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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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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汇总介绍了一些应用集成的示例场景，以帮助您快速了解应用集成的功能。

最佳实践列表最佳实践列表

名称 描述

从SFTP服务器获取文件并共享到SMB目录 文件共享到指定目录。

从SFTP服务器获取文件并备份到OSS存储空间 文件备份到指定目录。

从SFTP服务器获取订单文件并按不同供应商分发 订单分发到不同的供应商系统。

从SFTP服务器获取阿里函数计算的入参文件 为阿里函数计算提供入参文件。

从邮件服务器获取内容并发布到Kafka主题 从目标用户邮箱文件夹获取内容发布到Kafka主题。

从数据库源表到目标表的数据集成转换 同类型数据库不同表之间进行数据集成转换。

从API配置文件导入流实现数据库内容增删改查 数据库表数据的增删改查。

从MongoDB获取数据写入Apache Kudu的数据集成转换 不同类型数据库的表之间进行数据集成转换。

通过HTTP请求将数据库源表内容写入目标表 从源表获取数据写入目标表。

通过HTTP请求将HTTP端点内容发布到ActiveMQ指定队
列

从HTTP端口URL获取内容发布到ActiveMQ队列。

通过HTTP请求将HTTP端点内容发布到MQTT指定主题 从HTTP端口URL获取内容发布到MQTT主题。

通过AMQP实现获取ActiveMQ队列内容并发布到主题 从ActiveMQ队列获取数据发布到ActiveMQ主题。

信息持久化存储
消费者下发点餐信息触发集成流运行，点餐信息被存储到
数据库。

订餐信息持久化存储并通知商家接单
消费者下发点餐信息触发集成流运行，点餐信息被存储到
数据库，并发送给商家提醒其接单。

定制化内容并发送到目标邮箱
从数据库表中获取数据，经过定制化处理发送到目标邮
箱。

获取手机号码归属城市的PM2.5指标
通过模拟获取手机号码归属城市的PM2.5指标的场景介绍
REST-Swagger连接器的使用方法。

1.最佳实践概览1.最佳实践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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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通过应用集成实现文件共享。完成从SFTP服务器获取新的订单文件，然后共享到SMB指定目录。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在阿里云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上创建了SFTP和SMB服务。具体操作，请参见使用镜像快速创建无状态
Deployment应用。

将示例文件data.tsv上传到SFTP服务器的incoming目录下。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通过集成流配置可以从SFTP服务器下载目标文件，实现将文件共享到SMB根目录。

本文创建的集成将实现以下功能：

1. 从SFTP服务器的incoming目录下载目标文件data.tsv。

2. 将文件data.tsv共享到SMB根目录下。

创建连接创建连接
本示例中会用到SFTP和SMB，所以需要借助连接器创建对应的连接。

创建SFTP连接，请参见创建连接。
SFTP连接器的参数说明，请参见FTP和SFTP。

创建SMB连接，请参见创建连接。
SMB连接器的参数说明，请参见SMB。

创建空白集成创建空白集成
1. 登录应用集成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集成集成 >  > 集成列表集成列表。

4. 在集成列表集成列表页面，选择目标工作空间，然后单击新建集成新建集成。

5. 在新建集成新建集成面板，选择创建方式为空白流空白流，选择目标环境，输入集成名称名称，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6. 集成创建后，进入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选择接下来的操作。

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创建一个空集成。

在页面左上角单击图标，在列表中单击FlowFlow，创建集成流。

创建集成流创建集成流
1.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左上角，单击图标，在列表中单击FlowFlow，创建集成流。

也可以在页面中，选择点击创建点击创建 >  > FlowFlow，创建集成流。

2. 选择触发器，实现从SFTP服务器下载目标文件。

2.从SFTP服务器获取文件并共享到SMB目2.从SFTP服务器获取文件并共享到SMB目
录录

最佳实践··从SFTP服务器获取文件并共
享到SMB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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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创建新集成流创建新集成流对话框，输入名称名称，选择SFTP作为触发器触发器，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ii. 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单击DownloadDownload右侧的选择选择。

iii. 在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对话框，设置SFTP下载参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从SFTP服务器下载文件的参数说明如下。

参数 描述 是否必须

下一次轮询之前的毫秒下一次轮询之前的毫秒 轮询时间间隔。 否

是否下载后删除文件是否下载后删除文件 是否下载后从服务器删除文件。 否

文件名正则匹配文件名正则匹配
文件名的匹配规则，需满足正则
表达式。

否

云服务总线 CSB 最佳实践··从SFTP服务器获取文件并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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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文件名

需要下载的文件名称，本场景设
置为data.tsv。

说明 说明 建议限制文件
名。如果不配置，则会递归
到全部目录，有可能导致集
成执行失败。

否

是否递归扫描目录是否递归扫描目录 是否扫描子目录下的文件。 否

是否验证幂等性（避免重复消是否验证幂等性（避免重复消
费）费）

在一定范围内验证文件是否被消
费过，消费过的文件不会再次被
消费。
应用集成控制台会建立一个文件
绝对路径+文件修改时间的集
合，总共可存1000条数据，数据
变更符合队列规则（LRU）。
当文件绝对路径和文件修改时
间都相同，且记录的数据在数据
限制范围内，即代表文件已经被
消费过，不会再次被消费。

否

轮询开始前的毫秒数轮询开始前的毫秒数 开始轮询之前等待的时间。 否

SFT P目录SFT P目录
要下载文件的SFTP目录名，本场
景设置为incoming。

是

参数 描述 是否必须

iv. 在设置out put Dat aShape设置out put Dat aShape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创建完成后，集成流即包含了从SFTP服务器下载文件的触发器。

3. 在集成流中添加SMB连接，实现文件共享。

i. 在集成流中DownloadDownload后，单击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连接连接，然后单击SMB连接。

iii. 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单击UploadUpload右侧的选择选择。

最佳实践··从SFTP服务器获取文件并共
享到SMB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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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在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对话框设置参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文件上传到SMB服务器的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是否必须

