如果提示测试失败 ，单击测试失败 后的诊断 ，根据提示调整
填写的目标库信息。

6. 配置完成后，单击页面右下角的授权白名单并进入下一步 。
说明 此步骤会将DT S服务器的IP地址自动添加到目标Redis实例的白名单中，用于保障DT S服
务器能够正常连接目标Redis实例。
7. 选择迁移对象及迁移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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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云数据库 Redis 版

说明
如果只需要进行全量迁移，则勾选全量数据迁移 。
如果需要进行不停机迁移，则同时勾选全量数据迁移 和增量数据迁移 。

迁移类型

说明
如果未勾选增量数据迁移 ，为保障数据一致性，数据迁移期间请勿在自建Redis
数据库中写入新的数据。

在迁移对象 框中单击待迁移的数据库，然后单击

将其移动至已选择对象 框。

迁移对象
说明

迁移对象选择的粒度为库。

8. 单击页面右下角的预检查并启动 。
说明
在迁移任务正式启动之前，会先进行预检查。只有预检查通过后，才能成功启动迁移任务。
如果预检查失败，单击具体检查项后的

图标，查看失败详情。根据提示修复问题后，重

新进行预检查。
9. 预检查通过后，单击下一步 。
10. 在购买配置确认 页面，选择链路规格 并选中数据传输（按量付费）服务条款 。
11. 单击购买并启动 ，迁移任务正式开始。
全量数据迁移
请勿手动结束迁移任务，否则可能导致数据不完整。您只需等待迁移任务完成即可，迁移任务会自动
结束。
增量数据迁移
迁移任务不会自动结束，您需要手动结束迁移任务。
说明
时。

请选择合适的时间手动结束迁移任务，例如业务低峰期或准备将业务切换至目标实例

a. 观察迁移任务的进度变更为增量迁移 ，并显示为无延迟 状态时，将源库停写几分钟，此时增量
迁移 的状态可能会显示延迟的时间。
b. 等待迁移任务的增量迁移 再次进入无延迟 状态后，手动结束迁移任务。

12. 将业务切换至Redis实例。

后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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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数据迁移的数据库账号拥有读写权限，为保障数据库安全性，请在数据迁移完成后，修改自建Redis数
据库和阿里云Redis实例中的数据库密码。

1.2.2. 使用redis-shake将自建Redis迁移至阿里云
您可以使用redis-shake的sync模式将自建Redis迁移至云数据库Redis版。
说明

自建Codis/Redis集群上云请参见Codis/Redis集群版通过redis-shake迁移上云。

前提条件
已创建作为迁移目的端的云数据库Redis版实例。
已创建用于运行redis-shake的ECS实例，且ECS实例为64位Linux系统。
ECS实例可以访问目的Redis实例。

背景信息
redis-shake是阿里云自研的开源工具，支持对Redis数据进行解析（decode）、恢复（rest ore）、备份
（dump）、同步（sync/rump）。在sync模式下，redis-shake使用SYNC 或PSYNC 命令将数据从源端Redis
同步到目的端Redis，支持全量数据同步和增量数据同步，增量同步在全量同步完成后自动开始。该模式支
持自建Redis上云、自建Redis与云数据库Redis版的同步以及自建Redis之间的同步等场景。本文以使用sync
模式将自建Redis上云为例进行说明。
说明
sync模式下源端Redis需支持SYNC 、PSYNC 命令。如源端为云数据库Redis版，需使用有复制权
限的账号连接Redis，账号创建方式请参见创建与管理账号。
sync模式支持跨版本同步，如2.8版本实例与4.0版本实例同步。
云数据库Redis集群版目前无法作为sync模式的源端。
如需了解更多redis-shake相关信息，请参见redis-shake Git hub主页或FAQ。

操作步骤
1. 登录可以连接云数据库Redis版实例（目的端Redis）的ECS。
2. 在ECS中下载redis-shake。
说明

建议您下载最新发布的版本。

3. 解压redis-shake.tar.gz 。
# tar -xvf redis-shake.tar.gz

说明 解压获得的redis-shake为64位Linux系统所需的二进制文件，redis-shake.conf 为redisshake的配置文件，您将在下个步骤对其进行修改。
4. 修改redis-shake.conf 配置文件，sync模式涉及的主要参数说明如下。

redis-shake sync模式参数说明

> 文档版本：20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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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示例

source.address

源Redis的连接地址与服务端口。

xxx.xxx.1.10:6379
SourcePass233

source.password_ra
w

源Redis的连接密码。

说明
如源端Redis为云
数据库Redis版实例，需使用
支持复制权限的账号连接，此
时该参数值格式为 account:
password 。

target.address

目的Redis的连接地址与服务端口。

target.password_ra
w

目的Redis的连接密码，此处为云数据库Redis版
实例的密码。

rbp1xxxxxxxxxxxxx.redis.rds.aliyu
ncs.com:6379
TargetPass233

如果目的Redis有与RDB文件中相同的key，是否
覆盖，可选值：
true（覆盖）；
false（不覆盖）。
true

rewrite
说明
默认为true，建议对目的
Redis中的有效数据进行完善的备份再执行
恢复。如设置为false且存在数据冲突则会
出现异常提示。

target.db

设置待迁移的数据在目的Redis中的逻辑数据库
名。
例如，要将所有数据迁移到目的Redis中的
DB10，则需将此参数的值设置为10。
当该值设置为-1时，逻辑数据库名在源Redis和
目的Redis中的名称相同，即源Redis中的DB0将
被迁移至目的Redis中的DB0，DB1将被迁移至
DB1，以此类推。

0

RDB文件同步中使用的并发线程数，用于提高同
步性能。
说明
parallel

最小值为1；

64

最大值取决于服务器性能；
推荐值为6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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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如下命令进行迁移。
# ./redis-shake -type=sync -conf=redis-shake.conf

说明 此命令需在二进制文件redis-shake和配置文件redis-shake.conf 所在的目录中执行，否
则请在命令中指定正确的文件路径。
6. 查看同步日志确认同步状态，当出现 sync rdb done 时，全量同步已经完成，同步进入增量阶段。
同步日志

说明
sync rdb done 之后的日志中，若 +forward=0 ，则此时源端没有新的数据写入，同步链路

中没有增量数据正在传输，您可以以此为依据选择适当的时机将业务对接到云数据库Redis
版。
迁移完成后，您可以使用redis-full-check进行数据校验，确保两端数据一致，详细步骤请参
见校验迁移后的数据。

1.2.3. 使用redis-shake迁移RDB文件内的数据
使用redis-shake的rest ore模式，您可以将自建Redis的备份文件内的数据迁移到一个云数据库Redis版实例
中，实现自建Redis上云。

前提条件
已创建作为迁移目的端的云数据库Redis版实例。
已创建用于运行redis-shake的ECS实例。
ECS实例可以访问目的Redis实例。
ECS实例的系统为Linux。
已将备份文件保存到ECS中。

背景信息
redis-shake是阿里云自研的开源工具，支持对Redis数据进行解析（decode）、恢复（rest ore）、备份
（dump）、同步（sync/rump）。在rest ore模式下，redis-shake可以将RDB文件中保存的数据恢复到Redis
实例中，实现数据恢复或者迁移，本文以将RDB文件中的数据恢复到云数据库Redis版实例中从而实现Redis
上云迁移为例。
说明

如需了解更多redis-shake相关信息，请参见redis-shake Git hub主页或FAQ

操作步骤
1. 登录可以连接云数据库Redis版实例（目的端Redis）的ECS。
2. 在ECS中下载redis-shake。
说明

建议您下载最新发布的版本。

> 文档版本：20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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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解压redis-shake.tar.gz 。
tar -xvf redis-shake.tar.gz

说明 解压获得的redis-shake为64位Linux系统所需的二进制文件，redis-shake.conf 为redisshake的配置文件，您将在下个步骤对其进行修改。
4. 修改配置文件redis-shake.conf ，rest ore模式涉及的主要参数说明如下。

redis-shake restore模式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示例

rdb.input

备份文件（RDB文件）的路径，可使用相对路径或绝对
路径。

/root/tools/RedisShak
e/demo.rdb
r-bp1xxxxxxxxxxxxx.re

target.address

目的Redis的连接地址与端口号。

dis.rds.aliyuncs.com:6
379
TargetPass233

target.password_raw

目的Redis的连接密码。

说明
如使用
非默认账号连接云
数据库Redis版实
例，密码格式为 ac
count:password
。

target.db

设置待迁移的数据在目的Redis中的逻辑数据库名，默
认值为-1。
例如，要将所有数据迁移到目的Redis中的DB10，则需
将此参数的值设置为10。当该值设置为-1时，逻辑数
据库名在源Redis和目的Redis中的名称相同，即源
Redis中的DB0将被迁移至目的Redis中的DB0，DB1将
被迁移至DB1，以此类推。

-1

如果目的Redis有与RDB文件中相同的key，是否覆盖，
可选值：
true（覆盖）
rewrite

false（不覆盖）

true

说明
默认为true，建议对目的Redis中的
有效数据进行完善的备份再执行恢复。如设置为
false且存在数据冲突则会出现异常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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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示例

RDB文件同步中使用的并发线程数，用于提高同步性
能。
说明
parallel

最小值为1。

64

最大值取决于服务器性能。
推荐值为64。

说明

其它参数如无特殊情况保持默认即可。

5. 使用如下命令进行迁移。
./redis-shake -type=restore -conf=redis-shake.conf

说明 此命令需在二进制文件redis-shake和配置文件redis-shake.conf 所在的目录中执行，否
则请在命令中指定正确的文件路径。
执行示例

说明

日志中出现 restore: rdb done 表示数据恢复完成，此时按Ct rl+C退出执行即可。

1.2.4. Codis/Redis集群版通过redis-shake迁移上云
使用redis-shake的sync模式，将自建Codis/Redis集群迁移到云数据库Redis版实例。
说明

单节点Redis实例迁移请参见使用redis-shake将自建Redis迁移至阿里云。

前提条件
已创建作为迁移目的端的云数据库Redis版实例，创建实例请参见创建实例。
已创建用于运行redis-shake的ECS实例，ECS实例为64位的Linux系统，创建ECS实例请参见创建ECS实例。
ECS实例可以访问目的Redis实例。
说明
如果ECS实例与目的Redis实例在同一可用区的VPC中，可以在Redis白名单中添加ECS内网IP，
添加白名单请参见设置IP白名单。
如果ECS实例与目的Redis实例不在同一可用区的VPC中，可以通过外网地址访问，详情请参
见公网连接。

使用限制
> 文档版本：20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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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c模式仅支持自建Redis上云、自建Redis与云数据库Redis版的同步以及自建Redis之间的同步等场景。
云数据库Redis集群版目前无法作为sync模式的源端。
sync模式下源端Redis需支持SYNC 、PSYNC 命令。

redis-shake简介
redis-shake是阿里云自研的开源工具，支持对Redis数据进行解析（decode）、恢复（rest ore）、备份
（dump）、同步（sync/rump）。在sync模式下，redis-shake使用SYNC 或PSYNC 命令将数据从源端Redis
同步到目的端Redis，支持全量数据同步和增量数据同步，增量同步在全量同步完成后自动开始。本文以使
用sync模式将自建Codis/Redis集群版数据库上云为例进行说明。
说明
sync模式支持跨版本同步，如2.8版本实例与4.0版本实例同步。
如需了解更多redis-shake相关信息，请参见redis-shake Git hub主页或FAQ。

操作步骤
1. 登录可以连接云数据库Redis版实例（目的端Redis）的ECS。
2. 在ECS中下载redis-shake。
说明

建议您下载最新发布的版本。

3. 解压redis-shake.tar.gz 。
tar -xvf redis-shake.tar.gz

说明 解压获得的redis-shake为64位Linux系统所需的二进制文件，redis-shake.conf 为redisshake的配置文件，您将在下个步骤对其进行修改。
4. 修改redis-shake.conf 配置文件，sync模式涉及的主要参数说明如下。
参数

说明

source.typ
e

源Codis/Redis的类型。

示例
cluster

源Codis/Redis集群的连接地址与服务端口。

source.add
ress

17

说明
由于执行迁移将占用一定的
资源，为避免对源集群的业务产生影响，
您可以填写各从节点的连接地址和服务端
口。

10.xx.xx.1:7000;10.xx.xx.1:7002;10.xx.xx.1
:7003;10.xx.xx.1:7004

source.pas
sword_raw

源Codis/Redis集群的连接密码。

SourcePass233

target.type

目的Redis的类型。

proxy

> 文档版本：20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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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示例

target.addr
ess

目的Redis的连接地址与服务端口，详情请参
见查看连接地址。

target.pass
word_raw

目的Redis的连接密码，此处为云数据库Redis
版实例的密码。

r-bpxxxxxxxxxxxxxxx.redis.rds.aliyuncs.c
om:6379
TargetPass233

如果目的Redis有与RDB文件中相同的key，是
否覆盖，可选值：
true（覆盖）；
false（不覆盖）。
rewrite

target.db

说明
默认为true，建议对目的
Redis中的有效数据进行完善的备份再执
行迁移。如设置为false且存在数据冲突
则会出现异常提示。

设置待迁移的数据在目的Redis中的逻辑数据
库名。
例如，要将所有数据迁移到目的Redis中的
DB10，则需将此参数的值设置为10。
当该值设置为-1时，逻辑数据库名在源Redis
和目的Redis中的名称相同，即源Redis中的
DB0将被迁移至目的Redis中的DB0，DB1将被
迁移至DB1，以此类推。

true

0

RDB文件同步中使用的并发线程数，用于提高
同步性能。
说明
parallel

最小值为1。

64

最大值取决于服务器性能。
推荐值为64。

5. 使用如下命令进行迁移。
./redis-shake -type=sync -conf=redis-shake.conf

说明 此命令需在二进制文件redis-shake和配置文件redis-shake.conf 所在的目录中执行，否
则请在命令中指定正确的文件路径。
6. 查看同步日志确认同步状态，当出现 sync rdb done 时，全量同步已经完成，同步进入增量阶段。
同步日志

> 文档版本：20201106

18

数据迁移与同步 · 数据迁移

说明

云数据库 Redis 版

Codis/Redis集群版每个节点同步完成都会生成 sync rdb done 日志信息。

7. 当所有节点同步完成之后，若 +forwardCommands=0 ，则此时源端没有新的数据写入，同步链路中没
有增量数据正在传输，您可以以此为依据选择适当的时机将业务对接到云数据库Redis版。

1.2.5. 从ECS上的Codis集群同步至Redis实例
阿里云数据库Redis版是兼容开源Redis协议标准、提供内存加硬盘混合存储的数据库服务，基于高可靠双机
热备架构及可平滑扩展的集群架构，可充分满足高吞吐、低延迟及弹性变配的业务需求。通过数据传输服务
DT S（Dat a T ransmission Service），您可以将Codis集群同步至阿里云Redis实例。

前提条件
已创建目标阿里云Redis实例（2.8、4.0或5.0版本），详情请参见创建Redis实例。
目标阿里云Redis实例的空闲存储空间需大于源Codis数据库已使用的存储空间。
源Codis集群的每个Mast er节点必须能够执行 psync 命令。

同步原理介绍
DT S通过同步Codis集群中的每个Codis-Group来实现集群的整体同步，您需要为每个Codis-Group创建一个
对应的数据同步作业。

Codis集群环境介绍
在本案例中，Codis集群具备两个Codis-Group，每个Codis-Group采用一主一备的架构，详情请参见下图。

注意事项
DT S在执行全量数据初始化时将占用源库和目标库一定的资源，可能会导致数据库服务器负载上升。如果
数据库业务量较大或服务器规格较低，可能会加重数据库压力，甚至导致数据库服务不可用。建议您在执
行数据同步前谨慎评估，在业务低峰期执行数据同步。
如果在源数据库的配置文件redis.conf 中配置了 bind 参数，请将该参数的值设置为ECS的内网IP地址以保
障DT S可以正常连接源数据库。
为保障同步链路稳定性，建议将源集群的配置文件redis.conf 中 repl-backlog-size 参数的值适当调大。
为保障同步质量，DT S会在源集群中插入一个key： DTS_REDIS_TIMESTAMP_HEARTBEAT ，用于记录更新
时间点。
请勿在源集群中执行 FLUSHDB 和 FLUSHALL 命令，否则将导致源和目标的数据不一致。
如果目标库的数据逐出策略（ maxmemory-policy ）配置为 noeviction 以外的值，可能导致目标库的数
据与源库不一致。关于数据逐出策略详情，请参见Redis数据逐出策略介绍。
目标阿里云Redis实例支持的版本为2.8、4.0或5.0版本，如需跨版本同步（仅支持从低版本同步到高版
本）请提前确认兼容性。例如创建按量付费的Redis实例来测试，测试完成后可将该实例释放或转为包年
包月。

支持的同步拓扑
一对一单向同步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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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多单向同步
级联单向同步
关于各类同步拓扑的介绍及注意事项，请参见数据同步拓扑介绍。

支持的同步命令
APPEND
BIT OP、BLPOP、BRPOP、BRPOPLPUSH
DECR、DECRBY、DEL
EVAL、EVALSHA、EXEC、EXPIRE、EXPIREAT
GEOADD、GET SET
HDEL、HINCRBY、HINCRBYFLOAT 、HMSET 、HSET 、HSET NX
INCR、INCRBY、INCRBYFLOAT
LINSERT 、LPOP、LPUSH、LPUSHX、LREM、LSET 、LT RIM
MOVE、MSET 、MSET NX、MULT I
PERSIST 、PEXPIRE、PEXPIREAT 、PFADD、PFMERGE、PSET EX、PUBLISH
RENAME、RENAMENX、REST ORE、RPOP、RPOPLPUSH、RPUSH、RPUSHX
SADD、SDIFFST ORE、SELECT 、SET 、SET BIT 、SET EX、SET NX、SET RANGE、SINT ERST ORE、SMOVE、
SPOP、SREM、SUNIONST ORE
ZADD、ZINCRBY、ZINT ERST ORE、ZREM、ZREMRANGEBYLEX、ZUNIONST ORE、ZREMRANGEBYRANK、
ZREMRANGEBYSCORE
说明
对于通过EVAL或者EVALSHA调用Lua脚本，在增量数据同步时，由于目标端在执行脚本时不会明
确返回执行结果，DT S无法确保该类型脚本能够执行成功。
对于List ，由于DT S在调用sync或psync进行重传时，不会对目标端已有的数据进行清空，可能导
致出现重复数据。

操作步骤
1. 购买数据同步作业，详情请参见购买流程。
说明

购买时选择源实例为Redis、目标实例为Redis，并选择同步拓扑为单向同步 。

2. 登录数据传输控制台。
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数据同步 。
4. 在同步作业列表 页面顶部，选择同步的目标实例所属地域。

5. 定位至已购买的数据同步实例，单击配置同步链路 。
6. 配置数据同步的源实例及目标实例信息。

> 文档版本：20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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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配置