文件名表达式文件名表达式
解析为文件名的简单语言表达
式，本场景设置为data.tsv。

否

文件是否存在文件是否存在
服务器上已经有要上传的文件时
的所需行为。

否

复制时的临时文件名复制时的临时文件名 复制时的临时文件名。 否

SMB目录SMB目录
文件上传到的SMB目录，本场景
设置为根目录/。

是

v. 在设置input Dat aShape设置input Dat aShape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4.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保存集成流。

实现文件共享功能的集成流创建完成。

注意 注意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时，请及时在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以免添加的步骤丢失。

部署集成部署集成
集成创建并保存后，需要对集成进行部署。具体操作，请参见部署集成示例。

结果验证结果验证
在SMB服务器指定目录查看文件。
登录SMB服务器，查看根目录下是否存在data.tsv文件。

验证集成部署是否正常运行。
查看目标集成的执行记录执行记录，其执行日志执行日志的状态状态是否为SUCCESSSUCCESS。

云服务总线 CSB 最佳实践··从SFTP服务器获取文件并共
享到SMB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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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通过应用集成实现文件备份。完成从SFTP服务器获取新的订单文件，然后上传到OSS存储空间进行
备份。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在阿里云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上创建了SFTP服务。具体操作，请参见使用镜像快速创建无状态
Deployment应用。

将示例文件data.tsv上传到SFTP服务器incoming目录下。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通过集成流配置可以从SFTP服务器下载目标文件，实现将文件备份到OSS存储空间。

本文创建的集成将实现以下功能：

1. 从SFTP服务器的incoming目录下载目标文件data.tsv。

2. 将文件data.tsv上传到OSS的存储空间进行备份。

创建连接创建连接
本示例中会用到SFTP和OSS服务，所以需要借助连接器创建对应的连接。

创建SFTP连接，请参见创建连接。
SFTP连接器的参数说明，请参见 FTP和SFTP。

创建OSS连接，请参见创建连接。
OSS连接器的参数说明，请参见 Alibaba OSS。

创建空白集成创建空白集成
1. 登录应用集成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集成集成 >  > 集成列表集成列表。

4. 在集成列表集成列表页面，选择目标工作空间，然后单击新建集成新建集成。

5. 在新建集成新建集成面板，选择创建方式为空白流空白流，选择目标环境，输入集成名称名称，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6. 集成创建后，进入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选择接下来的操作。

在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创建一个空集成。

在页面左上角单击图标，在列表中单击FlowFlow，创建集成流。

创建集成流创建集成流
1.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左上角，单击图标，在列表中单击FlowFlow，创建集成流。

也可以在页面中，选择点击创建点击创建 >  > FlowFlow，创建集成流。

2. 选择触发器，实现从SFTP服务器下载目标文件。

3.从SFTP服务器获取文件并备份到OSS存3.从SFTP服务器获取文件并备份到OSS存
储空间储空间

最佳实践··从SFTP服务器获取文件并备
份到OSS存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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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创建新集成流创建新集成流对话框，输入名称名称，选择SFTP作为触发器触发器，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ii. 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单击DownloadDownload右侧的选择选择。

iii. 在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对话框，设置SFTP下载参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从SFTP服务器下载文件的参数说明如下。

参数 描述 是否必须

下一次轮询之前的毫秒下一次轮询之前的毫秒 轮询时间间隔。 否

是否下载后删除文件是否下载后删除文件 是否下载后从服务器删除文件。 否

文件名正则匹配文件名正则匹配
文件名的匹配规则，需满足正则
表达式。

否

云服务总线 CSB 最佳实践··从SFTP服务器获取文件并备
份到OSS存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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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文件名

需要下载的文件名称，本场景设
置为data.tsv。

说明 说明 建议限制文件
名。如果不配置，则会递归
到全部目录，有可能导致集
成执行失败。

否

是否递归扫描目录是否递归扫描目录 是否扫描子目录下的文件。 否

是否验证幂等性（避免重复消是否验证幂等性（避免重复消
费）费）

在一定范围内验证文件是否被消
费过，消费过的文件不会再次被
消费。
应用集成控制台会建立一个文件
绝对路径+文件修改时间的集
合，总共可存1000条数据，数据
变更符合队列规则（LRU）。
当文件绝对路径和文件修改时
间都相同，且记录的数据在数据
限制范围内，即代表文件已经被
消费过，不会再次被消费。

否

轮询开始前的毫秒数轮询开始前的毫秒数 开始轮询之前等待的时间。 否

SFT P目录SFT P目录
要下载文件的SFTP目录名，本场
景设置为incoming。

是

参数 描述 是否必须

iv. 在设置out put Dat aShape设置out put Dat aShape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创建完成后，集成流即包含了从SFTP服务器下载文件的触发器。

3. 在集成流中添加OSS连接，实现文件备份。

i. 在集成流中DownloadDownload后，单击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连接连接，然后单击OSS连接。

最佳实践··从SFTP服务器获取文件并备
份到OSS存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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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单击Put  FilePut  File右侧的选择选择。

iv. 在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对话框，设置相对路径相对路径为根目录/，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v. 在设置input Dat aShape设置input Dat aShape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4.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保存集成流。

实现文件备份功能的集成流创建完成。

注意 注意 返回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时，请及时在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以免添加的步骤丢失。

部署集成部署集成
集成创建并保存后，需要对集成进行部署。具体操作，请参见部署集成示例。

结果验证结果验证
查看OSS存储文件。
登录OSS，查看根目录下是否存在data.tsv文件。

验证集成部署是否正常运行。
查看目标集成的执行记录执行记录，其执行日志执行日志的状态状态是否为SUCCESSSUCCESS。

云服务总线 CSB 最佳实践··从SFTP服务器获取文件并备
份到OSS存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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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通过应用集成实现订单分发。完成从SFTP文件服务器获取新的订单文件，按供应商的不同自动生成
不同的分类订单文件，并将分类订单文件发送到指定的接收端点（SFTP服务器的outcoming路径下），另将
原订单文件上传到OSS和SMB指定路径下实现共享和备份。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在阿里云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上创建了SFTP和SMB服务。具体操作，请参见使用镜像快速创建无状态
Deployment应用。

将示例文件data.tsv，上传到SFTP服务器incoming目录下。

集成示例场景简介集成示例场景简介
有一个名为data.tsv订单文件，包含一些订单数据，并已经上传到SFTP服务器的incoming目录下。文件内容
格式如下：

id,orderid,code,qty,price,supplier
1,SPA065037,R930072,500,93.68,SPA
2,SPA065038,R035516,100,258.71,SPA
3,SPB019402,R204189,270,51.22,SPB
4,SPB019403,R204190,280,55.33,SPB

本文创建的集成将实现以下功能：

1. 从SFTP服务器下载data.tsv文件。

2. 使用groovy脚本，将文件数据按supplier（SPA和SPB）拆分并生成两个订单文件spa.tsv和spb.tsv。

3. 将spa.tsv和spb.tsv分别上传到SFTP服务器的outcoming目录中。

4. 将data.tsv上传到OSS的存储空间中，进行备份。

5. 将data.tsv上传到SMB共享服务器的根目录中。

创建连接创建连接
本示例中会用到SFTP、SMB和OSS，所以需要借助连接器创建对应的连接。

创建SFTP连接，请参见创建连接。
SFTP连接器的参数说明，请参见FTP和SFTP。

创建SMB连接，请参见创建连接。
SMB连接器的参数说明，请参见SMB。

创建OSS连接，请参见创建连接。
OSS连接器的参数说明，请参见Alibaba OSS。

创建空白集成创建空白集成
在SFTP、SMB和OSS连接创建完成后，即可创建处理自定义订单的集成。

1. 登录应用集成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集成集成 >  > 集成列表集成列表。

4. 在集成列表集成列表页面，选择目标工作空间，然后单击新建集成新建集成。

4.从SFTP服务器获取订单文件并按不同供4.从SFTP服务器获取订单文件并按不同供
应商分发应商分发

最佳实践··从SFTP服务器获取订单文件
并按不同供应商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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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新建集成新建集成面板，选择创建方式为空白流空白流，选择目标环境，输入集成名称名称，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6. 集成创建后，进入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选择接下来的操作。

在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创建一个空集成。

在页面左上角单击图标，在列表中单击FlowFlow，创建集成流。

创建集成流创建集成流
1.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左上角，单击图标，在列表中单击FlowFlow，创建集成流。

也可以在页面中，选择点击创建点击创建 >  > FlowFlow，创建集成流。

2. 创建触发器。

i. 在创建新集成流创建新集成流对话框输入名称名称，并选择之前创建的SFTP作为触发器触发器，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ii. 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单击DownloadDownload右侧的选择选择。

由于选择了SFTP作为触发器，所以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仅有DownloadDownload一个操作，即从SFTP服务器
下载文件。

iii. 在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对话框，设置SFTP下载参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云服务总线 CSB 最佳实践··从SFTP服务器获取订单文件
并按不同供应商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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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SFTP服务器下载文件的参数说明如下。

参数 描述 是否必须

下一次轮询之前的毫秒下一次轮询之前的毫秒 轮询时间间隔。 否

是否下载后删除文件是否下载后删除文件 是否下载后从服务器删除文件。 否

文件名正则匹配文件名正则匹配
文件名的匹配规则，需满足正则
表达式。

否

文件名文件名

需要下载的文件名称，本场景设
置为data.tsv。

说明 说明 建议限制文件
名。如果不配置，则会递归
到全部目录，有可能导致集
成执行失败。

否

是否递归扫描目录是否递归扫描目录 是否扫描子目录下的文件。 否

最佳实践··从SFTP服务器获取订单文件
并按不同供应商分发

云服务总线 C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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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验证幂等性（避免重复消是否验证幂等性（避免重复消
费）费）

在一定范围内验证文件是否被消
费过，消费过的文件不会再次被
消费。
应用集成控制台会建立一个文件
绝对路径+文件修改时间的集
合，总共可存1000条数据，数据
变更符合队列规则（LRU）。
当文件绝对路径和文件修改时
间都相同，且记录的数据在数据
限制范围内，即代表文件已经被
消费过，不会再次被消费。

否

轮询开始前的毫秒数轮询开始前的毫秒数 开始轮询之前等待的时间。 否

SFT P目录SFT P目录
要下载文件的SFTP目录名，本场
景设置为incoming。

是

参数 描述 是否必须

iv. 在设置out put Dat aShape设置out put Dat aShape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创建完成后，集成流即包含了从SFTP服务器下载文件的触发器。

注意 注意 如果集成比较复杂，当返回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时，可以及时在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以免
添加的步骤丢失。

3. 创建多播器逻辑步骤。

i. 在集成流中单击SFTP Download触发器右侧的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逻辑步骤逻辑步骤，然后单击mult icast （多播器）mult icast （多播器）。

云服务总线 CSB 最佳实践··从SFTP服务器获取订单文件
并按不同供应商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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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mult icastmult icast 对话框配置参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参数 描述

是否并行执行是否并行执行

默认否。如果需要提升性能，可以选择是，如果启
用，则同时向多播发送消息。

说明 说明 调用者线程将继续等待，直到所有
消息都已被完全处理。 它只在消息发送和处理
回复时同时进行。

产生异常是否终止产生异常是否终止
发生异常时是否停止立即继续处理。默认否，即
Camel将消息发送到所有多播，无论其中是否发生
失败。

创建成功后，集成流中即包含了多播器的步骤。

说明 说明 如果集成比较复杂，当返回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时，可以及时在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以免
添加的步骤丢失。

4. 创建Transform逻辑步骤。

i. 鼠标悬停在集成流中多播器步骤St artSt art 右侧的上，然后单击图标。

ii. 在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选择对话框单击逻辑步骤逻辑步骤，然后单击转换器转换器。