说明

无

同步作业名称

DT S会自动生成一个同步作业名称，建议配置具有业务意义的名称（无唯
一性要求），便于后续识别。

实例类型

选择ECS上的自建数据库 。

实例地区

购买数据同步实例时选择的源实例地域，不可变更。
选择Codis-Group中Master节点所属的ECS实例ID。

ECS实例ID

源实例信息

数据库类型

说明
DT S通过同步Codis集群中的每个Codis-Group来实现
整体的数据同步，此处先填入第一个Codis-Group中Master节点所
属的ECS实例ID；稍后配置第二个数据同步作业时，此处填入第二个
Codis-Group中Master节点所属的ECS实例ID；以此类推，直至为所
有Codis-Group配置同步作业。

固定为Redis 。
选择为单机版 。

实例模式

端口

说明
由于Codis集群架构的特殊性，无法直接同步Codis集
群，DT S通过同步Codis集群中的每个Codis-Group来实现整体的数
据同步，所以此处需选择为单机版 。

填入该Codis-Group中Master节点的服务端口。
填该Master节点的数据库密码。

数据库密码

说明

非必填项，如果没有设置密码可以不填。

实例类型

选择Redis实例 。

实例地区

购买数据同步实例时选择的目标实例地域，不可变更。

实例ID

选择目标阿里云Redis实例ID。

目标实例信息

填入Redis实例的数据库密码。

数据库密码

说明
数据库密码格式为<user>:<password>。例如，Redis
实例自定义的用户名为admin，密码为Rp829dlwa，则此处填入的
数据库密码为admin:Rp829dlwa。

7. 单击页面右下角的授权白名单并进入下一步 。
说明 此步骤会将DT S服务器的IP地址，自动添加到源ECS实例的内网入方向规则和阿里云
Redis实例的白名单中，用于保障DT S服务器能够正常连接源和目标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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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配置目标已存在表的处理模式和同步对象。
配置

说明
DT S通过依次同步Codis集群中的每个Codis-Group来实现整体的数据同步。为第1
个Codis-Group配置数据同步时，如果Redis实例暂无数据，请选择预检查并报错
拦截 。为第2到N个Codis-Group配置数据同步时，必须选择为忽略报错并继续执
行 ，否则将无法正常同步数据。
说明
预检查并报错拦截 ：检查目标库是否为空。如果待同步的目标库为
空，则通过该检查项目；如果不为空，则在预检查阶段提示错误，数
据同步作业不会被启动。

目标已存在表的处理模式

忽略报错并继续执行 ：忽略预检查阶段中检测到目标库不为空的报
错，继续执行数据同步。如果在同步过程中遇到目标库中的key与源
库中的key相同，会将源库的数据覆盖写入目标库中。

在源库对象 框中单击待同步的数据库，然后单击 图标将其移动到已选择对
象 框。

同步对象

同步对象的选择粒度为库，暂不支持Key粒度的选择。

9. 上述配置完成后，单击页面右下角的下一步 。
10. 配置同步初始化的选项。

说明 当前固定为包含全量数据+ 增量数据 ，即DT S会将源Codis中的存量数据同步至目标
Redis数据库中，并同步增量数据。
11. 上述配置完成后，单击页面右下角的预检查并启动 。
说明
在数据同步作业正式启动之前，会先进行预检查。只有预检查通过后，才能成功启动数据同
步作业。
如果预检查失败，单击具体检查项后的

图标，查看失败详情。根据提示修复后，重新进

行预检查。
12. 在预检查 对话框中显示预检查通过 后，关闭预检查 对话框，同步作业将正式开始。
13. 等待同步作业的链路初始化完成，直至处于同步中 状态。

说明

您可以在数据同步 页面，查看数据同步作业的状态。

14. 重复第1步到第13步的操作，为剩余的Codis-Group创建数据同步作业。

> 文档版本：20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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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结果
本案例的Codis集群具备两个Codis-Group，所以创建两个数据同步作业。如下图所示，这两个数据同步作业
完成同步初始化后，已经都处于同步中 状态。

本案例同步的数据库为DB0和DB1，通过DMS登录Redis实例后与源Codis集群进行对比，Key总数源Codis集群
一致。
阿里云Redis实例
源Codis集群

1.2.6. 从ECS上的Twemproxy Redis集群同步至Redis
实例
阿里云数据库Redis版是兼容开源Redis协议标准、提供内存加硬盘混合存储的数据库服务，基于高可靠双机
热备架构及可平滑扩展的集群架构，可充分满足高吞吐、低延迟及弹性变配的业务需求。通过数据传输服务
DT S（Dat a T ransmission Service），您可以将T wemproxy Redis同步至阿里云Redis实例。

前提条件
已创建目标阿里云Redis实例，详情请参见创建Redis实例。
阿里云Redis实例的存储空间需大于源T wemproxy Redis数据库已使用的存储空间。
源T wemproxy Redis集群中的每个Mast er节点必须能够执行 psync 命令。

同步原理介绍
DT S通过同步T wemproxy Redis集群中的每个Redis-Server来实现集群的整体同步，您需要为每个RedisServer创建一个对应的数据同步作业。

Twemproxy Redis集群环境介绍
在本案例中，T wemproxy Redis集群具备两个Redis-Server，每个Redis-Server采用一主一从的架构，详情请
参见下图。

注意事项
DT S在执行全量数据初始化时将占用源库和目标库一定的资源，可能会导致数据库服务器负载上升。如果
数据库业务量较大或服务器规格较低，可能会加重数据库压力，甚至导致数据库服务不可用。建议您在执
行数据同步前谨慎评估，在业务低峰期执行数据同步。
如果在源数据库的配置文件redis.conf 中配置了 bind 参数，请将该参数的值设置为ECS的内网IP地址以保
障DT S可以正常连接源数据库。
为保障同步链路稳定性，建议将源集群的配置文件redis.conf 中 repl-backlog-size 参数的值适当调大。
为保障同步质量，DT S会在源集群中插入一个key： DTS_REDIS_TIMESTAMP_HEARTBEAT ，用于记录更新
时间点。
请勿在源集群中执行 FLUSHDB 和 FLUSHALL 命令，否则将导致源和目标的数据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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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目标库的数据逐出策略（ maxmemory-policy ）配置为 noeviction 以外的值，可能导致目标库的数
据与源库不一致。关于数据逐出策略详情，请参见Redis数据逐出策略介绍。
目标阿里云Redis实例支持的版本为2.8、4.0或5.0版本，如需跨版本同步（仅支持从低版本同步到高版
本）请提前确认兼容性。例如创建按量付费的Redis实例来测试，测试完成后可将该实例释放或转为包年
包月。

支持的同步拓扑
一对一单向同步
一对多单向同步
级联单向同步
关于各类同步拓扑的介绍及注意事项，请参见数据同步拓扑介绍。

支持的同步命令
APPEND
BIT OP、BLPOP、BRPOP、BRPOPLPUSH
DECR、DECRBY、DEL
EVAL、EVALSHA、EXEC、EXPIRE、EXPIREAT
GEOADD、GET SET
HDEL、HINCRBY、HINCRBYFLOAT 、HMSET 、HSET 、HSET NX
INCR、INCRBY、INCRBYFLOAT
LINSERT 、LPOP、LPUSH、LPUSHX、LREM、LSET 、LT RIM
MOVE、MSET 、MSET NX、MULT I
PERSIST 、PEXPIRE、PEXPIREAT 、PFADD、PFMERGE、PSET EX、PUBLISH
RENAME、RENAMENX、REST ORE、RPOP、RPOPLPUSH、RPUSH、RPUSHX
SADD、SDIFFST ORE、SELECT 、SET 、SET BIT 、SET EX、SET NX、SET RANGE、SINT ERST ORE、SMOVE、
SPOP、SREM、SUNIONST ORE
ZADD、ZINCRBY、ZINT ERST ORE、ZREM、ZREMRANGEBYLEX、ZUNIONST ORE、ZREMRANGEBYRANK、
ZREMRANGEBYSCORE
说明
对于通过EVAL或者EVALSHA调用Lua脚本，在增量数据同步时，由于目标端在执行脚本时不会明
确返回执行结果，DT S无法确保该类型脚本能够执行成功。
对于List ，由于DT S在调用sync或psync进行重传时，不会对目标端已有的数据进行清空，可能导
致出现重复数据。

操作步骤
1. 购买数据同步作业，详情请参见购买流程。
说明

购买时选择源实例为Redis、目标实例为Redis，并选择同步拓扑为单向同步 。

2. 登录数据传输控制台。
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数据同步 。
4. 在同步作业列表 页面顶部，选择同步的目标实例所属地域。
> 文档版本：20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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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定位至已购买的数据同步实例，单击配置同步链路 。
6. 配置数据同步的源实例及目标实例信息。

类别

配置

说明

无

同步作业名称

DT S会自动生成一个同步作业名称，建议配置具有业务意义的名称（无唯
一性要求），便于后续识别。

实例类型

选择ECS上的自建数据库 。

实例地区

购买数据同步实例时选择的源实例地域，不可变更。
选择源集群Redis-Server中Master节点所属的ECS实例ID。

ECS实例ID

数据库类型
源实例信息

说明
DT S通过同步T wemproxy Redis集群中的每个RedisServer来实现整体的数据同步，此处先填入第一个Redis-Server中
Master节点所属的ECS实例ID；稍后配置第二个数据同步作业时，此
处填入第二个Redis-Server中Master节点所属的ECS实例ID；以此类
推，直至为所有Redis-Server配置同步作业。

固定为Redis 。
选择为单机版 。

实例模式

端口

说明
由于T wemproxy Redis集群架构的特殊性，无法直接
同步T wemproxy Redis集群，DT S需要通过同步T wemproxy Redis
集群中的每个Redis-Server来实现整体的数据同步，所以此处需选
择为单机版 。

填入该Redis-Server中Master节点的服务端口。
填该Master节点的数据库密码。

数据库密码

说明

非必填项，如果没有设置密码可以不填。

实例类型

选择Redis实例 。

实例地区

购买数据同步实例时选择的目标实例地域，不可变更。

实例ID

选择目标阿里云Redis实例ID。

目标实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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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说明
填入Redis实例的数据库密码。
说明
数据库密码格式为<user>:<password>。例如，Redis
实例自定义的用户名为admin，密码为Rp829dlwa，则此处填入的
数据库密码为admin:Rp829dlwa。

数据库密码

7. 单击页面右下角的授权白名单并进入下一步 。
说明 此步骤会将DT S服务器的IP地址，自动添加到源ECS实例的内网入方向规则和阿里云
Redis实例的白名单中，用于保障DT S服务器能够正常连接源和目标实例。
8. 配置目标已存在表的处理模式和同步对象。

配置

说明
DT S通过同步T wemproxy Redis集群中的每个Redis-Server来实现整体的数据同
步。为第1个Redis-Server配置数据同步时，如果Redis实例暂无数据，请选择预检
查并报错拦截 。为第2到N个Redis-Server配置数据同步时，必须选择为忽略报错
并继续执行 ，否则将无法正常同步数据。
说明
预检查并报错拦截 ：检查目标库是否为空。如果待同步的目标库为
空，则通过该检查项目；如果不为空，则在预检查阶段提示错误，数
据同步作业不会被启动。

目标已存在表的处理模式

忽略报错并继续执行 ：忽略预检查阶段中检测到目标库不为空的报
错，继续执行数据同步。如果在同步过程中遇到目标库中的key与源
库中的key相同，会将源库的数据覆盖写入目标库中。

在源库对象 框中单击待同步的数据库，然后单击 图标将其移动到已选择对
同步对象

象 框。
同步对象的选择粒度为库，暂不支持Key粒度的选择。

9. 上述配置完成后，单击页面右下角的下一步 。
10. 配置同步初始化的选项。

说明 当前固定为包含全量数据+ 增量数据 ，即DT S会将源T wemproxy Redis集群中的存量数
据同步至目标Redis数据库中，并同步增量数据。
11. 上述配置完成后，单击页面右下角的预检查并启动 。

> 文档版本：20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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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在数据同步作业正式启动之前，会先进行预检查。只有预检查通过后，才能成功启动数据同
步作业。
如果预检查失败，单击具体检查项后的

图标，查看失败详情。根据提示修复后，重新进

行预检查。
12. 在预检查 对话框中显示预检查通过 后，关闭预检查 对话框，同步作业将正式开始。
13. 等待同步作业的链路初始化完成，直至处于同步中 状态。

说明

您可以在数据同步 页面，查看数据同步作业的状态。

14. 重复第1步到第13步的操作，为剩余的Redis-Server创建数据同步作业。

执行结果
本案例的T wemproxy Redis集群具备两个Redis-Server，所以创建两个数据同步作业。如下图所示，这两个
数据同步作业完成同步初始化后，已经都处于同步中 状态。

本案例同步的数据库为DB0，通过DMS登录Redis集群后与源T wemproxy Redis集群进行对比，Key总数源
T wemproxy Redis集群一致。
阿里云Redis实例

源T wemproxy Redis集群

1.2.7. 使用AOF文件进行迁移
您可以使用redis-cli，通过AOF文件将自建Redis迁移到云数据库Redis版。
redis-cli是Redis原生的命令行工具。云数据库Redis版支持通过redis-cli将已有的Redis数据导入到云数据库
Redis版里，实现数据的无缝迁移。另外您也可以使用DT S迁移数据。

注意事项
由于云数据库Redis版仅支持从阿里云内网访问，所以此操作方案仅在阿里云ECS上执行才生效。 若您的
Redis不在阿里云ECS服务器上，您需要将原有的AOF文件复制到ECS上再执行以上操作。
redis-cli是Redis原生的命令行工具。若您在ECS上无法使用redis-cli，可以先下载安装Redis即可使用rediscli。

操作步骤
对于在阿里云ECS上自建的Redis实例，执行如下操作：
1. 开启现有Redis实例的AOF功能（如果实例已经启用AOF功能则忽略此步骤）。
# redis-cli -h old_instance_ip -p old_instance_port config set appendonly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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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AOF文件将数据导入到新的云数据库Redis版实例（假定生成的AOF文件名为 appendonly.aof）。
# redis-cli -h aliyun_redis_instance_ip -p 6379 -a password --pipe < appendonly.aof

注意

如果原有的Redis实例不需要一直开启AOF，可在导入完成后通过以下命令关闭。

# redis-cli -h old_instance_ip -p old_instance_port config set appendonly no

您还可以通过观看以下视频快速了解如何将ECS上自建Redis迁移至云数据库Redis版，视频时长约4分钟。

1.3. 云数据库Redis间迁移
1.3.1. 使用redis-shake在云数据库Redis版实例之间
迁移
您可以使用redis-shake的rump模式将一个云数据库Redis版实例中的数据迁移到同一阿里云账号下的另一个
实例中。

前提条件
已创建作为迁移目的端的云数据库Redis版实例。
目标实例需支持源实例所使用的数据结构或模块。
已创建用于运行redis-shake的ECS。
ECS可以访问源端和目的端Redis。
ECS的系统为Linux。

背景信息
redis-shake是阿里云自研的开源工具，支持对Redis数据进行解析（decode）、恢复（rest ore）、备份
（dump）、同步（sync/rump）。在rump模式下，redis-shake以SCAN的方式从源端Redis获取全量数据，
写入到目的端，实现数据迁移。这种迁移方式不依赖于SYNC或PSYNC，对Redis服务性能的影响小，支持
Redis集群，可以广泛应用于自建Redis、云Redis之间的迁移。本文以将数据从一个云数据库Redis版实例迁
移到另一个云数据库Redis版实例为例进行说明。
如需了解更多redis-shake相关信息，请参见redis-shake Git hub主页或FAQ。
警告
致。

rump模式不支持增量数据迁移，建议您先停止源端Redis的写入再进行迁移，防止数据不一

支持的迁移场景
支持跨云迁移，但需至少有一端支持公网访问。
支持跨版本迁移，例如将2.8版本实例迁移至4.0版本实例。
支持将混合存储型实例迁移至社区版实例或企业版实例（性能增强型）。

操作步骤
1. 登录可以连接源端和目的端Redis的ECS。
2. 在ECS中下载redis-shake。

> 文档版本：20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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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您下载最新发布的版本。

3. 解压redis-shake.tar.gz 。
tar -xvf redis-shake.tar.gz

说明 解压获得的redis-shake为64位Linux系统所需的二进制文件，redis-shake.conf 为redisshake的配置文件，您将在下个步骤对其进行修改。
4. 修改redis-shake配置文件，rump模式涉及的主要参数的说明如下。

redis-shake rump模式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source.addres
s

源端Redis的连接地址与服务端口。

示例值
r-bp1xxxxxxxxxxxxx.redis.rds.a
liyuncs.com
SourcePass233

source.passw
ord_raw

源端Redis的连接密码。

说明
如使用非默认账
号连接云数据库Redis版实
例，密码格式为 account:pa
ssword 。

target.addres
s

目的端Redis的连接地址与服务端口。

target.passw
ord_raw

目的端Redis的连接密码。

r-j6cxxxxxxxxxxxxx.redis.rds.ali
yuncs.com
TargetPass233

如果目的Redis有与RDB文件中相同的key，是否覆盖，
可选值：
true（覆盖）；
rewrite

false（不覆盖）。

true

说明
默认为true，建议对目的Redis中的
有效数据进行完善的备份再执行恢复。如设置为
false且存在数据冲突则会出现异常提示。

scan.key_num
ber

29

每次SCAN获取的key的个数，不配置则默认为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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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示例值
aliyun_cluster

scan.special_c
loud

用于支持特殊版本云Redis的迁移。

说明
该示例值适用于
源端为阿里云Redis集群版实
例的迁移。

5. 使用如下命令进行迁移。
./redis-shake -type=rump -conf=redis-shake.conf

说明 此命令需在二进制文件redis-shake和配置文件redis-shake.conf 所在的目录中执行，否
则请在命令中指定正确的文件路径。
rump模式迁移示例

说明 出现上图中的提示即表示数据迁移完成。您可以使用redis-full-check进行数据校验，确
保两端数据一致，详细步骤请参见校验迁移后的数据。

1.3.2. 使用全球多活进行跨VPC实例迁移
利用云数据库Redis版的全球多活功能，您可以快速地将一个VPC中的Redis实例迁移到其它VPC中，与目的
VPC的ECS或RDS实例进行交互。
说明 全球多活功能即将下线，请使用数据传输DT S进行迁移，详细说明请参见Redis实例间的单向
数据同步。

什么是全球多活
Redis全球多活是阿里自研的、基于云数据库Redis版（ApsaraDB for Redis）且100%兼容Redis协议的多活数

据库系统。通过数据同步通道，把多个Redis子实例组成一个逻辑上的多活网络，所有子实例均可读写并保
持实时数据同步。
如您的Redis实例创建到了与ECS以及RDS实例不同的VPC中，或者您需要调整业务架构，将现有Redis实例对
接到另一个VPC网络中的其它阿里云产品时，将面临Redis与其它产品不在同一VPC而无法互通的情况。此时
最快捷的解决方案是使用Redis全球多活进行跨VPC实例迁移。

迁移流程
在创建多活实例的过程中，您需要为目标实例选择VPC。全球多活将根据您的选择在目的VPC创建一个目标
实例，其规格与源实例相同。两个实例间将建立同步通道，数据实时同步。全量同步完成后，您选择合适的
时机将流量切换到新的实例上，同时断开同步，删除多活实例和源实例。
迁移流程图