最佳实践··从SFTP服务器获取订单文件
并按不同供应商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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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groovy脚本groovy脚本对话框输入以下groovy脚本，单击确定确定。

class OrderA {
    String id;
    String orderId;
    String code;
    String qty;
    String price;
    String supplier;
    OrderA(String id, String orderId, String code, String qty, String price, String
supplier) {
        this.id       = id;
        this.orderId  = orderId;
        this.code     = code;
        this.qty      = qty;
        this.price    = price;
        this.supplier = supplier;
    }
}
String content = convertTo(String.class)
def lst = content.split("\n")
def orderList = new ArrayList<OrderA>()
for (int i = 0; i < lst.size(); i++) {
    String[] values = lst[i].split(",")
    def order = values as OrderA
    orderList.add(order)
}
def map = [:]
map.put("SPA", orderList.findAll{it.supplier == "SPA"})
map.put("SPB", orderList.findAll{it.supplier == "SPB"})
lst = map.get("SPA");
content = "";
for (int i = 0; i < lst.size(); i++) {
    String line = String.format("%s\t%s\t%s\t%s\n", lst[i].id, lst[i].orderId, lst[
i].code, lst[i].qty)
    content += line;
}
payload = content

iv. 在设置设置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v. 在设置out put Dat aShape设置out put Dat aShape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创建成功后，在集成流中即包含了转换器步骤。

云服务总线 CSB 最佳实践··从SFTP服务器获取订单文件
并按不同供应商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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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如果集成比较复杂，当返回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时，可以及时在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以免
添加的步骤丢失。

5. 添加SFTP连接，上传文件。

i. 鼠标悬停在集成流中t ransf orm（转换器）t ransf orm（转换器）后的上，然后单击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连接连接，然后单击SFTP连接。

iii. 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单击UploadUpload右侧的选择选择。

由于选择了Transform配置，所以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仅有UploadUpload一个操作，即将文件上传到SFTP
服务器。

iv. 在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对话框设置参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文件上传到SFTP服务器的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是否必须

文件名表达式文件名表达式
解析为文件名的简单语言表达
式，本场景设置为spa.tsv。

否

文件是否存在文件是否存在
当上传的文件已经在服务器上时
需要的行为。

否

复制时的临时文件前缀复制时的临时文件前缀 复制时临时文件前缀。 否

复制时的临时文件名复制时的临时文件名 复制时的临时文件名。 否

SFT P目录SFT P目录
上传文件到的SFTP目录名，本场
景设置为outcoming。

是

v. 在设置input Dat aShape设置input Dat aShape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添加完成后，集成流中即包含了UploadUpload步骤。

最佳实践··从SFTP服务器获取订单文件
并按不同供应商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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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如果集成比较复杂，当返回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时，可以及时在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以免
添加的步骤丢失。

为集成流添加上传文件到SFTP的并发流为集成流添加上传文件到SFTP的并发流
1. 编辑集成流，在多播器中增加一个并发流。

i. 在集成流多播器步骤右上角单击图标，在列表中单击编辑编辑。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在并发流模板并发流模板下方单击添加添加，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2. 在新添加的并发流中创建转换器逻辑步骤。

i. 鼠标悬停在St artSt art 后的上，然后单击图标。

ii. 在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选择对话框单击逻辑步骤逻辑步骤，然后单击转换器转换器。

云服务总线 CSB 最佳实践··从SFTP服务器获取订单文件
并按不同供应商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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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groovy脚本groovy脚本对话框输入以下groovy脚本，单击确定确定。

class OrderB {
    String id;
    String orderId;
    String code;
    String qty;
    String price;
    String supplier;
    OrderB(String id, String orderId, String code, String qty, String price, String
supplier) {
        this.id       = id;
        this.orderId  = orderId;
        this.code     = code;
        this.qty      = qty;
        this.price    = price;
        this.supplier = supplier;
    }
}
String content = convertTo(String.class)
def lst = content.split("\n")
def orderList = new ArrayList<OrderB>()
for (int i = 1; i < lst.size(); i++) {
    String[] values = lst[i].split(",")
    def order = values as OrderB
    orderList.add(order)
}
def map = [:]
map.put("SPA", orderList.findAll{it.supplier == "SPA"})
map.put("SPB", orderList.findAll{it.supplier == "SPB"})
lst = map.get("SPB");
content = "";
for (int i = 0; i < lst.size(); i++) {
    String line = String.format("%s\t%s\t%s\t%s\n", lst[i].id, lst[i].orderId, lst[
i].code, lst[i].qty)
    content += line;
}
payload = content

iv. 在设置设置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v. 在设置out put Dat aShape设置out put Dat aShape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创建成功后，新的并发流中即包含了转换器步骤。

最佳实践··从SFTP服务器获取订单文件
并按不同供应商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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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如果集成比较复杂，当返回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时，可以及时在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以免
添加的步骤丢失。

3. 在添加的并发流中添加SFTP连接，上传文件。

i. 鼠标悬停在并发流中转换器转换器后的上，然后单击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连接连接，然后单击SFTP连接。

iii. 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单击UploadUpload右侧的选择选择。

由于选择了Transform配置，所以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仅有UploadUpload一个操作，即将文件上传到SFTP
服务器。

iv. 在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对话框，设置上传文件相关参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文件上传到SFTP服务器的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是否必须

文件名表达式文件名表达式
解析为文件名的简单语言表达
式，本场景设置为spb.tsv。

否

文件是否存在文件是否存在
当上传的文件已经在服务器上时
需要的行为。

否

复制时的临时文件前缀复制时的临时文件前缀 复制时临时文件前缀。 否

复制时的临时文件名复制时的临时文件名 复制时的临时文件名。 否

SFT P目录SFT P目录
上传文件到的SFTP目录名，本场
景设置为outcoming。

是

v. 在设置input Dat aShape设置input Dat aShape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创建成功后，添加的并发流中即包含了UploadUpload步骤。

云服务总线 CSB 最佳实践··从SFTP服务器获取订单文件
并按不同供应商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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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如果集成比较复杂，当返回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时，可以及时在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以免
添加的步骤丢失。