操作步骤
> 文档版本：20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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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Redis管理控制台。
2. 单击左侧导航栏的全球多活 。
3. 在多活实例列表 页，单击右侧的创建多活实例 。
4. 在创建多活实例 对话框，设置以下参数并单击确定 。
说明

请根据您的业务需要选择目标实例的地域和可用区。

创建多活实例设置说明
设置

说明

源实例地域

选择源实例所在的地域。

源实例

选择源实例地域后，在该选项中选择多活实例的源实例。

目标实例地域

选择创建多活实例的目标地域。

目标实例可用区

在目标地域中选择目的可用区。

目标实例名称

自定义目标实例名称。
选择目标实例的网络类型。

网络类型

说明
此处需选择专有网络，并选择与您的需要 Redis 与之交
互的阿里云产品（如ECS或RDS）所在的VPC。

目标实例付费类型

选择目标实例的付费类型。

多活实例名称

自定义多活实例的名称。

注意 在创建目标实例前，系统将自动升级源实例的小版本以支持多活同步功能，期间会发生
5秒内的闪断和30秒内的实例只读，请提前做好准备。如需了解您的环境是否会发生小版本升级，
请联系阿里云工程师确认当前源实例的小版本与支持多活同步的小版本。
5. 在订单确认页面，确认订单信息，阅读并勾选 云数据库KvStore版服务条款，单击去开通 。
说明 若源实例已经绑定了一个多活实例，则会提示“Source Inst anceId already bound t o a
replica”。此时需将源实例断开同步，或者重新选择没有绑定的源实例。
6. 返回多活实例列表 查看新多活实例的状态栏，确认初始化完成。

31

> 文档版本：20201106

云数据库 Redis 版

数据迁移与同步 · 数据迁移

说明
此时状态栏显示初始化进度条，表示正在通过实例克隆和全量同步的方式进行迁移。初始化
完成后，您可以在目的地域确认迁移后的实例信息。
同步完成后，建议您检查新实例中数据的完整性。如无问题，即可选择合适的时机将业务切
换到新的实例上，并进行接下来的释放操作。
7. 单击多活实例右侧操作栏的断开同步 。
8. 释放源实例。
说明 Redis全球多活可以帮助您在全球多地域构建稳定的多活同步架构，您可以查看其应用场
景和产品架构来了解更多相关信息。

1.3.3. 使用全球多活进行跨地域实例迁移
当面临可用区资源不足或业务需要进行调整等情况时，您可以使用云数据库Redis版的全球多活功能快速地
将Redis实例迁移到其它可用区甚至地域。
说明 全球多活功能即将下线，请使用数据传输DT S进行迁移，详细说明请参见Redis实例间的单向
数据同步。

什么是全球多活
全球多活是阿里自研的、基于云数据库Redis版（ApsaraDB for Redis）且100%兼容Redis协议的多活数据库
系统。通过数据同步通道，把多个Redis子实例组成一个逻辑上的多活网络，所有子实例均可读写并保持实
时数据同步。更多详情，请参见什么是Redis全球多活。

迁移流程
在创建多活实例的过程中，您需要为目标实例选择地域和可用区。全球多活将根据您的选择在目的地域和可
用区创建一个目标实例，其规格与源实例相同。两个实例间将建立同步通道，数据实时同步。全量同步完成
后，您选择合适的时机将流量切换到新的实例上，同时断开同步，删除多活实例和源实例。
迁移流程图

操作步骤
1. 登录Redis管理控制台。
2. 单击左侧导航栏的全球多活 。
3. 在多活实例列表 页，单击右侧的创建多活实例 。
4. 在创建多活实例 对话框，设置以下参数并单击确定 。
说明

请根据您的业务需要选择目标实例的地域和可用区。

创建多活实例设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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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源实例地域

选择源实例所在的地域。

源实例

选择源实例地域后，在该选项中选择多活实例的源实例。

目标实例地域

选择创建多活实例的目标地域。

目标实例可用区

在目标地域中选择目的可用区。

目标实例名称

自定义目标实例名称。

网络类型

选择目标实例的网络类型。

目标实例付费类型

选择目标实例的付费类型。

多活实例名称

自定义多活实例的名称。

注意 在创建目标实例前，系统将自动升级源实例的小版本以支持多活同步功能，期间会发生
5秒内的闪断和30秒内的实例只读，请提前做好准备。如需了解您的环境是否会发生小版本升级，
请联系阿里云工程师确认当前源实例的小版本与支持多活同步的小版本。
5. 在订单确认页面，确认订单信息，阅读并勾选 云数据库KvStore版服务条款，单击去开通 。
说明 若源实例已经绑定了一个多活实例，则会提示“Source Inst anceId already bound t o a
replica”。此时需将源实例断开同步，或者重新选择没有绑定的源实例。
6. 返回多活实例列表 查看新多活实例的状态栏，确认初始化完成。
说明
此时状态栏显示初始化进度条，表示正在通过实例克隆和全量同步的方式进行迁移。初始化
完成后，您可以在目的地域确认迁移后的实例信息。
同步完成后，建议您检查新实例中数据的完整性。如无问题，即可选择合适的时机将业务切
换到新的实例上，并进行接下来的释放操作。
7. 单击多活实例右侧操作栏的断开同步 。
8. 释放源实例。
说明 Redis 全球多活可以帮助您在全球多地域构建稳定的多活同步架构，您可以查看其应用场
景和产品架构来了解更多相关信息。

1.4. 从第三方云迁移至阿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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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将AWS ElastiCache for Redis数据库迁移到阿
里云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将数据从AWS Elast iCache for Redis实例迁移到阿里云ApsaraDB for Redis实例。

前提条件
已创建作为迁移目的端的云数据库Redis版实例，创建实例请参见创建实例。
已创建用于运行redis-shake的ECS实例，ECS实例为64位的Linux系统，创建ECS实例请参见创建ECS实例。
ECS实例可以访问目的Redis实例。
说明
如果ECS实例与目的Redis实例在同一可用区的VPC中，可以在Redis白名单中添加ECS内网IP，
添加白名单请参见设置白名单。
如果ECS实例与目的Redis实例不在同一可用区的VPC中，可以通过外网地址访问，详情请参
见公网连接。

注意事项
执行该操作前建议停止将数据继续写入AWS Elast iCache for Redis。
执行该操作前请提前做好数据备份。
执行该操作前需要规划业务停机时间。
如果要迁移的Redis实例是在服务器上自行构建的，建议您使用阿里云数据传输服务DT S迁移数据。

从AWS ElastiCache for Redis备份和导出数据到S3存储桶
1. 创建备份到特定集群。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Redis，选择需要备份的集群名称 ，单击备份 ，资源名称 里
选择需要备份的集群，填写备份名称 后单击创建快照 。
2. 将备份文件导出到AWS S3存储桶。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备份 ，选择需要导出的备份文件，单击上方
的复制 ，填写新缓存快照标识符 名称，选择目标S3位置 ，单击右下角复制 ，导出过程将开始。
3. 您可以在S3存储桶中找到导出的RDB文件。
4. 从S3存储桶下载RDB文件。

操作步骤
1. 登录可以连接云数据库Redis版实例（目的端Redis）的ECS。
2. 将源Redis实例的RDB下载到ECS实例。
说明
您可以使用命令 wget <RDB⽂件下载链接> 将RDS文件下载至ECS实例。
也可以使用MobaXt erm Personal Edit ion客户端，通过SFT P协议将下载到本地的RDB文件上
传到阿里云ECS实例。

> 文档版本：20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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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ECS中下载redis-shake。
说明

建议您下载最新发布的版本。

4. 解压redis-shake.tar.gz 。
# tar -xvf redis-shake.tar.gz

说明 解压获得的redis-shake为64位Linux系统所需的二进制文件，redis-shake.conf 为redisshake的配置文件，您将在下个步骤对其进行修改。
5. 修改配置文件redis-shake.conf ，rest ore模式涉及的主要参数说明如下。

redis-shake restore模式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示例

rdb.input

备份文件（RDB文件）的路径，可使用相对路径或绝对
路径。

/root/tools/RedisShak
e/demo.rdb
r-bp1xxxxxxxxxxxxx.re

target.address

目的Redis的连接地址与端口号。

dis.rds.aliyuncs.com:6
379
TargetPass233

target.password_raw

目的Redis的连接密码。

说明
如使用
非默认账号连接云
数据库Redis版实
例，密码格式为 ac
count:password
。

target.db

要将数据恢复到的db，默认为0。例如，要将所有数据
恢复到目的Redis的db10，则需将此参数的值设置为
10。当该值小于0时，数据将恢复至db0。

0

如果目的Redis有与RDB文件中相同的key，是否覆盖，
可选值：
true（覆盖）；
rewrite

false（不覆盖）。

true

说明
默认为true，建议对目的Redis中的
有效数据进行完善的备份再执行恢复。如设置为
false且存在数据冲突则会出现异常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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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示例

RDB文件同步中使用的并发线程数，用于提高同步性
能。
说明
最小值为1

parallel

64

最大值取决于服务器性能
推荐值为64

说明

其它参数如无特殊情况保持默认即可。

6. 使用如下命令进行迁移。
# ./redis-shake -type=restore -conf=redis-shake.conf

说明 此命令需在二进制文件redis-shake和配置文件redis-shake.conf 所在的目录中执行，否
则请在命令中指定正确的文件路径。
7. 日志中出现 restore: rdb done 表示数据恢复完成，此时按Ct rl+C退出执行即可。
执行示例

1.4.2. 将SSDB数据库迁移到云数据库Redis版
您可以使用ssdb-port 将SSDB数据库中的数据迁移到云数据库Redis版实例中。

背景信息
迁移原理
ssdb-port 作为从节点（replica）运行，与作为源SSDB数据库的SSDB主节点（mast er）同步数据，并将获取
到的数据解析、转换为Redis支持的格式，发送到配置文件中指定的Redis实例，迁移过程如下图所示。

全量同步完成后，在连接关闭前，SSDB中新增的数据也会增量同步到Redis实例中。
说明
在SSDB中执行ssdb-port 暂不支持的命令修改的数据将无法同步到Redis中。支持同步的SSDB命
令请见下文。
如您需要支持更多命令，请在此处提出建议。
支持同步的命令
set
set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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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nx
expire
del
get
incr
qpop_front
qpush_front
qclear
qt rim_front
qt rim_back
zset
zdel
zincr
mult i_zdel
mult i_zset
hset
hdel
hclear
mult i_hset
mult i_hdel
hincr

前提条件
在目的Redis实例所在的VPC网络中创建了Linux系统的ECS实例，且可以与目的Redis连接。
源SSDB数据库版本为1.9.2以上。

操作步骤
1. 在ECS实例中使用如下命令下载ssdb-port 并解压。
# wget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94155/cn_zh/1547627852086/
ssdb-port.tar.gz
# tar -xvf ssdb-port.tar.gz
# cd ssdb-port

2. 使用如下命令，按照示例修改ssdb-port 的配置文件。
vi ssdb_port.conf

ssdb_port.conf 文件示例如下，请按照注释内容修改源SSDB数据库和目的Redis实例的连接信息。
# ssdb-server config for replica
# MUST indent by TAB!

# relative to path of this file, directory must ex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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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_dir = ./var_ssdb_port
pidfile = ./var_ssdb_port/ssdb.pid

# ssdb-port的连接信息，⽆需修改
server:
ip: 127.0.0.1
port: 8890
#readonly: yes

replication:
binlog: yes
capacity: 100000000
# Limit sync speed to *MB/s, -1: no limit
sync_speed: -1
slaveof:
# to identify a master even if it moved(ip, port changed)
# if set to empty or not defined, ip:port will be used.
id: svc_1
# sync|mirror, default is sync
type: sync
host: localhost # SSDB Master（源SSDB数据库）的连接地址
port: 8888 # SSDB Master（源SSDB数据库）的端⼝
#auth: password
redis_host: localhost # ⽬的Redis实例的连接地址
redis_port: 6379 # ⽬的Redis实例的端⼝
redis_auth: password # ⽬的Redis实例的认证密码

logger:
level: debug
output: log_ssdb_port.txt
rotate:
size: 1000000000

leveldb:
# in MB
cache_size: 500
# in MB
write_buffer_size: 64
# in MB/s
compaction_speed: 1000
# yes|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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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no
compression: yes

3. 使用 ./ssdb-port-2.17 ssdb_port.conf 命令开始同步。
4. 连接Redis实例检查数据同步是否已完成。
说明

注意
制。

您可以使用redis-cli或DMS连接到Redis进行验证数据。连接方式请参见Redis快速入门。

使用hset /hget 命令时，如果对象key为中文则该操作无法同步。使用其它支持的命令无此限

1.4.3. 将Google Cloud Platform Memorystore数
据库迁移到阿里云Redis
您可以使用rump工具将GCP Memoryst ore实例中的数据迁移到云数据库Redis版中。

前提条件
在阿里云平台创建了可以通过内网互通的ECS实例和Redis实例。
设置了公网连接，使阿里云Redis实例可以通过ECS从公网访问。
注意 设置公网连接仅为了通过公网进行迁移，迁移完成后，为了增强数据安全性，请清除公网
连接的相关配置，在业务中通过内网ECS访问Redis。
已在GCP Comput e Engine中下载了rump并将其设置为可执行文件。

迁移原理
Rump工具通过SCAN的方式从Memoryst ore批量获取key列表，接着使用DUMP 命令获取key内容，之后通
过PT T L方式获取过期时间，最后以pipeline的方式将数据REST ORE到目的实例中。
说明

该迁移方式不支持增量迁移。

操作步骤
1. 在GCP Comput e Engine中使用如下命令进行数据迁移：
./rump -from source_addr -fromPwd source_pwd -to dest_addr -toPwd dest_pwd [-size size] [-replace]

Rump选项说明
选项

source_addr

source_p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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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源Redis实例的地址，此处为GCP Memorystore实例的内网IP地址，格式为 redis://
host:port/db 。Host与port为必须参数，db不设置则默认为0。
源Redis实例的密码，GCP Memorystore实例无密码则省略该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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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说明
目的Redis实例的地址，此处为做了公网连接设置的ECS实例的公网IP地址，格式为

dest_addr

redis://host:port/db 。Host与port为必须参数，db不设置则默认为0。

dest_pwd

目的Redis实例的密码，此处为阿里云Redis实例的密码。

size

单次SCAN并同步的key的数量，默认为10。
设置此选项表示如目的实例存在相同key则直接覆盖。如未设置，迁移中如果出现重
复key将显示错误信息。

replace

说明
如设置了该选项，请确认目的Redis实例中的重要数据都得到了妥
善备份，避免被覆盖后遗失。

迁移示例
2. 在云数据库Redis版中校验数据的完整性。

1.4.4. 使用DTS将华为云分布式缓存服务Redis迁移至
阿里云
使用数据传输服务（DT S），您可以将数据从华为云分布式缓存服务Redis迁移至阿里云云数据库Redis版。
说明 其他华为云分布式缓存服务 Redis 版本迁移到阿里云的方法，请参见使用redis-shake将华为
云分布式缓存服务Redis迁移至阿里云。

前提条件
迁移的源数据库实例支持公网连接。
说明
文档。

您使用的华为云分布式缓存服务Redis是否支持绑定弹性公网IP，请参见华为云弹性公网IP

源Redis实例类型为单机版。
已创建阿里云Redis实例，相关操作请参见步骤1：创建实例。

迁移类型简介
从华为云分布式缓存服务Redis实例到阿里云云数据库Redis版的数据迁移，可以支持全量数据迁移＋增量数
据迁移，全量数据迁移及增量数据迁移的功能及限制如下。
迁移类型

说明

全量数据迁移

DT S将源Redis中现有的key全部迁移到阿里云Redis实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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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类型

说明

增量数据迁移

增量数据迁移将迁移过程中，源Redis实例的更新key同步到阿里云Redis实例。最终，源
Redis和阿里云Redis实例进入动态数据复制的过程。通过增量数据迁移，可以实现在源
Redis实例正常提供服务的同时，平滑完成华为云Redis实例至阿里云Redis实例的数据迁
移。

迁移功能
Redis增量迁移支持的命令包括：
APPEND
BIT OP, BLPOP, BRPOP, BRPOPLPUSH
DECR, DECRBY, DEL
EVAL, EVALSHA,EXEC, EXPIRE, EXPIREAT
FLUSHALL, FLUSHDB
GEOADD, GET SET
HDEL, HINCRBY, HINCRBYFLOAT , HMSET , HSET , HSET NX
INCR, INCRBY, INCRBYFLOAT
LINSERT , LPOP, LPUSH, LPUSHX, LREM, LSET , LT RIM
MOVE, MSET , MSET NX, MULT I
PERSIST , PEXPIRE, PEXPIREAT , PFADD, PFMERGE, PSET EX,PUBLISH
RENAME, RENAMENX, REST ORE,RPOP, RPOPLPUSH, RPUSH, RPUSHX
SADD, SDIFFST ORE, SELECT , SET , SET BIT , SET EX, SET NX, SET RANGE, SINT ERST ORE, SMOVE, SPOP, SREM,
SUNIONST ORE
ZADD, ZINCRBY, ZINT ERST ORE, ZREM, ZREMRANGEBYLEX, ZUNIONST ORE, ZREMRANGEBYRANK,
ZREMRANGEBYSCORE

操作步骤
1. 登录华为云Redis控制台，查看Redis实例的公网访问地址和端口号。
2. 登录数据传输服务控制台。
3. 单击左侧菜单栏中的数据迁移 ，打开数据迁移页面后单击右上角创建迁移任务 。
4. （可选）填写任务名称。
DT S 为每个任务自动生成一个任务名称，任务名称没有唯一性要求。您可以根据需要修改任务名称，建
议为任务配置具有业务意义的名称，便于后续的任务识别。
5. 填写源库和目标库信息，具体参数配置说明如下：
库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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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类型

源实例类型，选择有公网IP的自建数据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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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类别

参数

说明
选择与源 Redis 实例物理距离最近的地域，以便获得
更高的迁移性能。

源库信息

实例地区

说明
可以单击右侧获取DT S IP段 复制对
应地区的IP段，并添加到源Redis实例安全组。

数据库类型

源数据库类型，选择Redis 。

实例模式

源Redis实例模式，选择单机版 。

主机名或IP地址

源Redis实例公网访问地址。

端口

源Redis实例的端口号。

数据库密码

源Redis实例的密码。

实例类型

选择Redis实例 。

实例地区

目标实例所在的地区。

Redis实例ID

目标Redis实例的实例ID。

数据库密码

目标Redis实例的密码。

目标库信息

6. 填写完成后单击测试连接 ，确定源库和目标库都测试通过 。
7. 单击右下角授权白名单并进入下一步 。
8. 勾选对应的迁移类型，在迁移对象 框中将要迁移的库移动到已选择对象 框中。
说明
为保证迁移数据的一致性，建议选择全量数据迁移+增量数据迁移。
全量数据迁移暂不收费，增量数据迁移根据链路规格按小时收费。
目前 DT S 只支持对Redis实例的整库迁移，只能选择要迁移的库，无法选择部分Key迁移。

9. 单击预检查并启动 ，等待预检查结束。
说明

如果预检查失败，可以根据错误项的提示进行修复，然后重新启动任务。

10. 单击下一步 ，在购买配置确认 对话框中，勾选《数据传输（按量付费）服务条款》 并单击立即购买
并启动 。
如果选择了增量迁移，那么进入增量迁移阶段后，源库的更新写入都会被DT S同步到目标Redis实例。迁
移任务不会自动结束。如果您只是为了迁移，那么建议在增量迁移无延迟的状态时，源库停写几分钟，
等待增量迁移再次进入无延迟状态后，停止掉迁移任务，直接将业务切换到目标Redis实例上即可。
11. 单击目标地域，查看迁移状态。
全量迁移：迁移完成时，状态为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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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量迁移+增量迁移/增量迁移：迁移完成时，增量迁移为无延迟状态。
至此，完成华为云分布式缓存服务Redis迁移至阿里云云数据库Redis版的迁移任务。

1.4.5. 使用redis-shake将华为云分布式缓存服务
Redis迁移至阿里云
本文为您介绍通过redis-shake将数据从华为云分布式缓存服务Redis迁移到阿里云云数据库Redis版。
说明 如果源Redis绑定了弹性公网IP，可以通过DT S迁移到阿里云，具体操作请参见使用DT S将华
为云分布式缓存服务Redis迁移至阿里云。

背景信息
redis-shake是阿里云自研的开源工具，支持对Redis数据进行解析（decode）、恢复（rest ore）、备份
（dump）、同步（sync/rump）。 本文将分别介绍使用redis-shake的rump模式和rest ore模式将华为云分
布式缓存服务 Redis 实例迁移到阿里云云数据库Redis版。
说明
rump模式和rest ore模式均不支持增量迁移，迁移前请停止对源库写入数据。
如需了解更多redis-shake相关信息，请参见redis-shake Git hub主页和FAQ。

前提条件
在阿里云平台创建了可以通过内网互通的ECS实例和目的Redis实例。
在华为云平台创建了可以通过内网互通的ECS实例和源Redis实例。
阿里云ECS实例操作系统为Linux。
使用rump模式迁移需要华为云ECS实例绑定弹性公网IP。
使用rest ore模式迁移需要对待迁移的Redis数据进行备份。

迁移模式说明
模式

说明

rump

redis-shake以SCAN的方式从源端Redis获取全量数据，
写入到目的端，实现数据迁移。

restore

redis-shake可以将RDB文件中保存的数据恢复到Redis实
例中，实现数据恢复或者迁移。

rump模式操作步骤
1. 登录华为云ECS实例，将源Redis实例映射到云服务器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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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Windows操作系统的云服务器可以直接在CMD中执行如下命令：
netsh interface portproxy add v4tov4 listenaddress=<华为云ECS的私⽹IP地址> listenport=63
79 connectaddress=<源Redis的连接地址> connectport=6379

Linux操作系统的云服务器设置端口映射的方式请参见公网连接。
2. 在阿里云ECS中下载redis-shake。
说明

建议您下载最新发布的版本。

3. 解压redis-shake.tar.gz 。
# tar -xvf redis-shake.tar.gz

说明 解压获得的redis-shake为64位Linux系统所需的二进制文件，redis-shake.conf 为redisshake的配置文件，您将在下个步骤对其进行修改。
4. 修改redis-shake配置文件，rump模式涉及的主要参数的说明如下。

redis-shake rump模式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示例值

source.addres
s

源端Redis的连接地址与服务端口。

118.**.**.146:6379

source.passw
ord_raw

源端Redis的连接密码。

SourcePass233

target.addres
s

目的端Redis的连接地址与服务端口。

target.passw
ord_raw

目的端Redis的连接密码。

r-j6cxxxxxxxxxxxxx.redis.rds.ali
yuncs.com
TargetPass233

如果目的Redis有与RDB文件中相同的key，是否覆盖，
可选值：
true（覆盖）；
rewrite

false（不覆盖）。

true

说明
默认为true，建议对目的Redis中的
有效数据进行完善的备份再执行恢复。如设置为
false且存在数据冲突则会出现异常提示。

scan.key_num
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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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示例值

用于限制传输速度。
说明

qps

如果希望1秒同步不超过1000个

200000

key，可以设置为 qps=1000 。

5. 使用如下命令进行迁移。
# ./redis-shake -type=rump -conf=redis-shake.conf

说明 此命令需在二进制文件redis-shake和配置文件redis-shake.conf 所在的目录中执行，否
则请在命令中指定正确的文件路径。
rump模式迁移示例

说明 出现上图中的提示即表示数据迁移完成。您可以使用redis-full-check进行数据校验，确
保两端数据一致，详细步骤请参见校验迁移后的数据。

restore模式操作步骤
1. 登录华为云分布式缓存服务控制台，单击左侧缓存管理 。
2. 在缓存管理 页面，单击需要迁移的Redis实例名称。
3. 单击备份与恢复 > 下载 ，在下载备份文件 页面单击复制URL。
说明

支持下载备份文件的Redis版本请参见华为云分布式缓存服务文档。

4. 登录可以连接目标 Redis 实例的ECS。
5. 在ECS中下载源 Redis 实例的备份文件。
wget -O 'redis.rdb' "https://下载⽂件路径”

6. 在ECS中下载redis-shake。
说明

建议您下载最新发布的版本。

7. 解压redis-shake.tar.gz 。
tar -xvf redis-shake.tar.gz

说明 解压获得的redis-shake为64位Linux系统所需的二进制文件，redis-shake.conf 为redisshake的配置文件，您将在下个步骤对其进行修改。
8. 修改配置文件redis-shake.conf ，rest ore模式涉及的主要参数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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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is-shake restore模式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示例

target.address

目的Redis的连接地址与端口号。

r-bp1xxxxxxxxxxxxx.redis.rds.a
liyuncs.com:6379
TargetPass233

source.password_raw

目的Redis的连接密码。

说明
如使用非默认账
号连接云数据库Redis版实
例，密码格式为 account:pa
ssword 。

rdb.input

备份文件（RDB文件）的路径，可
使用相对路径或绝对路径。

target.db

要将数据恢复到的db，默认为0。
例如，要将所有数据恢复到目的
Redis的db10，则需将此参数的值
设置为10。当该值小于0时，数据
将恢复至db0。

/root/redis.rdb

0

如果目的Redis有与RDB文件中相同
的key，是否覆盖，可选值：
true（覆盖）；
false（不覆盖）。
rewrite

说明
默认为true，建
议对目的Redis中的有效数据
进行完善的备份再执行恢复。
如设置为false且存在数据冲
突则会出现异常提示。

true

RDB文件同步中使用的并发线程
数，用于提高同步性能。
说明
最小值为1

parallel

64

最大值取决于服务器
性能
推荐值为64

说明

其它参数如无特殊情况保持默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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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使用如下命令进行迁移。
./redis-shake -type=restore -conf=redis-shake.conf

说明 此命令需在二进制文件redis-shake和配置文件redis-shake.conf 所在的目录中执行，否
则请在命令中指定正确的文件路径。
10. 日志中出现 restore: rdb done 表示数据恢复完成，按Ct rl+C退出执行即可。

1.4.6. 将腾讯云Redis数据库迁移至阿里云
本文为您介绍通过redis-shake将数据从腾讯云Redis实例迁移到阿里云云数据库Redis版。

背景信息
redis-shake是阿里云自研的开源工具，支持对Redis数据进行解析（decode）、恢复（rest ore）、备份
（dump）、同步（sync/rump）。 本文将分别介绍使用redis-shake的rump模式和rest ore模式将腾讯云
Redis实例迁移到阿里云云数据库Redis版。
说明
rump模式和rest ore模式均不支持增量迁移，迁移前请停止对源库写入数据。
如需了解更多redis-shake相关信息，请参见redis-shake Git hub主页和FAQ。

前提条件
在阿里云平台创建了可以通过内网互通的ECS实例和Redis实例。
在腾讯云平台创建了可以通过内网互通的云服务器和Redis实例。
阿里云ECS的系统为Linux。
使用rump模式迁移需要腾讯云服务器拥有公网地址。
使用rest ore模式迁移需要对待迁移的Redis数据进行备份。

迁移模式说明
模式

说明

rump

redis-shake以SCAN的方式从源端Redis获取全量数据，
写入到目的端，实现数据迁移。

restore

redis-shake可以将RDB文件中保存的数据恢复到Redis实
例中，实现数据恢复或者迁移。

rump模式操作步骤
1. 登录腾讯云服务器，将源Redis实例映射到云服务器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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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Windows操作系统的云服务器可以直接在CMD中执行如下命令：
netsh interface portproxy add v4tov4 listenaddress=<腾讯云服务器的私⽹IP地址> listenport=
6379 connectaddress=<源Redis的连接地址> connectport=6379

Linux操作系统的云服务器设置端口映射的方式，请参见公网连接。
2. 在阿里云ECS中下载redis-shake。
说明

建议您下载最新发布的版本。

3. 解压redis-shake.tar.gz 。
# tar -xvf redis-shake.tar.gz

说明 解压获得的redis-shake.linux64为64位Linux系统所需的二进制文件，redisshake.conf 为redis-shake的配置文件，您将在下个步骤对其进行修改。
4. 修改redis-shake配置文件，rump模式涉及的主要参数的说明如下。

redis-shake rump模式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示例值

source.addres
s

源端Redis的连接地址与服务端口。

118.**.**.146:6379

source.passw
ord_raw

源端Redis的连接密码。

SourcePass233

target.addres
s

目的端Redis的连接地址与服务端口。

target.passw
ord_raw

目的端Redis的连接密码。

r-j6cxxxxxxxxxxxxx.redis.rds.ali
yuncs.com
TargetPass233

如果目的Redis有与RDB文件中相同的key，是否覆盖，
可选值：
true（覆盖）；
rewrite

false（不覆盖）。

true

说明
默认为true，建议对目的Redis中的
有效数据进行完善的备份再执行恢复。如设置为
false且存在数据冲突则会出现异常提示。

scan.key_num
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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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示例值
tencent_cluster

scan.special_c
loud

用于支持特殊版本云Redis的迁移。

说明
该示例值适用于
源端为腾讯云Redis集群版实
例的迁移。

用于限制传输速度。
说明

qps

如果希望1秒同步不超过1000个

200000

key，可以设置为 qps=1000 。

5. 使用如下命令进行迁移。
# ./redis-shake -type=rump -conf=redis-shake.conf

说明 此命令需在二进制文件redis-shake和配置文件redis-shake.conf 所在的目录中执行，否
则请在命令中指定正确的文件路径。
rump模式迁移示例

说明 出现上图中的提示即表示数据迁移完成。您可以使用redis-full-check进行数据校验，确
保两端数据一致，详细步骤请参见校验迁移后的数据。

restore模式操作步骤
1. 登录腾讯云云数据库Redis控制台，单击备份与恢复 > 备份列表 > 下载 ，在弹出窗口中复制 下载地
址。
2. 在阿里云ECS中下载源Redis实例的RDB文件。
wget -O <redis.rdb> <腾讯云Redis实例下载地址>

说明 腾讯云Redis实例的RDB文件名中包含特殊字符，特殊字符会导致下载后无法对RDB文件
进行操作的情况，请在下载时修改RDB文件名称。
3. 在阿里云ECS中下载redis-shake。
说明

建议您下载最新发布的版本。

4. 解压redis-shake.tar.gz 。
# tar -xvf redis-shake.tar.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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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解压获得的redis-shake.linux64为64位Linux系统所需的二进制文件，redisshake.conf 为redis-shake的配置文件，您将在下个步骤对其进行修改。
5. 修改配置文件redis-shake.conf ，rest ore模式涉及的主要参数说明如下。

redis-shake restore模式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示例

rdb.input

RDB文件的路径，可使用相对路径或绝对路径。

/root/demo.rdb
r-bp1xxxxxxxxxxxxx.re

target.address

目的Redis的连接地址与端口号。

dis.rds.aliyuncs.com:6
379
TargetPass233

source.password_raw

目的Redis的连接密码。

说明
如使用
非默认账号连接云
数据库Redis版实
例，密码格式为 ac
count:password
。

target.db

要将数据恢复到的db，默认为0。例如，要将所有数据
恢复到目的Redis的db10，则需将此参数的值设置为
10。当该值小于0时，表示不启用，源端db0将同步到
目的端的db0，源端db3将同步到目的端的db3。

0

如果目的Redis有与RDB文件中相同的key，是否覆盖，
可选值：
true（覆盖）；
rewrite

false（不覆盖）。

true

说明
默认为true，建议对目的Redis中的
有效数据进行完善的备份再执行恢复。如设置为
false且存在数据冲突则会出现异常提示。

RDB文件同步中使用的并发线程数，用于提高同步性
能。
说明
parallel

最小值为1

64

最大值取决于服务器性能
推荐值为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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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参数如无特殊情况保持默认即可。

6. 使用如下命令进行迁移。
# ./redis-shake.linux64 -type=restore -conf=redis-shake.conf

说明 此命令需在二进制文件redis-shake.linux64和配置文件redis-shake.conf 所在的目录中执
行，否则请在命令中指定正确的文件路径。
7. 日志中出现 restore: rdb done 表示数据恢复完成，按Ct rl+C退出执行即可。

1.5. 从阿里云迁移至自建数据库
您可以使用redis-shake的rest ore模式，通过备份集将云数据库Redis版迁移至自建Redis。

前提条件
已创建作为迁移目的端的Redis。
用于运行redis-shake的服务器为64位Linux系统。
Linux服务器可以访问自建Redis。
已在控制台完成源Redis实例的备份，备份操作请参见在控制台进行备份与恢复。

准备工作
执行数据迁移前，您需要从控制台下载备份集数据并下载redis-shake。
1. 登录Redis管理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的左上角，选择实例所属的地域。
3. 在实例列表 页，单击目标实例ID。
4.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备份与恢复 。
5. 在备份与恢复 页面，定位到需要迁移的备份文件，单击备份文件右侧的下载 。
说明

Redis集群版的每个节点都会生成对应的备份文件。

6. 下载redis-shake。
说明

建议您下载最新发布的版本。

7. 执行下述命令，解压redis-shake.tar.gz 文件。
tar -xvf redis-shake.tar.gz

说明 解压获得的redis-shake为64位Linux系统所需的二进制文件，redis-shake.conf 为redisshake的配置文件。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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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修改redis-shake配置文件redis-shake.conf ，rest ore模式涉及的主要参数说明如下。

redis-shake restore模式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示例

rdb.input

备份文件（RDB文件）的路径，可使用相对路径或绝对
路径。

/root/tools/RedisShak
e/demo.rdb
r-bp1xxxxxxxxxxxxx.re

target.address

目的Redis的连接地址与端口号。

dis.rds.aliyuncs.com:6
379
TargetPass233
说明
如使用
非默认账号连接云
数据库Redis版实
例，密码格式为 ac

target.password_raw

目的Redis的连接密码。

target.db

要将数据恢复到的db，默认为0。例如，要将所有数据
恢复到目的Redis的db10，则需将此参数的值设置为
10。当该值小于0时，数据将恢复至db0。

count:password
。

0

如果目的Redis有与RDB文件中相同的key，是否覆盖，
可选值：
true（覆盖）；
rewrite

false（不覆盖）。

true

说明
默认为true，建议对目的Redis中的
有效数据进行完善的备份再执行恢复。如设置为
false且存在数据冲突则会出现异常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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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示例

RDB文件同步中使用的并发线程数，用于提高同步性
能。
说明
parallel

最小值为1

64

最大值取决于服务器性能
推荐值为64

说明

其它参数如无特殊情况保持默认即可。

2. 执行下述命令进行迁移。
./redis-shake -type=restore -conf=redis-shake.conf

说明 此命令需在二进制文件redis-shake和配置文件redis-shake.conf 所在的目录中执行，否
则请在命令中指定正确的文件路径。
3. 日志中出现 restore: rdb done 表示数据恢复完成，此时按Ct rl+C退出执行即可。
说明

Redis集群版每个节点的备份文件都需要按照上述步骤进行一次恢复操作。

执行示例

1.6. 校验迁移后的数据
在Redis迁移完成后进行数据校验可以检查数据的一致性。

前提条件
已完成Redis迁移。
说明

云数据库Redis版相关迁移方法请参见Redis数据迁移方案概览。

迁移源端和目的端Redis实例需为主从版、单节点版、开源集群版以及部分云上带proxy的集群版（阿里
云、腾讯云）。
已创建用于运行redis-full-check的ECS实例，且ECS实例的系统为Linux，创建方法请参见创建ECS实例。
ECS实例可以访问迁移源端和目的端Redis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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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如果ECS实例与Redis实例在同一可用区的VPC中，可以在Redis白名单中添加ECS内网IP，添加
白名单请参见设置IP白名单。
如果ECS实例与Redis实例不在同一可用区的VPC中，可以通过外网地址访问，详情请参见公网
连接。

redis-full-check简介
如果Redis迁移的过程出现异常，源端与目的端Redis的数据将会不一致。使用redis-full-check进行校验能够
找出异常数据，为数据对齐提供可靠依据。
redis-full-check是阿里云自研的Redis数据校验工具，能够提取源端和目的端的数据进行多轮差异化比较，
并将比较结果记录在一个SQLit e3数据库中，从而达到全量数据校验的目的。
说明

如需了解更多redis-full-check相关信息，请参见redis-full-check Git hub主页。

操作步骤
1. 登录可以连接云数据库Redis版实例（目的端Redis）的ECS，相关操作请参见连接ECS实例。
2. 在ECS中下载redis-full-check。
说明

建议您下载最新发布的版本。

3. 解压redis-full-check.tar.gz 。
tar -xvf redis-full-check.tar.gz

4. 执行如下命令进行数据校验：
./redis-full-check -s "<Redis集群地址1连接地址:Redis集群地址1端⼝号;Redis集群地址2连接地址:Redis集群地
址2端⼝号;Redis集群地址3连接地址:Redis集群地址3端⼝号>" -p <Redis集群密码> -t <Redis连接地址：Redis端
⼝号> -a <Redis密码> --comparemode=1 --comparetimes=1 --qps=10 --batchcount=100 --sourcedbtype=1
--targetdbfilterlist=0

常用选项说明请见下表，如需了解更多选项及说明，请参见RedisFullCheck 配置说明。

redis-full-check常用选项说明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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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示例值

源端Redis的连接地址和端口。
说明

-s

如果源Redis为集群版，
每个集群地址间需要以半
角分号（;）分割不同的
连接地址。
集群地址前后需要添加半
角双引号（"）。

r-bp1xxxxxxxxxxxxx.redis.rds.aliyuncs.co
m:6379
"10.xx.xx.1:7000;10.xx.xx.1:7001;10.xx.xx.
2:7002;10.xx.xx.2:7003"