为集成流添加OSS连接为集成流添加OSS连接
在集成流中添加OSS连接，可以将处理后文件放入OSS的存储空间中。

1. 编辑集成流，在多播器中增加一个并发流。

i. 在集成流多播器步骤右上角单击图标，在列表中单击编辑编辑。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在并发流模板并发流模板下方单击添加添加，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2. 在新添加的并发流中添加OSS连接。

i. 鼠标悬停在St artSt art 后的上，然后单击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连接连接，单击OSS连接。

最佳实践··从SFTP服务器获取订单文件
并按不同供应商分发

云服务总线 C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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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单击Put  FilePut  File右侧的选择选择。

iv. 在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对话框，设置相对路径相对路径为根目录/，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v. 在设置input Dat aShape设置input Dat aShape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创建完成后，并发流中即包含了将文件放入存储空间中将文件放入存储空间中的步骤。

说明 说明 如果集成比较复杂，当返回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时，可以及时在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以免
添加的步骤丢失。

为集成流添加SMB连接为集成流添加SMB连接
1. 编辑集成流，在多播器中增加一个并发流。

i. 在集成流多播器步骤右上角单击图标，在列表中单击编辑编辑。

云服务总线 CSB 最佳实践··从SFTP服务器获取订单文件
并按不同供应商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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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在并发流模板并发流模板下方单击添加添加，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2. 在新添加的并发流中添加SMB连接。

i. 鼠标悬停在St artSt art 后的上，然后单击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连接连接，然后单击SMB连接。

iii. 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单击UploadUpload右侧的选择选择。

最佳实践··从SFTP服务器获取订单文件
并按不同供应商分发

云服务总线 CSB

26 > 文档版本：20211227



iv. 在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对话框设置参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文件上传到SMB服务器的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是否必须

文件名表达式文件名表达式
解析为文件名的简单语言表达
式，本场景设置为data.tsv。

否

文件是否存在文件是否存在
服务器上已经有要上传的文件时
的所需行为。

否

复制时的临时文件名复制时的临时文件名 复制时的临时文件名。 否

SMB目录SMB目录
文件上传到的SMB目录，本场景
设置为根目录/。

是

v. 在设置input Dat aShape设置input Dat aShape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创建完成后，集成流中即包含了将文件上传到SMB服务器将文件上传到SMB服务器的步骤。

云服务总线 CSB 最佳实践··从SFTP服务器获取订单文件
并按不同供应商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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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如果集成比较复杂，当返回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时，可以及时在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以免
添加的步骤丢失。

部署集成部署集成
集成创建并保存后，需要对集成进行部署。具体操作，请参见部署集成示例。

结果验证结果验证
1. 登录SFTP服务器，进入outcoming目录，查看是否包含spa.tsv和spb.tsv文件。

2. 打开spa.tsv和spb.tsv文件，检查是否已经按supplier SPA和SPB拆分。

3. 登录OSS，查看是否存在data.tsv文件。

4. 登录SMB服务器，查看是否存在data.tsv文件。

最佳实践··从SFTP服务器获取订单文件
并按不同供应商分发

云服务总线 CSB

28 > 文档版本：20211227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67763.html#task-2484838


本文介绍从SFTP服务器获取阿里函数计算的入参文件。完成从SFTP服务器获取文件，作为阿里函数计算的
入参文件，触发集成运行并通过Log逻辑步骤输出函数计算结果。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在阿里云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上创建了SFTP服务。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使用镜像快速创建无状态
Deployment应用。

已经将函数计算的入参文件（入参示例文件）保存在SFTP服务器的incoming目录下。本文提供的入参示
列文件为压缩格式，需要解压获取test.json文件。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通过集成流配置可以从SFTP服务器下载文件，将文件作为函数计算的入参，实现函数计算输出。

本文创建的集成将实现以下功能：

1. 从SFTP服务器的incoming目录下载目标文件test.json。

2. 调用函数。

3. 打印函数计算输出结果。

创建连接创建连接
本示例中会用到SFTP和阿里函数计算，所以需要借助连接器创建对应的连接。

创建SFTP连接，请参见创建连接。
SFTP连接器的参数说明，请参见FTP和SFTP。

创建阿里函数计算连接，请参见创建连接。

创建空白集成创建空白集成
1. 登录应用集成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集成集成 >  > 集成列表集成列表。

4. 在集成列表集成列表页面，选择目标工作空间，然后单击新建集成新建集成。

5. 在新建集成新建集成面板，选择创建方式为空白流空白流，选择目标环境，输入集成名称名称，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6. 集成创建后，进入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选择接下来的操作。

在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创建一个空集成。

在页面左上角单击图标，在列表中单击FlowFlow，创建集成流。

创建集成流创建集成流
1.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左上角，单击图标，在列表中单击FlowFlow，创建集成流。

也可以在页面中，选择点击创建点击创建 >  > FlowFlow，创建集成流。

2. 选择触发器，实现从SFTP服务器下载目标文件。

5.从SFTP服务器获取阿里函数计算的入参5.从SFTP服务器获取阿里函数计算的入参
文件文件

云服务总线 CSB 最佳实践··从SFTP服务器获取阿里函数
计算的入参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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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创建新集成流创建新集成流对话框，输入名称名称，选择SFTP作为触发器触发器，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ii. 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单击DownloadDownload右侧的选择选择。

iii. 在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对话框，设置SFTP下载参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从SFTP服务器下载文件的参数说明如下：

参数 描述 是否必须

下一次轮询之前的毫秒下一次轮询之前的毫秒 轮询时间间隔。 否

是否下载后删除文件是否下载后删除文件 是否下载后从服务器删除文件。 否

文件名正则匹配文件名正则匹配
文件名的匹配规则，需满足正则
表达式。

否

最佳实践··从SFTP服务器获取阿里函数
计算的入参文件

云服务总线 C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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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表达式文件名表达式