该选项必填。

-p

源端Redis的密码。

SourcePwd233

目的端Redis的连接地址和端口。
说明

-t

如果目的Redis为集群
版，每个集群地址间需要
以半角分号（;）分割不
同的连接地址。
集群地址前后需要添加半
角双引号（"）。

r-bp1xxxxxxxxxxxxx.redis.rds.aliyuncs.co
m:6379
"10.xx.xx.1:7000;10.xx.xx.1:7001;10.xx.xx.
2:7002;10.xx.xx.2:7003"

该选项必填。

-a

目的端Redis的密码。

TargetPwd233

源库的类别：
--sourcedbtype

0：单节点版、主从版
1：集群版

--sourcedbtype=1

2：阿里云/腾讯云
源端Redis指定需要校验的DB。
说明
-sourcedbfilterli
st

开源集群版Redis无需填
写该选项。
非开源集群版Redis不指
定该选项表示校验所有
DB。

--sourcedbfilterlist=0;1;2

多个DB之间使用半角分
号（;）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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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示例值

目的库的类别：
--targetdbtype

0：单节点版、主从版

--targetdbtype=0

1：集群版
2：阿里云/腾讯云
目的端Redis指定需要校验的DB。
说明

-targetdbfilterli
st

开源集群版Redis无需填
写该选项。
--targetdbfilterlist=0;1;2

非开源集群版Redis不指
定该选项表示校验所有
DB。
多个DB之间使用半角分
号（;）连接。

-d

异常数据列表保存的文件名称，默认
为result.db。

xxx.db

校验次数。
-comparetimes

该选项不填则默认为3次。
最小值为1。

--comparetimes=1

无最大值，建议不超过5次。
校验模式。
1：全量校验
-m

2：仅校验value的长度
3：仅校验key是否存在

1

4：全量对比的情况下，忽略大key
的比较
限速阈值。
说明
最小值为1。
--q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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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示例值

需要比较的key列表，以竖线（|）分
割。
说明

abc*：表示匹配所有abc
开头的key。

--filterlist

--filterlist=abc*|efg|m*

abc：表示仅匹配abc这
个key。

说明 执行完成后命令行输出校对结论，下方示例表示有2个不一致的key。如果此处为0，则
两端数据一致。
all finish successfully, totally 2 keys or fields conflict

5. 查看保存异常key的SQLit e3数据库。
i. 执行 sqlite3 result.db.3 。
说明

异常数据列表默认保存在result .db.3中。

ii. 执行 SELECT * FROM key; 。
查看异常数据列表

说明

SQL3数据库中保存了表key和表field：

表key中保存的是不一致的key；
表field中保存的是hash、set 、zset 、list 类型数据中不一致数据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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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同步
2.1. Redis数据同步方案概览
借助DT S和redis-shake迁移工具，云数据库Redis为您提供了多种数据同步方案，可适用于数据异地多活、数
据容灾、数据分析等多种业务场景。

主要数据同步工具
工具

DT S（推荐）

简介
数据传输服务DT S（Data T ransmission Service）是阿里云提供的实时数据流服务，集
数据迁移、订阅、同步于一体，为您提供稳定安全的传输链路。通过DT S可实现单向或
双向同步，适用于异地多活、数据异地容灾等多种应用场景。
说明

redis-shake

目前双向数据同步仅适用于云数据库Redis企业版（5.0）版本。

redis-shake是阿里云自研的开源Redis数据传输工具，基于Linux环境，支持对Redis数
据进行解析（decode）、恢复（restore）、备份（dump）和同步（sync/rump），
灵活高效。在不方便使用DT S的同步场景，您可以尝试使用redis-shake进行同步。

数据同步方案
场景

工具

配置案例
从自建Redis集群同步至Redis集群实例
从ECS上的自建Redis同步至Redis实例

DT S
从ECS上的Codis集群同步至Redis实例
从ECS上的T wemproxy Redis集群同步至Redis实例

从自建数据库同步至云数据库
Redis

使用ssdb-port将SSDB数据库同步到云数据库Redis版

ssdb-port

说明
ssdb-port是一款适用于SSDB数据库的
数据同步工具，支持SSDB到Redis的实时单向数据同
步。

Redis实例间的单向数据同步
DT S

Redis企业版实例间的双向同步

云数据库Redis间同步
跨云账号同步Redis集群版实例

自建数据库间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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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 S

从通过专线、VPN网关或智能接入网关接入的自建Redis
同步至ECS上的自建Re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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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档
Redis数据迁移方案概览

2.2. 从自建数据库同步至阿里云
2.2.1. 从自建Redis集群同步至Redis集群实例
数据传输服务DT S（Dat a T ransmission Service）支持Redis集群间的单向同步，适用于数据迁移、异地多
活、数据异地容灾等多种应用场景。本文以自建Redis集群同步至阿里云Redis集群实例为例，介绍数据同步
作业的配置流程。
从阿里云Redis集群实例同步至自建Redis集群的操作步骤与本文类似，您需要根据实际的业务场景配置同步
的源和目标实例信息。
警告 完成数据同步作业的配置后，请勿变更源数据库或目标数据库的架构类型（例如将主从架构
变更为集群架构），否则会导致数据同步失败。

前提条件
自建Redis数据库的版本为2.8、3.0、3.2、4.0或5.0版本。
说明 目标阿里云Redis集群实例支持的版本为2.8、4.0或5.0版本，如需跨版本同步（仅支持从
低版本同步到高版本），请提前确认兼容性。例如创建按量付费的Redis集群实例来测试，测试完成后
可将该实例释放或转为包年包月。
目标阿里云Redis集群实例的存储空间需大于源Redis数据库已使用的存储空间。
源Redis集群的每个节点必须能够执行 psync 命令，且连接的密码一致。

注意事项
DT S在执行全量数据初始化时将占用源库和目标库一定的资源，可能会导致数据库服务器负载上升。如果
数据库业务量较大或服务器规格较低，可能会加重数据库压力，甚至导致数据库服务不可用。建议您在执
行数据同步前谨慎评估，在业务低峰期执行数据同步。
为保障同步链路稳定性，建议将配置文件redis.conf 中 repl-backlog-size 参数的值适当调大。
为保障同步质量，DT S会在源Redis数据库中插入一个key：DT S_REDIS_T IMEST AMP_HEART BEAT ，用于记
录更新时间点。
请勿在源集群中执行 FLUSHDB 和 FLUSHALL 命令，否则将导致源和目标的数据不一致。
如果目标库的数据逐出策略（ maxmemory-policy ）配置为 noeviction 以外的值，可能导致目标库的数
据与源库不一致。关于数据逐出策略详情，请参见Redis数据逐出策略介绍。

支持的同步拓扑
一对一单向同步
一对多单向同步
级联单向同步
关于各类同步拓扑的介绍及注意事项，请参见数据同步拓扑介绍。

支持的同步命令
APP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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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 OP、BLPOP、BRPOP、BRPOPLPUSH
DECR、DECRBY、DEL
EVAL、EVALSHA、EXEC、EXPIRE、EXPIREAT
GEOADD、GET SET
HDEL、HINCRBY、HINCRBYFLOAT 、HMSET 、HSET 、HSET NX
INCR、INCRBY、INCRBYFLOAT
LINSERT 、LPOP、LPUSH、LPUSHX、LREM、LSET 、LT RIM
MOVE、MSET 、MSET NX、MULT I
PERSIST 、PEXPIRE、PEXPIREAT 、PFADD、PFMERGE、PSET EX、PUBLISH
RENAME、RENAMENX、REST ORE、RPOP、RPOPLPUSH、RPUSH、RPUSHX
SADD、SDIFFST ORE、SELECT 、SET 、SET BIT 、SET EX、SET NX、SET RANGE、SINT ERST ORE、SMOVE、
SPOP、SREM、SUNIONST ORE
ZADD、ZINCRBY、ZINT ERST ORE、ZREM、ZREMRANGEBYLEX、ZUNIONST ORE、ZREMRANGEBYRANK、
ZREMRANGEBYSCORE
SWAPDB、UNLINK（仅当源端Redis实例的版本为4.0时支持）
说明
对于通过EVAL或者EVALSHA调用Lua脚本，在增量数据同步时，由于目标端在执行脚本时不会明
确返回执行结果，DT S无法确保该类型脚本能够执行成功。
对于List ，由于DT S在调用sync或psync进行重传时，不会对目标端已有的数据进行清空，可能导
致出现重复数据。

操作步骤
1. 购买数据同步作业。
说明

购买时，源实例和目标实例均选择为Redis。

2. 登录数据传输控制台。
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数据同步 。
4. 在同步作业列表 页面顶部，选择同步的目标实例所属地域。

5. 定位至已购买的数据同步实例，单击配置同步链路 。
6. 配置数据同步的源实例及目标实例信息。
类别

配置

说明

无

同步作业名称

DT S会自动生成一个同步作业名称，建议配置具有业务意义的名称（无唯
一性要求），便于后续识别。

实例类型

选择ECS上的自建数据库 。您可以根据源库部署位置，选择ECS上的自
建数据库 或通过专线/V PN网关/智能网关接入的自建数据库 。
本文以ECS上的自建数据库 为例介绍配置流程，当自建Redis数据库为其
他实例类型时，配置流程与该案例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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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说明

实例地区

购买数据同步实例时选择的源实例地域，不可变更。

ECS实例ID

选择自建Redis集群中任一节点的Master所在的ECS实例ID。

数据库类型

固定为Redis 。

实例模式

选择集群版 。

端口

填入自建Redis集群中任一节点的Master的服务端口，本案例填
入7000 。
填入连接自建Redis数据库的密码。

数据库密码

说明

非必填项，如果没有设置密码可以不填。

实例类型

选择Redis实例 。

实例地区

购买数据同步实例时选择的目标实例地域，不可变更。

实例ID

选择目标阿里云Redis集群实例ID。

目标实例信息

填入目标阿里云Redis集群实例的密码。
说明
数据库密码格式为<user>:<password>。例如，Redis
实例自定义的用户名为admin，密码为Rp829dlwa，则此处填入的
数据库密码为admin:Rp829dlwa。

数据库密码

7. 单击页面右下角的授权白名单并进入下一步 。
说明 此步骤会将DT S服务器的IP地址，自动添加到源ECS实例的内网入方向规则和目标阿里云
Redis集群实例的白名单中，用于保障DT S服务器能够正常连接源ECS实例和目标阿里云Redis集群。
8. 配置目标已存在表的处理模式和同步对象。

配置

说明
预检查并报错拦截 ：检查目标库是否为空。如果待同步的目标库为空，则通过
该检查项目；如果不为空，则在预检查阶段提示错误，数据同步作业不会被启
动。

目标已存在表的处理模式

忽略报错并继续执行 ：跳过目标库是否为空的检查项。
警告
选择为忽略报错并继续执行 后，如果在同步过程中遇到目标
库中的Key与源库中的Key相同，会将源库的数据覆盖写入目标库中，请谨
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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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说明
在源库对象 框中单击待同步的数据库，然后单击 将其移动到已选择对象 框。

同步对象

同步对象的选择粒度为库，暂不支持Key粒度的选择。

9. 上述配置完成后单击页面右下角的下一步 。
10. 配置同步初始化选项，当前固定为包含全量数据+ 增量数据 。
说明

DT S会将源Redis实例中的存量数据同步至目标Redis实例中，并同步增量数据。

11. 上述配置完成后，单击页面右下角的预检查并启动 。
说明
在数据同步作业正式启动之前，会先进行预检查。只有预检查通过后，才能成功启动数据同
步作业。
如果预检查失败，单击具体检查项后的

，查看失败详情。根据提示修复后，重新进行预

检查。
12. 在预检查 对话框中显示预检查通过 后，关闭预检查 对话框，同步作业将正式开始。
13. 等待同步作业的链路初始化完成，直至处于同步中 状态。

说明

您可以在数据同步 页面，查看数据同步作业的状态。

2.2.2. 从ECS上的自建Redis同步至Redis实例
数据传输服务DT S（Dat a T ransmission Service）支持Redis数据库的单向同步，适用于异地多活、数据异地
容灾等多种应用场景。本文以ECS上的自建Redis同步至Redis实例为例，介绍数据同步作业的配置流程。
警告 完成数据同步作业的配置后，请勿变更源数据库或目标数据库的架构类型（例如将主从架构
变更为集群架构），否则会导致数据同步失败。

前提条件
源Redis数据库的版本为2.8、3.0、3.2、4.0或5.0版本。
说明 目标Redis实例支持的版本为4.0或5.0版本，如需跨版本同步（仅支持从低版本同步到高版
本）请提前确认兼容性。例如创建按量付费的Redis实例来测试，测试完成后可将该实例释放或转为包
年包月。
目标Redis实例的存储空间需大于源Redis数据库已使用的存储空间。
当源Redis数据库为集群架构时，集群的每个节点必须能够执行 psync 命令，且连接的密码一致。

> 文档版本：20201106

62

数据迁移与同步 · 数据同步

云数据库 Redis 版

注意事项
DT S在执行全量数据初始化时将占用源库和目标库一定的资源，可能会导致数据库服务器负载上升。如果
数据库业务量较大或服务器规格较低，可能会加重数据库压力，甚至导致数据库服务不可用。建议您在执
行数据同步前谨慎评估，在业务低峰期执行数据同步。
如果在源数据库的配置文件redis.conf 中配置了 bind 参数，请将该参数的值设置为ECS的内网IP地址以保
障DT S可以正常连接源数据库。
为保障同步链路稳定性，建议将源Redis数据库的配置文件redis.conf 中 repl-backlog-size 参数的值适当调
大。
为保障同步质量，DT S会在源Redis数据库中插入一个key： DTS_REDIS_TIMESTAMP_HEARTBEAT ，用于
记录更新时间点。
如果配置Redis集群间的数据同步，请勿在源集群中执行 FLUSHDB 和 FLUSHALL 命令，否则将导致源和
目标的数据不一致。
如果目标库的数据逐出策略（ maxmemory-policy ）配置为 noeviction 以外的值，可能导致目标库的数
据与源库不一致。关于数据逐出策略详情，请参见Redis数据逐出策略介绍。

支持的同步拓扑
一对一单向同步
一对多单向同步
级联单向同步
关于各类同步拓扑的介绍及注意事项，请参见数据同步拓扑介绍。

支持的同步命令
APPEND
BIT OP、BLPOP、BRPOP、BRPOPLPUSH
DECR、DECRBY、DEL
EVAL、EVALSHA、EXEC、EXPIRE、EXPIREAT
GEOADD、GET SET
HDEL、HINCRBY、HINCRBYFLOAT 、HMSET 、HSET 、HSET NX
INCR、INCRBY、INCRBYFLOAT
LINSERT 、LPOP、LPUSH、LPUSHX、LREM、LSET 、LT RIM
MOVE、MSET 、MSET NX、MULT I
PERSIST 、PEXPIRE、PEXPIREAT 、PFADD、PFMERGE、PSET EX、PUBLISH
RENAME、RENAMENX、REST ORE、RPOP、RPOPLPUSH、RPUSH、RPUSHX
SADD、SDIFFST ORE、SELECT 、SET 、SET BIT 、SET EX、SET NX、SET RANGE、SINT ERST ORE、SMOVE、
SPOP、SREM、SUNIONST ORE
ZADD、ZINCRBY、ZINT ERST ORE、ZREM、ZREMRANGEBYLEX、ZUNIONST ORE、ZREMRANGEBYRANK、
ZREMRANGEBYSCORE
SWAPDB、UNLINK（仅当源端Redis实例的版本为4.0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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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对于通过EVAL或者EVALSHA调用Lua脚本，在增量数据同步时，由于目标端在执行脚本时不会明
确返回执行结果，DT S无法确保该类型脚本能够执行成功。
对于List ，由于DT S在调用sync或psync进行重传时，不会对目标端已有的数据进行清空，可能导
致出现重复数据。

操作步骤
1. 购买数据同步实例，详情请参见购买数据同步作业。
说明

购买时，源实例和目标实例均选择为Redis。

2. 登录数据传输控制台。
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数据同步 。
4. 在同步作业列表 页面顶部，选择同步的目标实例所属地域。

5. 定位至已购买的数据同步实例，单击配置同步链路 。
6. 配置数据同步的源实例及目标实例信息。

类别

配置

说明

无

同步作业名称

DT S会自动生成一个同步作业名称，建议配置具有业务意义的名称（无唯
一性要求），便于后续识别。

实例类型

选择ECS上的自建数据库 。

实例地区

购买数据同步实例时选择的源实例地域信息，不可变更。
选择作为同步数据源的ECS实例ID。

ECS实例ID

数据库类型

固定为Redis 。

实例模式

根据源Redis数据库的架构选择单机版 或集群版 。
填入源Redis数据库的服务端口，默认为6379 ，本案例填入7000 。

源实例信息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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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当源Redis数据库为集群架构时，选择任一节点的
Master所在的ECS实例ID。

说明
当源Redis数据库为集群架构时，填入任一节点的
Master的服务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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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说明
填入连接源Redis数据库的密码。

数据库密码

说明

非必填项，如果没有设置密码可以不填。

实例类型

选择Redis实例 。

实例地区

购买数据同步实例时选择的目标实例地域信息，不可变更。

实例ID

选择目标Redis实例ID。

目标实例信息

填入连接目标Redis实例的密码。
说明
数据库密码格式为<user>:<password>。例如，Redis
实例自定义的用户名为admin，密码为Rp829dlwa，则此处填入的
数据库密码为admin:Rp829dlwa。

数据库密码

7. 单击页面右下角的授权白名单并进入下一步 。
说明 此步骤会将DT S服务器的IP地址，自动添加到源ECS实例的内网入方向规则和目标Redis
实例的白名单中，用于保障DT S服务器能够正常连接源ECS实例和目标Redis实例。
8. 配置目标已存在表的处理模式和同步对象。

配置

说明
预检查并报错拦截 ：检查目标库是否为空。如果待同步的目标库为空，则通过
该检查项目；如果不为空，则在预检查阶段提示错误，数据同步作业不会被启
动。

目标已存在表的处理模式

忽略报错并继续执行 ：跳过目标库是否为空的检查项。
警告
选择为忽略报错并继续执行 后，如果在同步过程中遇到目标
库中的Key与源库中的Key相同，会将源库的数据覆盖写入目标库中，请谨
慎选择。

同步对象

在源库对象 框中单击待同步的数据库，然后单击 将其移动到已选择对象 框。
同步对象的选择粒度为库，暂不支持Key粒度的选择。

9. 上述配置完成后单击页面右下角的下一步 。
10. 配置同步初始化选项，当前固定为包含全量数据+ 增量数据 。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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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上述配置完成后，单击页面右下角的预检查并启动 。
说明
在数据同步作业正式启动之前，会先进行预检查。只有预检查通过后，才能成功启动数据同
步作业。
如果预检查失败，单击具体检查项后的