需要下载的文件名称，本场景设
置为test.json。

说明 说明 建议限制文件
名。如果不配置，则会递归
到全部目录，有可能导致集
成执行失败。

否

是否递归扫描目录是否递归扫描目录 是否扫描子目录的文件。 否

是否验证幂等性（避免重复消是否验证幂等性（避免重复消
费）费）

验证文件是否被消费过，消费过
的文件不会再次被消费。

否

轮询开始前的毫秒数轮询开始前的毫秒数 开始轮询之前等待的时间。 否

SFT P目录SFT P目录
要下载文件的SFTP目录名，本场
景设置为incoming。

是

参数 描述 是否必须

iv. 在设置input Dat aShape设置input Dat aShape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创建完成后，集成流即包含了从SFTP服务器下载文件的触发器。

3. 在集成流中添加阿里函数计算连接，调用函数。

i. 在集成流中DownloadDownload后单击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连接连接，然后单击阿里函数计算连接。

iii. 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单击调用函数调用函数的右侧选择选择。

云服务总线 CSB 最佳实践··从SFTP服务器获取阿里函数
计算的入参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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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在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对话框，设置调用函数的参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请根据实际情况设置服务服务和函数函数。本场景服务服务设置为guide-hello_world，函数函数设置为guide-node
js10，服务别名服务别名保持默认不修改。

v. 在设置input Dat aShape设置input Dat aShape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vi. 在设置out put Dat aShape设置out put Dat aShape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创建完成后，集成流中即包含了调用函数的连接。

4. 在集成流中添加日志记录器连接，实现函数计算输出结果打印日志的功能。

i. 在集成流中调用函数调用函数后单击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逻辑步骤逻辑步骤，然后单击log（日志记录器）log（日志记录器）。

iii. 设置打印内容参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本场景仅打开消息内容消息内容开关，仅打印函数计算结果的消息主体。

5.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保存集成流。

实现函数计算并打印结果日志的集成流创建完成。

最佳实践··从SFTP服务器获取阿里函数
计算的入参文件

云服务总线 C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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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注意 返回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时，请及时在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以免添加的步骤丢失。

部署集成部署集成
集成创建并保存后，需要对集成进行部署。具体操作，请参见部署集成示例。

结果验证结果验证
在应用集成控制台的集成列表集成列表页面，查看目标集成的执行记录执行记录，其执行日志的状态是否为SUCCESSSUCCESS。

本场景函数计算结果的日志打印如下：

云服务总线 CSB 最佳实践··从SFTP服务器获取阿里函数
计算的入参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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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通过应用集成实现从邮件服务器获取内容并发布到Kafka指定主题。完成从示例用户邮箱的收件箱
里获取未读邮件，然后将获取到的内容发布到Kafka指定主题。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本文创建的集成将实现以下功能：

1. 从用户收件箱里读取邮件信息。

2. 将获取到的邮件信息发布到Kafka的指定主题，本场景以发布到主题Topic1为例。

创建连接创建连接
本示例中会用到Email和Kafka服务，所以需要借助连接器创建对应的连接。

创建Email连接，请参见创建连接。
Email连接器的参数说明，请参见Email。

创建Kafka连接，请参见创建连接。
Kafka连接器的参数说明，请参见Kafka Message Broker。

创建空白集成创建空白集成
1. 登录应用集成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集成集成 >  > 集成列表集成列表。

4. 在集成列表集成列表页面，选择目标工作空间，然后单击新建集成新建集成。

5. 在新建集成新建集成面板，选择创建方式为空白流空白流，选择目标环境，输入集成名称名称，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6. 集成创建后，进入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选择接下来的操作。

在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创建一个空集成。

在页面左上角单击图标，在列表中单击FlowFlow，创建集成流。

创建集成流创建集成流
1.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左上角，单击图标，在列表中单击FlowFlow，创建集成流。

也可以在页面中，选择点击创建点击创建 >  > FlowFlow，创建集成流。

2. 选择触发器，实现从用户邮件指定目录读取邮件信息。

i. 在创建新集成流创建新集成流对话框，输入集成流名称名称，选择Email连接，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6.从邮件服务器获取内容并发布到Kafka6.从邮件服务器获取内容并发布到Kafka
主题主题

最佳实践··从邮件服务器获取内容并发
布到Kafka主题

云服务总线 C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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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单击Receive EmailReceive Email右侧的选择选择。

iii. 在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对话框，设置邮件信息读取参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参数说明如下：

参数 描述

延迟延迟
轮询读取邮件信息的时间间隔，默认值5000，单位
ms。

文件夹文件夹 邮件轮询文件夹，置空表示轮询收件箱。

最大电子邮件数最大电子邮件数
返回邮件的最大数量（使用-1获取所有邮件），默
认值5。

是否只未读是否只未读 是否值读取未读邮件。

创建完成后，集成流即包含了从Email收件箱读取邮件信息的触发器。

3. 在集成流中添加Kafka连接，将读取到的邮件发布到Kafka指定主题。

i. 在集成流中Receive EmailReceive Email后单击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连接连接，然后单击Kafka连接。

云服务总线 CSB 最佳实践··从邮件服务器获取内容并发
布到Kafka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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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单击PublishPublish右侧的选择选择。

iv. 在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对话框，在主题名主题名列表中选择目标主题，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v. 在设置input Dat aShape设置input Dat aShape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4.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保存集成流。

读取收件箱的邮件信息并发布到Kafka指定主题的集成流创建完成。

说明 说明 返回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时，请及时在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以免添加的步骤丢失。

部署集成部署集成
集成创建并保存后，需要对集成进行部署。具体操作，请参见部署集成示例。

结果验证结果验证
验证Kafka的消息代理。

登录Kafka服务器，查看主题Topic1是否含有邮件信息。

您也可以重新发送一封邮件到示例用户邮箱，然后在Kafka的主题Topic1中查看是否含有新发的邮件。

验证集成部署是否正常运行。
查看目标集成的执行记录执行记录，其执行日志执行日志的状态状态是否为SUCCESSSUCCESS。

最佳实践··从邮件服务器获取内容并发
布到Kafka主题

云服务总线 C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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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通过应用集成实现从数据库源表到目标表的数据集成转换。完成从数据库源表定期读取数据，然后
写入目标表，过程中如果两者数据结构存在差异可以加入数据映射逻辑步骤。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在阿里云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上创建了Database服务。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使用镜像快速创建无状
态Deployment应用。

已经在Database创建contact表和todo表，并在contact表写入数据。本场景从contact表读取数据，然
后存入todo表。

本地已经安装MySQL客户端。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通过集成流配置可以实现从源数据库表中读取数据，并将数据写入到目标数据库表中。

本文创建的集成将实现以下功能：

1. 从数据库的contact表中定期读取数据。

2. 将读取到的数据写入到数据库的todo表中。

创建连接创建连接
本示例中会用到Database，所以需要借助连接器创建对应的连接。

创建Database连接，请参见创建连接。

创建空白集成创建空白集成
1. 登录应用集成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集成集成 >  > 集成列表集成列表。

4. 在集成列表集成列表页面，选择目标工作空间，然后单击新建集成新建集成。

5. 在新建集成新建集成面板，选择创建方式为空白流空白流，选择目标环境，输入集成名称名称，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6. 集成创建后，进入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选择接下来的操作。

在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创建一个空集成。

在页面左上角单击图标，在列表中单击FlowFlow，创建集成流。

创建集成流创建集成流
1.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左上角，单击图标，在列表中单击FlowFlow，创建集成流。

也可以在页面中，选择点击创建点击创建 >  > FlowFlow，创建集成流。

2. 选择触发器，实现从Database的contact表中定期读取数据。

i. 在创建新集成流创建新集成流对话框，输入名称名称，选择Database作为触发器触发器，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7.从数据库源表到目标表的数据集成转换7.从数据库源表到目标表的数据集成转换

云服务总线 CSB 最佳实践··从数据库源表到目标表的数
据集成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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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单击Periodic SQL invocat ionPeriodic SQL invocat ion右侧的选择选择。

iii. 在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对话框，设置SQL语句SQL语句和周期周期，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本场景中SQL语句SQL语句设置为select  * from contact，周期周期设置为6000，单位ms。

iv. 在设置out put Dat aShape设置out put Dat aShape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创建完成后，集成流即包含了从Database的contact表定期读取数据的触发器。

3. 在集成流中添加Database连接，实现数据写入到Database的todo表。

i. 在集成流中Periodic SQL invocat ionPeriodic SQL invocat ion后单击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连接连接，然后单击Database连接。

iii. 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单击Invoke SQLInvoke SQL右侧的选择选择。

最佳实践··从数据库源表到目标表的数
据集成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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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在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对话框，设置SQL语句，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本场景中SQL语句SQL语句设置为insert  into todo (task, completed) values (:#task, 0)。

v. 在设置input Dat aShape设置input Dat aShape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创建完成后，集成流中即包含了将数据写入到Database的todo表的连接。

4. 在集成流中添加数据映射器，完成字段映射。

i. 鼠标悬停在集成流中Periodic SQL invocat ionPeriodic SQL invocat ion右侧的上，然后单击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逻辑步骤逻辑步骤，然后单击dat a-mapper（数据映射器）dat a-mapper（数据映射器）。

iii. 在SourceSource >  > 1-SQL Result1-SQL Result  >  > Document  RootDocument  Root 与T argetT arget  >  > 2-SQL Paramet er2-SQL Paramet er之间单击字段进
行映射，然后单击确认确认。

本场景以源表first_name字段和目标表task字段进行映射为例。

iv. 在设置设置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云服务总线 CSB 最佳实践··从数据库源表到目标表的数
据集成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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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保存集成流。

数据库表数据读取和写入处理的集成流创建完成。

注意 注意 返回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时，请及时在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以免添加的步骤丢失。

部署集成部署集成
集成创建并保存后，需要对集成进行部署。具体操作，请参见部署集成示例。

结果验证结果验证
todo表数据对比。

使用MySQL客户端连接Datebase服务器，在MySQL客户端输入select  * from todo查询todo表是否含有
从contact表读取的数据。

您也可以在contact表新增一组数据，然后在todo表查看task字段的值是否是新增的first_name字段的
值。

验证集成部署是否正常运行。
查看目标集成的执行记录执行记录，其执行日志执行日志的状态状态是否为SUCCESSSUCCESS。

最佳实践··从数据库源表到目标表的数
据集成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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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通过应用集成实现从API配置文件导入流实现数据库内容增删改查。完成创建一个API类型的集成，
在该集成中配置集成流实现对数据库内容的增删改查。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在阿里云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上创建了Database服务。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使用镜像快速创建无状
态Deployment应用。

在数据库已创建表并定义字段，本示例以task表和id、task、completed字段为例。

待处理的API文件（示例API文件）需要符合OpenAPI 2.0规范，且已经保存到本地。本文提供的示例文件
为压缩格式，使用前请先解压。

本地已安装Postman和MySQL客户端。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在集成中导入API文件，自动生成5个子集成流。您可以按需创建5个完整的集成流，实现对API的增删改查。

自动生成的5个子集成流：

List  all tasks

Create new task

Fetch task

Update task

Delete task

创建连接创建连接
本示例中会用到Database，所以需要借助连接器创建对应的连接。

1. 创建Database连接，请参见创建连接。

创建集成创建集成
1. 登录应用集成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集成集成 >  > 集成列表集成列表。

4. 在集成列表集成列表页面，选择目标命名空间，然后单击新建集成新建集成。

5. 在新建集成新建集成面板，选择从API配置文件导入流从API配置文件导入流，选择目标环境，然后单击选择文件选择文件，从本地路径上传
API文件。

6. API文件上传完成后，单击文件校验文件校验。
文件校验完成后，会展示API名称API名称、API描述API描述和API数量API数量信息。

8.从API配置文件导入流实现数据库内容8.从API配置文件导入流实现数据库内容
增删改查增删改查

云服务总线 CSB 最佳实践··从API配置文件导入流实现数
据库内容增删改查

> 文档版本：20211227 41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90406.html#task-p2s-2rl-vdb
https://aliware-images.oss-cn-hangzhou.aliyuncs.com/csb/todo-api.zip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67768.html#task-2496102
https://appconnect.console.aliyun.com