，查看失败详情。根据提示修复后，重新进行预

检查。
12. 在预检查 对话框中显示预检查通过 后，关闭预检查 对话框，同步作业将正式开始。
13. 等待同步作业的链路初始化完成，直至处于同步中 状态。

说明

您可以在数据同步 页面，查看数据同步作业的状态。

2.2.3. 从ECS上的Codis集群同步至Redis实例
阿里云数据库Redis版是兼容开源Redis协议标准、提供内存加硬盘混合存储的数据库服务，基于高可靠双机
热备架构及可平滑扩展的集群架构，可充分满足高吞吐、低延迟及弹性变配的业务需求。通过数据传输服务
DT S（Dat a T ransmission Service），您可以将Codis集群同步至阿里云Redis实例。

前提条件
已创建目标阿里云Redis实例（2.8、4.0或5.0版本），详情请参见创建Redis实例。
目标阿里云Redis实例的空闲存储空间需大于源Codis数据库已使用的存储空间。
源Codis集群的每个Mast er节点必须能够执行 psync 命令。

同步原理介绍
DT S通过同步Codis集群中的每个Codis-Group来实现集群的整体同步，您需要为每个Codis-Group创建一个
对应的数据同步作业。

Codis集群环境介绍
在本案例中，Codis集群具备两个Codis-Group，每个Codis-Group采用一主一备的架构，详情请参见下图。

注意事项
DT S在执行全量数据初始化时将占用源库和目标库一定的资源，可能会导致数据库服务器负载上升。如果
数据库业务量较大或服务器规格较低，可能会加重数据库压力，甚至导致数据库服务不可用。建议您在执
行数据同步前谨慎评估，在业务低峰期执行数据同步。
如果在源数据库的配置文件redis.conf 中配置了 bind 参数，请将该参数的值设置为ECS的内网IP地址以保
障DT S可以正常连接源数据库。
为保障同步链路稳定性，建议将源集群的配置文件redis.conf 中 repl-backlog-size 参数的值适当调大。
为保障同步质量，DT S会在源集群中插入一个key： DTS_REDIS_TIMESTAMP_HEARTBEAT ，用于记录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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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点。
请勿在源集群中执行 FLUSHDB 和 FLUSHALL 命令，否则将导致源和目标的数据不一致。
如果目标库的数据逐出策略（ maxmemory-policy ）配置为 noeviction 以外的值，可能导致目标库的数
据与源库不一致。关于数据逐出策略详情，请参见Redis数据逐出策略介绍。
目标阿里云Redis实例支持的版本为2.8、4.0或5.0版本，如需跨版本同步（仅支持从低版本同步到高版
本）请提前确认兼容性。例如创建按量付费的Redis实例来测试，测试完成后可将该实例释放或转为包年
包月。

支持的同步拓扑
一对一单向同步
一对多单向同步
级联单向同步
关于各类同步拓扑的介绍及注意事项，请参见数据同步拓扑介绍。

支持的同步命令
APPEND
BIT OP、BLPOP、BRPOP、BRPOPLPUSH
DECR、DECRBY、DEL
EVAL、EVALSHA、EXEC、EXPIRE、EXPIREAT
GEOADD、GET SET
HDEL、HINCRBY、HINCRBYFLOAT 、HMSET 、HSET 、HSET NX
INCR、INCRBY、INCRBYFLOAT
LINSERT 、LPOP、LPUSH、LPUSHX、LREM、LSET 、LT RIM
MOVE、MSET 、MSET NX、MULT I
PERSIST 、PEXPIRE、PEXPIREAT 、PFADD、PFMERGE、PSET EX、PUBLISH
RENAME、RENAMENX、REST ORE、RPOP、RPOPLPUSH、RPUSH、RPUSHX
SADD、SDIFFST ORE、SELECT 、SET 、SET BIT 、SET EX、SET NX、SET RANGE、SINT ERST ORE、SMOVE、
SPOP、SREM、SUNIONST ORE
ZADD、ZINCRBY、ZINT ERST ORE、ZREM、ZREMRANGEBYLEX、ZUNIONST ORE、ZREMRANGEBYRANK、
ZREMRANGEBYSCORE
说明
对于通过EVAL或者EVALSHA调用Lua脚本，在增量数据同步时，由于目标端在执行脚本时不会明
确返回执行结果，DT S无法确保该类型脚本能够执行成功。
对于List ，由于DT S在调用sync或psync进行重传时，不会对目标端已有的数据进行清空，可能导
致出现重复数据。

操作步骤
1. 购买数据同步作业，详情请参见购买流程。
说明

购买时选择源实例为Redis、目标实例为Redis，并选择同步拓扑为单向同步 。

2. 登录数据传输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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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数据同步 。
4. 在同步作业列表 页面顶部，选择同步的目标实例所属地域。

5. 定位至已购买的数据同步实例，单击配置同步链路 。
6. 配置数据同步的源实例及目标实例信息。

类别

配置

说明

无

同步作业名称

DT S会自动生成一个同步作业名称，建议配置具有业务意义的名称（无唯
一性要求），便于后续识别。

实例类型

选择ECS上的自建数据库 。

实例地区

购买数据同步实例时选择的源实例地域，不可变更。
选择Codis-Group中Master节点所属的ECS实例ID。

ECS实例ID

源实例信息

数据库类型

说明
DT S通过同步Codis集群中的每个Codis-Group来实现
整体的数据同步，此处先填入第一个Codis-Group中Master节点所
属的ECS实例ID；稍后配置第二个数据同步作业时，此处填入第二个
Codis-Group中Master节点所属的ECS实例ID；以此类推，直至为所
有Codis-Group配置同步作业。

固定为Redis 。
选择为单机版 。

实例模式

端口

说明
由于Codis集群架构的特殊性，无法直接同步Codis集
群，DT S通过同步Codis集群中的每个Codis-Group来实现整体的数
据同步，所以此处需选择为单机版 。

填入该Codis-Group中Master节点的服务端口。
填该Master节点的数据库密码。

数据库密码

说明

非必填项，如果没有设置密码可以不填。

实例类型

选择Redis实例 。

实例地区

购买数据同步实例时选择的目标实例地域，不可变更。

实例ID

选择目标阿里云Redis实例ID。

目标实例信息

> 文档版本：20201106

68

数据迁移与同步 · 数据同步

类别

云数据库 Redis 版

配置

说明
填入Redis实例的数据库密码。
说明
数据库密码格式为<user>:<password>。例如，Redis
实例自定义的用户名为admin，密码为Rp829dlwa，则此处填入的
数据库密码为admin:Rp829dlwa。

数据库密码

7. 单击页面右下角的授权白名单并进入下一步 。
说明 此步骤会将DT S服务器的IP地址，自动添加到源ECS实例的内网入方向规则和阿里云
Redis实例的白名单中，用于保障DT S服务器能够正常连接源和目标实例。
8. 配置目标已存在表的处理模式和同步对象。
配置

说明
DT S通过依次同步Codis集群中的每个Codis-Group来实现整体的数据同步。为第1
个Codis-Group配置数据同步时，如果Redis实例暂无数据，请选择预检查并报错
拦截 。为第2到N个Codis-Group配置数据同步时，必须选择为忽略报错并继续执
行 ，否则将无法正常同步数据。
说明
预检查并报错拦截 ：检查目标库是否为空。如果待同步的目标库为
空，则通过该检查项目；如果不为空，则在预检查阶段提示错误，数
据同步作业不会被启动。

目标已存在表的处理模式

忽略报错并继续执行 ：忽略预检查阶段中检测到目标库不为空的报
错，继续执行数据同步。如果在同步过程中遇到目标库中的key与源
库中的key相同，会将源库的数据覆盖写入目标库中。

在源库对象 框中单击待同步的数据库，然后单击 图标将其移动到已选择对
同步对象

象 框。
同步对象的选择粒度为库，暂不支持Key粒度的选择。

9. 上述配置完成后，单击页面右下角的下一步 。
10. 配置同步初始化的选项。

说明 当前固定为包含全量数据+ 增量数据 ，即DT S会将源Codis中的存量数据同步至目标
Redis数据库中，并同步增量数据。
11. 上述配置完成后，单击页面右下角的预检查并启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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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在数据同步作业正式启动之前，会先进行预检查。只有预检查通过后，才能成功启动数据同
步作业。
如果预检查失败，单击具体检查项后的

图标，查看失败详情。根据提示修复后，重新进

行预检查。
12. 在预检查 对话框中显示预检查通过 后，关闭预检查 对话框，同步作业将正式开始。
13. 等待同步作业的链路初始化完成，直至处于同步中 状态。

说明

您可以在数据同步 页面，查看数据同步作业的状态。

14. 重复第1步到第13步的操作，为剩余的Codis-Group创建数据同步作业。

执行结果
本案例的Codis集群具备两个Codis-Group，所以创建两个数据同步作业。如下图所示，这两个数据同步作业
完成同步初始化后，已经都处于同步中 状态。

本案例同步的数据库为DB0和DB1，通过DMS登录Redis实例后与源Codis集群进行对比，Key总数源Codis集群
一致。
阿里云Redis实例
源Codis集群

2.2.4. 从ECS上的Twemproxy Redis集群同步至Redis
实例
阿里云数据库Redis版是兼容开源Redis协议标准、提供内存加硬盘混合存储的数据库服务，基于高可靠双机
热备架构及可平滑扩展的集群架构，可充分满足高吞吐、低延迟及弹性变配的业务需求。通过数据传输服务
DT S（Dat a T ransmission Service），您可以将T wemproxy Redis同步至阿里云Redis实例。

前提条件
已创建目标阿里云Redis实例，详情请参见创建Redis实例。
阿里云Redis实例的存储空间需大于源T wemproxy Redis数据库已使用的存储空间。
源T wemproxy Redis集群中的每个Mast er节点必须能够执行 psync 命令。

同步原理介绍
DT S通过同步T wemproxy Redis集群中的每个Redis-Server来实现集群的整体同步，您需要为每个RedisServer创建一个对应的数据同步作业。

Twemproxy Redis集群环境介绍
> 文档版本：20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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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案例中，T wemproxy Redis集群具备两个Redis-Server，每个Redis-Server采用一主一从的架构，详情请
参见下图。

注意事项
DT S在执行全量数据初始化时将占用源库和目标库一定的资源，可能会导致数据库服务器负载上升。如果
数据库业务量较大或服务器规格较低，可能会加重数据库压力，甚至导致数据库服务不可用。建议您在执
行数据同步前谨慎评估，在业务低峰期执行数据同步。
如果在源数据库的配置文件redis.conf 中配置了 bind 参数，请将该参数的值设置为ECS的内网IP地址以保
障DT S可以正常连接源数据库。
为保障同步链路稳定性，建议将源集群的配置文件redis.conf 中 repl-backlog-size 参数的值适当调大。
为保障同步质量，DT S会在源集群中插入一个key： DTS_REDIS_TIMESTAMP_HEARTBEAT ，用于记录更新
时间点。
请勿在源集群中执行 FLUSHDB 和 FLUSHALL 命令，否则将导致源和目标的数据不一致。
如果目标库的数据逐出策略（ maxmemory-policy ）配置为 noeviction 以外的值，可能导致目标库的数
据与源库不一致。关于数据逐出策略详情，请参见Redis数据逐出策略介绍。
目标阿里云Redis实例支持的版本为2.8、4.0或5.0版本，如需跨版本同步（仅支持从低版本同步到高版
本）请提前确认兼容性。例如创建按量付费的Redis实例来测试，测试完成后可将该实例释放或转为包年
包月。

支持的同步拓扑
一对一单向同步
一对多单向同步
级联单向同步
关于各类同步拓扑的介绍及注意事项，请参见数据同步拓扑介绍。

支持的同步命令
APPEND
BIT OP、BLPOP、BRPOP、BRPOPLPUSH
DECR、DECRBY、DEL
EVAL、EVALSHA、EXEC、EXPIRE、EXPIREAT
GEOADD、GET SET
HDEL、HINCRBY、HINCRBYFLOAT 、HMSET 、HSET 、HSET NX
INCR、INCRBY、INCRBYFLOAT
LINSERT 、LPOP、LPUSH、LPUSHX、LREM、LSET 、LT RIM
MOVE、MSET 、MSET NX、MULT I
PERSIST 、PEXPIRE、PEXPIREAT 、PFADD、PFMERGE、PSET EX、PUBLISH
RENAME、RENAMENX、REST ORE、RPOP、RPOPLPUSH、RPUSH、RPUSHX
SADD、SDIFFST ORE、SELECT 、SET 、SET BIT 、SET EX、SET NX、SET RANGE、SINT ERST ORE、SMOVE、
SPOP、SREM、SUNIONST ORE
ZADD、ZINCRBY、ZINT ERST ORE、ZREM、ZREMRANGEBYLEX、ZUNIONST ORE、ZREMRANGEBYRANK、
ZREMRANGEBY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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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对于通过EVAL或者EVALSHA调用Lua脚本，在增量数据同步时，由于目标端在执行脚本时不会明
确返回执行结果，DT S无法确保该类型脚本能够执行成功。
对于List ，由于DT S在调用sync或psync进行重传时，不会对目标端已有的数据进行清空，可能导
致出现重复数据。

操作步骤
1. 购买数据同步作业，详情请参见购买流程。
说明

购买时选择源实例为Redis、目标实例为Redis，并选择同步拓扑为单向同步 。

2. 登录数据传输控制台。
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数据同步 。
4. 在同步作业列表 页面顶部，选择同步的目标实例所属地域。

5. 定位至已购买的数据同步实例，单击配置同步链路 。
6. 配置数据同步的源实例及目标实例信息。

类别

配置

说明

无

同步作业名称

DT S会自动生成一个同步作业名称，建议配置具有业务意义的名称（无唯
一性要求），便于后续识别。

实例类型

选择ECS上的自建数据库 。

实例地区

购买数据同步实例时选择的源实例地域，不可变更。
选择源集群Redis-Server中Master节点所属的ECS实例ID。

ECS实例ID

数据库类型

固定为Redis 。
选择为单机版 。

源实例信息

实例模式

> 文档版本：20201106

说明
DT S通过同步T wemproxy Redis集群中的每个RedisServer来实现整体的数据同步，此处先填入第一个Redis-Server中
Master节点所属的ECS实例ID；稍后配置第二个数据同步作业时，此
处填入第二个Redis-Server中Master节点所属的ECS实例ID；以此类
推，直至为所有Redis-Server配置同步作业。

说明
由于T wemproxy Redis集群架构的特殊性，无法直接
同步T wemproxy Redis集群，DT S需要通过同步T wemproxy Redis
集群中的每个Redis-Server来实现整体的数据同步，所以此处需选
择为单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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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说明

端口

填入该Redis-Server中Master节点的服务端口。
填该Master节点的数据库密码。

数据库密码

说明

非必填项，如果没有设置密码可以不填。

实例类型

选择Redis实例 。

实例地区

购买数据同步实例时选择的目标实例地域，不可变更。

实例ID

选择目标阿里云Redis实例ID。

目标实例信息

填入Redis实例的数据库密码。
说明
数据库密码格式为<user>:<password>。例如，Redis
实例自定义的用户名为admin，密码为Rp829dlwa，则此处填入的
数据库密码为admin:Rp829dlwa。

数据库密码

7. 单击页面右下角的授权白名单并进入下一步 。
说明 此步骤会将DT S服务器的IP地址，自动添加到源ECS实例的内网入方向规则和阿里云
Redis实例的白名单中，用于保障DT S服务器能够正常连接源和目标实例。
8. 配置目标已存在表的处理模式和同步对象。

配置

说明
DT S通过同步T wemproxy Redis集群中的每个Redis-Server来实现整体的数据同
步。为第1个Redis-Server配置数据同步时，如果Redis实例暂无数据，请选择预检
查并报错拦截 。为第2到N个Redis-Server配置数据同步时，必须选择为忽略报错
并继续执行 ，否则将无法正常同步数据。
说明

目标已存在表的处理模式

预检查并报错拦截 ：检查目标库是否为空。如果待同步的目标库为
空，则通过该检查项目；如果不为空，则在预检查阶段提示错误，数
据同步作业不会被启动。
忽略报错并继续执行 ：忽略预检查阶段中检测到目标库不为空的报
错，继续执行数据同步。如果在同步过程中遇到目标库中的key与源
库中的key相同，会将源库的数据覆盖写入目标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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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说明
在源库对象 框中单击待同步的数据库，然后单击 图标将其移动到已选择对
象 框。

同步对象

同步对象的选择粒度为库，暂不支持Key粒度的选择。

9. 上述配置完成后，单击页面右下角的下一步 。
10. 配置同步初始化的选项。

说明 当前固定为包含全量数据+ 增量数据 ，即DT S会将源T wemproxy Redis集群中的存量数
据同步至目标Redis数据库中，并同步增量数据。
11. 上述配置完成后，单击页面右下角的预检查并启动 。
说明
在数据同步作业正式启动之前，会先进行预检查。只有预检查通过后，才能成功启动数据同
步作业。
如果预检查失败，单击具体检查项后的

图标，查看失败详情。根据提示修复后，重新进

行预检查。
12. 在预检查 对话框中显示预检查通过 后，关闭预检查 对话框，同步作业将正式开始。
13. 等待同步作业的链路初始化完成，直至处于同步中 状态。

说明

您可以在数据同步 页面，查看数据同步作业的状态。

14. 重复第1步到第13步的操作，为剩余的Redis-Server创建数据同步作业。

执行结果
本案例的T wemproxy Redis集群具备两个Redis-Server，所以创建两个数据同步作业。如下图所示，这两个
数据同步作业完成同步初始化后，已经都处于同步中 状态。

本案例同步的数据库为DB0，通过DMS登录Redis集群后与源T wemproxy Redis集群进行对比，Key总数源
T wemproxy Redis集群一致。
阿里云Redis实例

源T wemproxy Redis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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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使用ssdb-port将SSDB数据库同步到云数据库
Redis版
ssdb-port 是一款适用于SSDB数据库的数据同步工具，可以帮助您实现SSDB到Redis的实时单向数据同步。

前提条件
在目的Redis实例所在的VPC网络中创建了Linux系统的ECS实例，且可以与目的Redis连接。
源SSDB数据库版本为1.9.2以上。

背景信息
同步原理
ssdb-port 作为从节点（replica）运行，与作为源SSDB数据库的SSDB主节点（mast er）同步数据，并将
获取到的数据解析、转换为Redis支持的格式，发送到配置文件中指定的Redis实例，同步过程如下图所
示。

全量同步完成后，在连接关闭前，SSDB中新增的数据也会增量同步到Redis实例中。
说明
在SSDB中执行ssdb-port 暂不支持的命令修改的数据将无法同步到Redis中。支持同步的SSDB
命令请见下文。
如您需要支持更多命令，请提出建议。
支持同步的命令
set
set x
set nx
expire
del
get
incr
qpop_front
qpush_front
qclear
qt rim_front
qt rim_back
zset
zdel
zincr
mult i_zdel
mult i_zset
hset
h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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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lear
mult i_hset
mult i_hdel
hincr

同步限制
使用hset 或hget 命令时，如果对象key为中文则该操作无法同步。使用其它支持的命令无此限制。

操作步骤
1. 在ECS实例中使用如下命令下载ssdb-port 并解压。
# wget http://docs-aliyun.cn-hangzhou.oss.aliyun-inc.com/assets/attach/94155/cn_zh/1547627852086/
ssdb-port.tar.gz
# tar -xvf ssdb-port.tar.gz
# cd ssdb-port

2. 使用如下命令，按照示例修改ssdb-port 的配置文件。
vi ssdb_port.conf

ssdb_port.conf 文件示例如下，请按照注释内容修改源SSDB数据库和目的Redis实例的连接信息。
# ssdb-server config for replica
# MUST indent by TAB!

# relative to path of this file, directory must exists
work_dir = ./var_ssdb_port
pidfile = ./var_ssdb_port/ssdb.pid

# ssdb-port的连接信息，⽆需修改
server:
ip: 127.0.0.1
port: 8890
#readonly: yes

replication:
binlog: yes
capacity: 100000000
# Limit sync speed to *MB/s, -1: no limit
sync_speed: -1
slaveof:
# to identify a master even if it moved(ip, port changed)
# if set to empty or not defined, ip:port will be used.
id: svc_1
# sync|mirror, default is sy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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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nc|mirror, default is sync
type: sync
host: localhost # SSDB Master（源SSDB数据库）的连接地址
port: 8888 # SSDB Master（源SSDB数据库）的端⼝
#auth: password
redis_host: localhost # ⽬的Redis实例的连接地址
redis_port: 6379 # ⽬的Redis实例的端⼝
redis_auth: password # ⽬的Redis实例的认证密码

logger:
level: debug
output: log_ssdb_port.txt
rotate:
size: 1000000000

leveldb:
# in MB
cache_size: 500
# in MB
write_buffer_size: 64
# in MB/s
compaction_speed: 1000
# yes|no
compression: yes

3. 使用 ./ssdb-port-2.17 ssdb_port.conf 命令开始同步。
4. 连接Redis实例检查数据同步是否已完成。
说明

您可以使用redis-cli或DMS连接到Redis进行验证数据。连接方式请参见Redis快速入门。

2.3. 云数据库Redis间同步
2.3.1. Redis实例间的单向数据同步
数据传输服务DT S（Dat a T ransmission Service）支持Redis数据库的单向同步，适用于异地多活、数据异地
容灾等多种应用场景。本文以Redis实例间的单向数据同步为例，介绍数据同步作业的配置流程。
警告 完成数据同步作业的配置后，请勿变更源数据库或目标数据库的架构类型（例如将主从架构
变更为集群架构），否则会导致数据同步失败。

前提条件
源Redis实例的版本为4.0或5.0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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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目标Redis实例支持的版本为4.0或5.0版本，如需跨版本同步（仅支持从低版本同步到高版
本）请提前确认兼容性。例如创建按量付费的Redis实例来测试，测试完成后可将该实例释放或转为包
年包月。
目标Redis实例的存储空间需大于源Redis实例已使用的存储空间。

注意事项
DT S在执行全量数据初始化时将占用源库和目标库一定的资源，可能会导致数据库服务器负载上升。如果
数据库业务量较大或服务器规格较低，可能会加重数据库压力，甚至导致数据库服务不可用。建议您在执
行数据同步前谨慎评估，在业务低峰期执行数据同步。
当源Redis实例的版本为2.8时不支持增量同步。
数据同步期间，请勿在源库中执行 FLUSHDB 和 FLUSHALL 命令，否则将导致源和目标的数据不一致。
如果目标库的数据逐出策略（ maxmemory-policy ）配置为 noeviction 以外的值，可能导致目标库的数
据与源库不一致。关于数据逐出策略详情，请参见Redis数据逐出策略介绍。

支持的同步拓扑
一对一单向同步
一对多单向同步
级联单向同步
关于各类同步拓扑的介绍及注意事项，请参见数据同步拓扑介绍。

支持的同步命令
APPEND
BIT OP、BLPOP、BRPOP、BRPOPLPUSH
DECR、DECRBY、DEL
EVAL、EVALSHA、EXEC、EXPIRE、EXPIREAT
GEOADD、GET SET
HDEL、HINCRBY、HINCRBYFLOAT 、HMSET 、HSET 、HSET NX
INCR、INCRBY、INCRBYFLOAT
LINSERT 、LPOP、LPUSH、LPUSHX、LREM、LSET 、LT RIM
MOVE、MSET 、MSET NX、MULT I
PERSIST 、PEXPIRE、PEXPIREAT 、PFADD、PFMERGE、PSET EX、PUBLISH
RENAME、RENAMENX、REST ORE、RPOP、RPOPLPUSH、RPUSH、RPUSHX
SADD、SDIFFST ORE、SELECT 、SET 、SET BIT 、SET EX、SET NX、SET RANGE、SINT ERST ORE、SMOVE、
SPOP、SREM、SUNIONST ORE
ZADD、ZINCRBY、ZINT ERST ORE、ZREM、ZREMRANGEBYLEX、ZUNIONST ORE、ZREMRANGEBYRANK、
ZREMRANGEBYSCORE
SWAPDB、UNLINK（仅当源端Redis实例的版本为4.0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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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对于通过EVAL或者EVALSHA调用Lua脚本，在增量数据同步时，由于目标端在执行脚本时不会明
确返回执行结果，DT S无法确保该类型脚本能够执行成功。
对于List ，由于DT S在调用sync或psync进行重传时，不会对目标端已有的数据进行清空，可能导
致出现重复数据。

操作步骤
1. 购买数据同步实例，详情请参见购买数据同步作业。
说明

购买时，源实例和目标实例均选择为Redis。

2. 登录数据传输控制台。
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数据同步 。
4. 在同步作业列表 页面顶部，选择同步的目标实例所属地域。

5. 定位至已购买的数据同步实例，单击配置同步链路 。
6. 配置数据同步的源实例及目标实例信息。

类别

配置

说明

无

同步作业名称

DT S会自动生成一个同步作业名称，建议配置具有业务意义的名称（无唯
一性要求），便于后续识别。

实例类型

选择Redis实例 。

实例地区

购买数据同步实例时选择的源实例地域信息，不可变更。

实例ID

选择源Redis实例ID。

源实例信息

填入连接源Redis实例的数据库密码。

数据库密码

说明
数据库密码格式为<user>:<password>。例如，Redis
实例自定义的用户名为admin，密码为Rp829dlwa，则此处填入的
数据库密码为admin:Rp829dlwa。

实例类型

选择Redis实例 。

实例地区

购买数据同步实例时选择的目标实例地域信息，不可变更。

实例ID

选择目标Redis实例ID。

目标实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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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配置

说明
填入连接目标Redis实例的数据库密码。
说明
数据库密码格式为<user>:<password>。例如，Redis
实例自定义的用户名为admin，密码为Rp829dlwa，则此处填入的
数据库密码为admin:Rp829dlwa。

数据库密码

7. 单击页面右下角的授权白名单并进入下一步 。
说明 此步骤会将DT S服务器的IP地址自动添加到源和目标Redis实例的白名单中，用于保障
DT S服务器能够正常连接源和目标Redis实例。
8. 配置目标已存在表的处理模式和同步对象。

配置

说明
预检查并报错拦截 ：检查目标库是否为空。如果待同步的目标库为空，则通过
该检查项目；如果不为空，则在预检查阶段提示错误，数据同步作业不会被启
动。

目标已存在表的处理模式

忽略报错并继续执行 ：跳过目标库是否为空的检查项。
警告
选择为忽略报错并继续执行 后，如果在同步过程中遇到目标
库中的Key与源库中的Key相同，会将源库的数据覆盖写入目标库中，请谨
慎选择。

在源库对象 框中单击待同步的数据库，然后单击 将其移动到已选择对象 框。

同步对象

同步对象的选择粒度为库，暂不支持Key粒度的选择。

9. 上述配置完成后单击页面右下角的下一步 。
10. 配置同步初始化选项，当前固定为包含全量数据+ 增量数据 。
说明

DT S会将源Redis实例中的存量数据同步至目标Redis实例中，并同步增量数据。

11. 上述配置完成后，单击页面右下角的预检查并启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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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在数据同步作业正式启动之前，会先进行预检查。只有预检查通过后，才能成功启动数据同
步作业。
如果预检查失败，单击具体检查项后的

，查看失败详情。根据提示修复后，重新进行预

检查。
12. 在预检查 对话框中显示预检查通过 后，关闭预检查 对话框，同步作业将正式开始。
13. 等待同步作业的链路初始化完成，直至处于同步中 状态。

说明

您可以在数据同步 页面，查看数据同步作业的状态。

2.3.2. Redis企业版实例间的双向同步
数据传输服务DT S（Dat a T ransmission Service）支持Redis企业版实例间的双向同步，适用于异地多活、数
据容灾等多种应用场景，本文介绍数据同步作业的配置流程。
本文通过控制台来完成配置，您也可以通过调用OpenAPI来完成配置，详情请参见调用OpenAPI配置Redis企业
版实例间单向或双向数据同步。

前提条件
源和目标实例为阿里云Redis企业版实例（5.0版本）。
说明

架构类型不限制，即支持集群版 、标准版 和读写分离版 。

注意事项
双向数据同步时，正向数据同步作业会执行 和 ，反向数据同步作业仅执行增量数据同步。
警告 为保障数据一致性，双向数据同步作业运行期间，请勿在两端数据库同时对同一个key执
行修改或写入操作。
全量数据初始化增量数据同步
DT S在执行全量数据初始化时将占用源库和目标库一定的资源，可能会导致数据库服务器负载上升。如果
数据库业务量较大或服务器规格较低，可能会加重数据库压力，甚至导致数据库服务不可用。建议您在执
行数据迁移前谨慎评估，在业务低峰期执行数据同步。
请勿在源实例中执行 FLUSHDB 和 FLUSHALL 命令，否则将导致源和目标的数据不一致。
如果目标库的数据逐出策略（ maxmemory-policy ）配置为 noeviction 以外的值，可能导致目标库的数
据与源库不一致。关于数据逐出策略详情，请参见Redis数据逐出策略介绍。
如果目标Redis实例没有开通直连访问，DT S将采用代理转发模式将数据写入目标实例。
说明

关于直连访问的开通方法，请参见开通直连访问。

支持的同步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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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
BIT OP、BLPOP、BRPOP、BRPOPLPUSH
DECR、DECRBY、DEL
EVAL、EVALSHA、EXEC、EXPIRE、EXPIREAT
GEOADD、GET SET
HDEL、HINCRBY、HINCRBYFLOAT 、HMSET 、HSET 、HSET NX
INCR、INCRBY、INCRBYFLOAT
LINSERT 、LPOP、LPUSH、LPUSHX、LREM、LSET 、LT RIM
MOVE、MSET 、MSET NX、MULT I
PERSIST 、PEXPIRE、PEXPIREAT 、PFADD、PFMERGE、PSET EX、PUBLISH
RENAME、RENAMENX、RPOP、RPOPLPUSH、RPUSH、RPUSHX
SADD、SDIFFST ORE、SELECT 、SET 、SET BIT 、SET EX、SET NX、SET RANGE、SINT ERST ORE、SMOVE、
SPOP、SREM、SUNIONST ORE
UNLINK、ZADD、ZINCRBY、ZINT ERST ORE、ZREM、ZREMRANGEBYLEX、ZUNIONST ORE、
ZREMRANGEBYRANK、ZREMRANGEBYSCORE
SWAPDB（当源或目标实例的架构为集群版时不支持）
注意
对于通过EVAL或者EVALSHA调用Lua脚本，在增量数据同步时，由于目标端在执行脚本时不会明
确返回执行结果，DT S无法确保该类型脚本能够执行成功。
对于List ，由于DT S在调用sync或psync进行重传时，不会对目标端已有的数据进行清空，可能导
致出现重复数据。

操作步骤
1. 购买数据同步作业，详情请参见购买流程。
注意

购买时选择源实例为Redis、目标实例为Redis，并选择同步拓扑为双向同步 。

2. 登录数据传输控制台。
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数据同步 。
4. 在同步作业列表 页面顶部，选择同步的目标实例所属地域。

5. 配置正向同步作业。
i. 定位至已购买的数据同步实例，单击该实例下第一个同步作业操作 列的配置同步链路 。
注意 一个双向数据同步实例会包含两个同步作业，需要分别进行配置。在配置反向同步
作业时，定位至第二个同步作业，单击操作 列的配置同步链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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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配置同步作业的源实例及目标实例信息。

类别

配置

说明

无

同步作业名称

DT S会自动生成一个同步作业名称，建议配置具有业务意义的名称
（无唯一性要求），便于后续识别。

实例类型

选择Redis实例 。

实例地区

购买数据同步实例时选择的源实例地域，不可变更。
选择源Redis实例ID。

实例ID
源实例信息

注意
稍后配置反向同步作业时，此处需选择为正向同步
作业里的目标Redis实例ID。

填入Redis实例的数据库密码。

数据库密码

注意
数据库密码格式为<user>:<password>。例
如，Redis实例自定义的用户名为admin，密码为Rp829dlwa，
则此处填入的数据库密码为admin:Rp829dlwa。

实例类型

选择Redis实例 。

实例地区

购买数据同步实例时选择的目标实例地域，不可变更。
选择目标Redis实例ID。

实例ID
目标实例信息

注意
稍后配置反向同步作业时，此处需选择为正向同步
作业里的源Redis实例ID。

填入Redis实例的数据库密码。

数据库密码

注意
数据库密码格式为<user>:<password>。例
如，Redis实例自定义的用户名为admin，密码为Rp829dlwa，
则此处填入的数据库密码为admin:Rp829dlwa。

iii. 单击页面右下角的授权白名单并进入下一步 。
DT S会将DT S服务器的IP地址自动添加到源和目标Redis实例的白名单中，保障DT S服务器能够正常
连接源和目标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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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配置同步策略和同步对象。

类别

配置

冲突修复策略

说明
Overw rit e （遇到冲突，直接覆盖目标实例中的冲突记录）
当数据同步期间遇到Key相同但值不同时，Key的值更新时间晚的数据
会覆盖冲突的记录。

预检查并报错拦截 ：检查目标库是否为空。如果待同步的目标库
为空，则通过该检查项目；如果不为空，则在预检查阶段提示错
误，数据同步作业不会被启动。

同步策略
目标已存在表的处
理模式

忽略报错并继续执行 ：跳过目标库是否为空的检查项。
警告
选择为忽略报错并继续执行 后，如果在同步初
始化期间遇到目标库中的Key与源库中的Key相同，会将源库
的数据覆盖写入目标库中，请谨慎选择。

选择同步
对象

在源库对象 框中单击待同步的数据库，然后单击
无

将其移

动到已选择对象 框。
同步对象的选择粒度为库，暂不支持Key粒度的选择。

v. 上述配置完成后，单击页面右下角的下一步 。
vi. 配置同步初始化的选项。

当前固定为包含全量数据+ 增量数据 ，DT S会将源Redis实例中同步对象的存量数据初始化至目标
Redis实例，并同步增量数据。
注意
据。

在配置反向同步作业时，如果同步对象已经初始化至目标实例，则直接同步增量数

vii. 单击页面右下角的预检查并启动 。
说明
在数据同步作业正式启动之前，会先进行预检查。只有预检查通过后，才能成功启动数
据同步作业。
如果预检查失败，单击具体检查项后的

图标，查看失败详情。根据提示修复后，重

新进行预检查。
viii. 在预检查 对话框中显示预检查通过 后，关闭预检查 对话框，正向同步作业将正式开始。
6. 等待正向同步作业完成初始化，直至处于同步中 状态。您可以在数据同步 页面，查看数据同步作业的
状态。
7. 配置反向同步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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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定位至第二个同步作业，单击配置同步链路 。

ii. 重复步骤5中的ii到viii配置步骤，完成反向同步作业的配置。

执行结果
等待一段时间后，两个同步作业的链路状态均会处于同步中 。

2.3.3. 跨云账号同步Redis集群版实例
数据传输服务DT S（Dat a T ransmission Service）支持跨云账号单向同步Redis集群版实例（简称为Redis实
例），适用于云账号间的资源迁移或合并、业务架构调整等多种应用场景。

前提条件
源Redis实例的引擎版本为4.0（社区版）或5.0（社区版、企业版）。
说明 目标Redis实例支持的版本为4.0或5.0版本，如需跨版本同步（仅支持从低版本同步到高版
本）请提前确认兼容性。例如创建按量付费的Redis实例来测试，测试完成后可将该实例释放或转为包
年包月。
源Redis实例的网络类型为专有网络。如果当前为经典网络，您可以切换网络类型，详情请参见切换为专
有网络。
源Redis实例的SSL加密功能需处于关闭状态，详情请参见设置SSL加密。
目标Redis实例可用的存储空间需大于源Redis实例已使用的存储空间。
由于Redis企业版扩展了Redis模块（Redis Modules），如果源Redis实例为企业版，为保障业务兼容性，
要求目标Redis实例为Redis企业版。

背景信息
现有两个Redis实例分别属于不同的阿里云账号，由于业务需求，需要将云账号A下的Redis实例中的业务数
据信息迁移至云账号B下的Redis实例中，详细架构如下图所示。

数据迁移方案介绍：
DT S的数据迁移功能暂不支持迁移Redis实例（集群版），本方案采用DT S的数据同步功能完成数据的迁移。
在本方案中，您需要经历如下步骤以完成同步作业的配置。
步骤

说明

1、使用云账号A登录阿里云控制台，完成RAM角色授权
操作，详情请参见准备工作中的步骤1。

配置RAM角色，将目标实例所属的云账号（即云账号B）
设置为授信云账号，并授权其访问本账号的云资源。

2、使用云账号A登录阿里云控制台，为源Redis实例执行
一些准备工作，详情请参见准备工作中的步骤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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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DT S服务器的IP地址添加至源Redis的白名单中，然后
为源Redis实例申请直连访问地址并创建具备复制 权限的
账号。
说明
由于Redis集群版实例暂不支持创建复
制 权限的账号，您需要提交工单申请开通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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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3、使用云账号B登录阿里云控制台，完成数据同步作业
配置，详情请参见操作步骤。

由于DT S暂不直接支持跨云账号读取源Redis实例的信
息，在配置数据同步作业时，您需要将源实例作为其他阿
里云账号下通过专线接入的自建数据库来完成配置。

注意事项
DT S在执行全量数据初始化时将占用源库和目标库一定的资源，可能会导致数据库服务器负载上升。如果
数据库业务量较大或服务器规格较低，可能会加重数据库压力，甚至导致数据库服务不可用。建议您在执
行数据同步前谨慎评估，并在业务低峰期执行数据同步。
数据同步期间，请勿在源库中执行 FLUSHDB 和 FLUSHALL 命令，否则将导致源和目标的数据不一致。
如果目标库的数据逐出策略（ maxmemory-policy ）配置为 noeviction 以外的值，可能导致目标库的数
据与源库不一致。关于数据逐出策略详情，请参见Redis数据逐出策略介绍。

支持同步的操作命令
版本类型

操作命令
APPEND
BIT OP、BLPOP、BRPOP、BRPOPLPUSH
DECR、DECRBY、DEL
EVAL、EVALSHA、EXEC、EXPIRE、EXPIREAT
GEOADD、GET SET
HDEL、HINCRBY、HINCRBYFLOAT 、HMSET 、HSET 、HSET NX
INCR、INCRBY、INCRBYFLOAT

云数据库Redis社区版

LINSERT 、LPOP、LPUSH、LPUSHX、LREM、LSET 、LT RIM
MOVE、MSET 、MSET NX、MULT I
PERSIST 、PEXPIRE、PEXPIREAT 、PFADD、PFMERGE、PSET EX、PUBLISH
RENAME、RENAMENX、REST ORE、RPOP、RPOPLPUSH、RPUSH、RPUSHX
SADD、SDIFFST ORE、SELECT 、SET 、SET BIT 、SET EX、SET NX、SET RANGE、
SINT ERST ORE、SMOVE、SPOP、SREM、SUNIONST ORE
ZADD、ZINCRBY、ZINT ERST ORE、ZREM、ZREMRANGEBYLEX、ZUNIONST ORE、
ZREMRANGEBYRANK、ZREMRANGEBYSCORE
SWAPDB、UNLINK（仅当源端Redis实例的版本为4.0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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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命令
APPEND
BIT OP、BLPOP、BRPOP、BRPOPLPUSH
DECR、DECRBY、DEL
EVAL、EVALSHA、EXEC、EXPIRE、EXPIREAT
GEOADD、GET SET
HDEL、HINCRBY、HINCRBYFLOAT 、HMSET 、HSET 、HSET NX
INCR、INCRBY、INCRBYFLOAT

云数据库Redis企业版

LINSERT 、LPOP、LPUSH、LPUSHX、LREM、LSET 、LT RIM
MOVE、MSET 、MSET NX、MULT I
PERSIST 、PEXPIRE、PEXPIREAT 、PFADD、PFMERGE、PSET EX、PUBLISH
RENAME、RENAMENX、RPOP、RPOPLPUSH、RPUSH、RPUSHX
SADD、SDIFFST ORE、SELECT 、SET 、SET BIT 、SET EX、SET NX、SET RANGE、
SINT ERST ORE、SMOVE、SPOP、SREM、SUNIONST ORE
UNLINK、ZADD、ZINCRBY、ZINT ERST ORE、ZREM、ZREMRANGEBYLEX、
ZUNIONST ORE、ZREMRANGEBYRANK、ZREMRANGEBYSCORE

说明
对于通过EVAL或者EVALSHA调用Lua脚本，在增量数据同步时，由于目标端在执行脚本时不会明
确返回执行结果，DT S无法确保该类型脚本能够执行成功。
对于List ，由于DT S在调用sync或psync进行重传时，不会对目标端已有的数据进行清空，可能导
致出现重复数据。

准备工作
使用源Redis实例所属的阿里云账号登录阿里云控制台，完成下述准备工作。
1. 创建RAM角色并授权其访问本云账号下的相关云资源，详情请参见跨阿里云账号迁移或同步专有网络下的自
建数据库时如何配置RAM授权。
2. 为源Redis实例申请直连访问地址，详情请参见开通直连访问。
3. 根据源Redis实例所属的地域选择DT S服务器的IP地址段，然后将这些IP地址段加入至Redis实例的白名单
中，操作方法请参见设置IP白名单。
说明 关于各地域下DT S服务器的IP地址段信息，请参见迁移、同步或订阅本地数据库时需添
加的IP白名单。
4. 为源Redis实例创建用于数据同步的账号。
i. 提交工单申请，由阿里云售后团队为您的集群版实例开通创建复制权限账号的功能。
说明
功能。

由于Redis集群版实例暂不支持创建复制 权限的账号，您需要提交工单申请开通该

ii. 创建具备复制 权限的账号，详情请参见创建与管理账号。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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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目标Redis实例所属的阿里云账号登录阿里云控制台，然后购买数据同步作业，详情请参见购买流
程。
说明

购买时，关键参数限制如下：

选择源实例为Redis、目标实例为Redis，并选择同步拓扑为单向同步 。
根据源和目标Redis实例所属的地域，选择对应的地域。
2. 登录数据传输控制台。
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数据同步 。
4. 在同步作业列表 页面顶部，选择同步的目标实例所属地域。

5. 定位至已购买的数据同步实例，单击配置同步链路 。
6. 配置数据同步的源和目标实例信息。
i. （可选）配置具有业务意义的数据同步作业名称（无唯一性要求），便于后续识别。
ii. 选择实例类型为通过专线/VPN网关/智能接入网关接入的自建数据库 ，然后单击其他阿里云账
号下的专有网络 。
说明 由于DT S暂不直接支持跨云账号读取源Redis实例的信息，在配置数据同步作业时，
您需要将源实例作为其他阿里云账号下通过专线接入的自建数据库来完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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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配置源实例信息。

配置

说明

实例类型

选择通过专线/V PN网关/智能接入网关接入的自建数据库 。

实例地区

购买数据同步实例时选择的源实例地域信息，不可变更。
填入源Redis实例所属的阿里云账号ID。

所属阿里云账号ID

说明
您可以使用源Redis实例所属的阿里云账号登录账号管理页面来获取
云账号ID。

角色名称

填入准备工作的步骤1中创建的RAM角色名称。

已和源端数据库联
通的VPC

选择源Redis实例所属的专有网络。

数据库类型

选择Redis 。

实例模式

选择集群版 。
填入准备工作的步骤2中，为源Redis实例申请的直连访问地址对应的IP地址，本案例
中填入192.168.0.153。

IP地址

说明

您可以在电脑中通过Ping命令来获取源Redis实例直连访问地址对应

的IP地址，例如 ping r-********.redis.rds.aliyuncs.com 。

端口

填入源Redis实例的服务端口。
填入准备工作的步骤4中，为源Redis实例创建的具备复制 权限的账号密码。

数据库密码

89

说明
数据库密码格式为<user>:<password>。例如，Redis实例自定义
的用户名为admin，密码为Rp829dlwa，则此处填入的数据库密码为
admin:Rp829dl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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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配置目标实例信息。

配置

说明

实例类型

选择Redis实例 。

实例地区

购买数据同步实例时选择的目标实例地域信息，不可变更。

实例ID

选择目标Redis实例ID。
填入目标Redis实例的数据库密码，需具备读写 权限。

数据库密码

说明
数据库密码格式为<user>:<password>。例如，Redis实例自定义
的用户名为admin，密码为Rp829dlwa，则此处填入的数据库密码为
admin:Rp829dlwa。

7. 单击页面右下角的授权白名单并进入下一步 。
说明 此步骤会将DT S服务器的IP地址，自动添加到目标Redis实例的白名单中，用于保障DT S
服务器能够正常连接源和目标实例。
8. 配置目标已存在表的处理模式和同步对象。

配置

说明
预检查并报错拦截 ：检查目标库是否为空。如果待同步的目标库为空，则通过
该检查项目；如果不为空，则在预检查阶段提示错误，数据同步作业不会被启
动。

目标已存在表的处理模式

忽略报错并继续执行 ：跳过目标库是否为空的检查项。
警告
选择为忽略报错并继续执行 后，如果在同步过程中遇到目标
库中的Key与源库中的Key相同，会将源库的数据覆盖写入目标库中，请谨
慎选择。

同步对象

在源库对象 框中单击待同步的数据库，然后单击 将其移动到已选择对象 框。
同步对象的选择粒度为库，暂不支持Key粒度的选择。

9. 上述配置完成后，单击页面右下角的下一步 。
10. 配置同步初始化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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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当前固定为包含全量数据+ 增量数据 ，即DT S会将源实例中的存量数据同步至目标
Redis数据库中，并同步增量数据。
11. 上述配置完成后，单击页面右下角的预检查并启动 。
说明
在数据同步作业正式启动之前，会先进行预检查。只有预检查通过后，才能成功启动数据同
步作业。
如果预检查失败，单击具体检查项后的

图标，查看失败详情。根据提示修复后，重新进

行预检查。
12. 在预检查 对话框中显示预检查通过 后，关闭预检查 对话框，同步作业将正式开始。
13. 等待同步作业的链路初始化完成，直至处于同步中 状态。

说明

您可以在数据同步 页面，查看数据同步作业的状态。

2.3.4. 使用redis-shake在Redis实例之间单向同步
redis-shake是阿里云自研的开源Redis数据传输工具，使用redis-shake的SYNC模式，您可以将一个Redis实
例中的数据实时同步到另一个Redis实例。

前提条件
已创建作为同步目的端的云数据库Redis版实例。
已创建用于运行redis-shake的ECS实例，且ECS实例为64位Linux系统。
ECS实例可以访问目的Redis实例。

背景信息
redis-shake支持对Redis数据进行解析（decode）、恢复（rest ore）、备份（dump）、同步
（sync/rump）。在sync模式下，redis-shake使用SYNC 或PSYNC 命令将数据从源端Redis同步到目的端
Redis，支持全量数据同步和增量数据同步，增量同步在全量同步完成后自动开始。该模式支持自建Redis上
云、自建Redis与云数据库Redis版的同步以及自建Redis之间的同步等场景。
说明
sync模式下源端Redis需支持SYNC 、PSYNC 命令。如源端为云数据库Redis版，需使用有复制权
限的账号连接Redis。
sync模式支持跨版本同步，如2.8版本实例与4.0版本实例同步。
云数据库Redis集群版目前无法作为sync模式的源端。
如需了解更多redis-shake相关信息，请参见redis-shake Git hub主页或FAQ。

操作步骤
1. 登录可以连接云数据库Redis版实例（目的端Redis）的ECS。
2. 在ECS中下载redis-sh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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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您下载最新发布的版本。

3. 解压redis-shake.tar.gz 。
# tar -xvf redis-shake.tar.gz

说明 解压获得的redis-shake为64位Linux系统所需的二进制文件，redis-shake.conf 为redisshake的配置文件，您将在下个步骤对其进行修改。
4. 修改redis-shake.conf 配置文件，sync模式涉及的主要参数说明如下。

redis-shake sync模式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source.address

源Redis的连接地址与服务端口。

示例
xxx.xxx.1.10:6379
SourcePass233

source.password_ra
w

源Redis的连接密码。

说明
如源端Redis为云
数据库Redis版实例，需使用
支持复制权限的账号连接，此
时该参数值格式为 account:
password 。

target.address

目的Redis的连接地址与服务端口。

target.password_ra
w

目的Redis的连接密码，此处为云数据库Redis版
实例的密码。

rbp1xxxxxxxxxxxxx.redis.rds.aliyu
ncs.com:6379
TargetPass233

如果目的Redis有与RDB文件中相同的key，是否
覆盖，可选值：
true（覆盖）；
false（不覆盖）。
rew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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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默认为true，建议对目的
Redis中的有效数据进行完善的备份再执行
恢复。如设置为false且存在数据冲突则会
出现异常提示。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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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示例

target.db

设置待同步的数据在目的Redis中的逻辑数据库
名。
例如，要将所有数据同步到目的Redis中的
DB10，则需将此参数的值设置为10。
当该值设置为-1时，逻辑数据库名在源Redis和
目的Redis中的名称相同，即源Redis中的DB0将
被同步至目的Redis中的DB0，DB1将被同步至
DB1，以此类推。

0

RDB文件同步中使用的并发线程数，用于提高同
步性能。
说明
parallel

最小值为1；

64

最大值取决于服务器性能；
推荐值为64。

5. 使用如下命令开始同步。
# ./redis-shake -type=sync -conf=redis-shake.conf

说明 此命令需在二进制文件redis-shake和配置文件redis-shake.conf 所在的目录中执行，否
则请在命令中指定正确的文件路径。
6. 查看同步日志确认同步状态，当出现 sync rdb done 时，全量同步已经完成，同步进入增量阶段。
同步日志

2.4. 自建数据库间同步
2.4.1. 从通过专线、VPN网关或智能接入网关接入的自
建Redis同步至ECS上的自建Redis
数据传输服务DT S（Dat a T ransmission Service）支持Redis数据库的单向同步，适用于异地多活、数据异地
容灾等多种应用场景。本文以通过专线、VPN网关或智能接入网关接入的自建Redis同步至ECS上的自建Redis
为例，介绍数据同步作业的配置流程。
警告 完成数据同步作业的配置后，请勿变更源数据库或目标数据库的架构类型（例如将主从架构
变更为集群架构），否则会导致数据同步失败。

前提条件
源Redis数据库的版本为2.8、3.0、3.2、4.0或5.0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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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目标Redis数据库支持的版本为2.8、3.0、3.2、4.0或5.0版本，如需跨版本同步（仅支持从
低版本同步到高版本）请提前确认兼容性。
目标Redis数据库的存储空间需大于源Redis数据库已使用的存储空间。
当源Redis数据库为集群架构时，集群的每个节点必须能够执行 psync 命令，且连接的密码一致。

注意事项
DT S在执行全量数据初始化时将占用源库和目标库一定的资源，可能会导致数据库服务器负载上升。如果
数据库业务量较大或服务器规格较低，可能会加重数据库压力，甚至导致数据库服务不可用。建议您在执
行数据同步前谨慎评估，在业务低峰期执行数据同步。
如果在源数据库的配置文件redis.conf 中配置了 bind 参数，请将该参数的值设置为ECS的内网IP地址以保
障DT S可以正常连接源数据库。
为保障同步链路稳定性，建议将源Redis数据库的配置文件redis.conf 中 repl-backlog-size 参数的值适当调
大。
为保障同步质量，DT S会在源Redis数据库中插入一个key： DTS_REDIS_TIMESTAMP_HEARTBEAT ，用于
记录更新时间点。
如果配置Redis集群间的数据同步，请勿在源集群中执行 FLUSHDB 和 FLUSHALL 命令，否则将导致源和
目标的数据不一致。
如果目标库的数据逐出策略（ maxmemory-policy ）配置为 noeviction 以外的值，可能导致目标库的数
据与源库不一致。关于数据逐出策略详情，请参见Redis数据逐出策略介绍。

支持的同步拓扑
一对一单向同步
一对多单向同步
级联单向同步
关于各类同步拓扑的介绍及注意事项，请参见数据同步拓扑介绍。

支持的同步命令
APPEND
BIT OP、BLPOP、BRPOP、BRPOPLPUSH
DECR、DECRBY、DEL
EVAL、EVALSHA、EXEC、EXPIRE、EXPIREAT
GEOADD、GET SET
HDEL、HINCRBY、HINCRBYFLOAT 、HMSET 、HSET 、HSET NX
INCR、INCRBY、INCRBYFLOAT
LINSERT 、LPOP、LPUSH、LPUSHX、LREM、LSET 、LT RIM
MOVE、MSET 、MSET NX、MULT I
PERSIST 、PEXPIRE、PEXPIREAT 、PFADD、PFMERGE、PSET EX、PUBLISH
RENAME、RENAMENX、REST ORE、RPOP、RPOPLPUSH、RPUSH、RPUSHX
SADD、SDIFFST ORE、SELECT 、SET 、SET BIT 、SET EX、SET NX、SET RANGE、SINT ERST ORE、SMOVE、
SPOP、SREM、SUNIONST ORE
ZADD、ZINCRBY、ZINT ERST ORE、ZREM、ZREMRANGEBYLEX、ZUNIONST ORE、ZREMRANGEBY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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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REMRANGEBYSCORE
SWAPDB、UNLINK（仅当源端Redis实例的版本为4.0时支持）
说明
对于通过EVAL或者EVALSHA调用Lua脚本，在增量数据同步时，由于目标端在执行脚本时不会明
确返回执行结果，DT S无法确保该类型脚本能够执行成功。
对于List ，由于DT S在调用sync或psync进行重传时，不会对目标端已有的数据进行清空，可能导
致出现重复数据。

操作步骤
1. 购买数据同步实例，详情请参见购买数据同步作业。
说明

购买时，源实例和目标实例均选择为Redis。

2. 登录数据传输控制台。
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数据同步 。
4. 在同步作业列表 页面顶部，选择同步的目标实例所属地域。

5. 定位至已购买的数据同步实例，单击配置同步链路 。
6. 配置数据同步的源实例及目标实例信息。

类别

配置

说明

无

同步作业名称

DT S会自动生成一个同步作业名称，建议配置具有业务意义的名称（无唯
一性要求），便于后续识别。

实例类型

选择通过专线/V PN网关/智能接入网关接入的自建数据库 。

实例地区

购买数据同步实例时选择的源实例地域信息，不可变更。

对端专有网络

选择自建数据库接入的VPC ID。

数据库类型

固定为Redis 。

实例模式

根据源Redis数据库的架构选择单机版 或集群版 。
填入源Redis数据库的IP地址。

IP地址

说明
当源Redis数据库为集群架构时，填入任一节点的
Master所属服务器的IP地址。

源实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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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填入源Redis数据库的服务端口，默认为6379 。

端口

说明
当源Redis数据库为集群架构时，填入任一节点的
Master的服务端口。

填入连接源Redis数据库的密码。
数据库密码

说明

非必填项，如果没有设置密码可以不填。

实例类型

选择ECS上的自建数据库 。

实例地区

购买数据同步实例时选择的目标实例地域信息，不可变更。
选择作为同步目标的ECS实例ID。

实例ID

目标实例信息

说明
当目标Redis数据库为集群架构时，选择任一节点的
Master所在的ECS实例ID。

实例模式

根据目标Redis数据库的架构选择单机版 或集群版 。
填入目标Redis数据库的服务端口，默认为6379 。

端口

说明
当目标Redis数据库为集群架构时，填入任一节点的
Master的服务端口。

填入连接目标Redis数据库的密码。
数据库密码

说明

非必填项，如果没有设置密码可以不填。

7. 单击页面右下角的授权白名单并进入下一步 。
说明 此步骤会将DT S服务器的IP地址，自动添加到目标ECS实例的内网入方向规则中，用于保
障DT S服务器能够正常连接目标ECS实例。
8. 配置目标已存在表的处理模式和同步对象。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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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预检查并报错拦截 ：检查目标库是否为空。如果待同步的目标库为空，则通过
该检查项目；如果不为空，则在预检查阶段提示错误，数据同步作业不会被启
动。

目标已存在表的处理模式

忽略报错并继续执行 ：跳过目标库是否为空的检查项。
警告
选择为忽略报错并继续执行 后，如果在同步过程中遇到目标
库中的Key与源库中的Key相同，会将源库的数据覆盖写入目标库中，请谨
慎选择。

在源库对象 框中单击待同步的数据库，然后单击 将其移动到已选择对象 框。

同步对象

同步对象的选择粒度为库，暂不支持Key粒度的选择。

9. 上述配置完成后单击页面右下角的下一步 。
10. 配置同步初始化选项，当前固定为包含全量数据+ 增量数据 。
说明

DT S会将源Redis实例中的存量数据同步至目标Redis实例中，并同步增量数据。

11. 上述配置完成后，单击页面右下角的预检查并启动 。
说明
在数据同步作业正式启动之前，会先进行预检查。只有预检查通过后，才能成功启动数据同
步作业。
如果预检查失败，单击具体检查项后的

，查看失败详情。根据提示修复后，重新进行预

检查。
12. 在预检查 对话框中显示预检查通过 后，关闭预检查 对话框，同步作业将正式开始。
13. 等待同步作业的链路初始化完成，直至处于同步中 状态。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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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数据同步 页面，查看数据同步作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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