7. 在新建集成新建集成面板，单击创建创建。
创建集成后，进入集成设计页面。示例API文件上传后自动生成5个子集成流，每个子集成流的首尾已经
自动生成，需要为每个子集成流创建完整的集成流，才可以实现对API的增删改查。

8.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面板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保存集成流。

注意 注意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时，请及时在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以免添加的步骤丢失。

创建List all tasks集成流创建List all tasks集成流
1.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集成元素集成元素 >  > 集成流集成流 >  > List  all t asksList  all t asks。

2. 在集成流中添加Database连接。

i. 鼠标悬停在集成流中提供的API提供的API右侧的上，然后单击图标。

最佳实践··从API配置文件导入流实现数
据库内容增删改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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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鼠标悬停在集成流中提供的API提供的API右侧的上，然后单击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连接连接，然后单击Database连接。

iii. 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中，单击Invoke SQLInvoke SQL右侧的选择选择。

iv. 在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对话框，设置SQL语句SQL语句，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SQL语句SQL语句设置为select  * from task，即从task表选取所有的列数据。步骤配置完成后，InvokeInvoke
SQLSQL出现在集成流中。

3. 在集成流中添加数据映射器

i. 鼠标悬停在集成流中Invoke SQLInvoke SQL右侧的上，然后单击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逻辑步骤逻辑步骤，然后单击dat a-mapper（数据映射器）dat a-mapper（数据映射器）。

云服务总线 CSB 最佳实践··从API配置文件导入流实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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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SourceSource >  > 2-SQL Result2-SQL Result  >  > Document  RootDocument  Root 与T argetT arget  >  > 3-Response3-Response >  > bodybody之间单击相同
字段进行映射，然后单击确认确认。

字段对应关系如下所示。

Source目录 Source字段 Target字段（body目录）

SourceSource >   >  2-SQL Result2-SQL Result  > >
Document  RootDocument  Root

completed completed

id id

task task

iv. 在设置设置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4.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防止创建的集成流丢失。
List  all task集成流创建完成。

注意 注意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时，请及时在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以免添加的步骤丢失。

创建Create new task集成流创建Create new task集成流
1.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集成元素集成元素 >  > 集成流集成流 >  > Creat e new t askCreat e new t ask。

2. 在集成流中添加Database连接。

i. 鼠标悬停在集成流中提供的API提供的API右侧的上，然后单击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连接连接，然后单击Database连接。

iii. 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中，单击Invoke SQLInvoke SQL右侧的选择选择。

最佳实践··从API配置文件导入流实现数
据库内容增删改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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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在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对话框，设置SQL语句SQL语句，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SQL语句SQL语句设置为insert  into task values (:#id, :#task, :#completed)，即在task表插入新的列数
据。步骤配置完成后，Invoke SQLInvoke SQL出现在集成流中。

3. 在集成流中添加第一个数据映射器。

i. 鼠标悬停在集成流中提供的API提供的API右侧的上，然后单击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逻辑步骤逻辑步骤，然后单击dat a-mapper（数据映射器）dat a-mapper（数据映射器）。

iii. 在SourceSource >  > 1-Request1-Request  >  > bodybody与T argetT arget  >  > 2-SQL Paramet er2-SQL Paramet er之间单击相同字段进行映射，然
后单击确认确认。

字段对应关系如下。

Source目录 Source字段
Target字段（2-SQL Parameter
目录）

SourceSource >   >  1-Request1-Request  > >
bodybody

completed completed

id id

task task

云服务总线 CSB 最佳实践··从API配置文件导入流实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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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在设置设置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4. 在集成流中创建第二个数据映射器。

i. 鼠标悬停在集成流中Invoke SQLInvoke SQL右侧的上，然后单击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逻辑步骤逻辑步骤，然后单击dat a-mapper（数据映射器）dat a-mapper（数据映射器）。

iii. 在SourcesSources >  > 2-SQL Paramet er2-SQL Paramet er、SourcesSources >  > 3-SQL Result3-SQL Result  >  > Document  RootDocument  Root 与T argetT arget  > >
4-Response4-Response >  > bodybody之间单击相同字段进行映射，然后单击确认确认。

字段对应关系如下。

Sources目录 Sources字段 Target字段（body路径）

SourcesSources  >   >  2-SQL2-SQL
Paramet erParamet er

completed completed

id 无映射字段

task task

SourcesSources  >   >  3-SQL Result3-SQL Result  > >
Document  RootDocument  Root

id id

iv. 在设置设置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5.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防止创建的集成流丢失。
Create new task集成流创建完成。

注意 注意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时，请及时在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以免添加的步骤丢失。

创建Fetch task集成流创建Fetch task集成流
1.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集成元素集成元素 >  > 集成流集成流 >  > Fet ch t askFet ch t ask。

最佳实践··从API配置文件导入流实现数
据库内容增删改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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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集成元素集成元素 >  > 集成流集成流 >  > Fet ch t askFet ch t ask。

2. 在集成流中添加Database连接。

i. 鼠标悬停在集成流中提供的API提供的API右侧的上，然后单击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连接连接，然后单击Database连接。

iii. 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单击Invoke SQLInvoke SQL右侧的选择选择。

iv. 在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对话框，设置SQL语句SQL语句，选中找不到记录时报错找不到记录时报错，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SQL语句SQL语句设置为select  * from task where id = :#id，即从task表选取特定id列。步骤配置完成
后，Invoke SQLInvoke SQL出现在集成流中。

3. 在集成流中添加第一个数据映射器。

i. 鼠标悬停在集成流中提供的API提供的API右侧的上，然后单击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逻辑步骤逻辑步骤，然后单击dat a-mapper（数据映射器）dat a-mapper（数据映射器）。

iii. 在SourceSource >  > 1-Request1-Request  >  > Paramet ersParamet ers与T argetT arget  >  > 2-SQL Paramet er2-SQL Paramet er之间单击相同字段进行
映射，然后单击确认确认。

iv. 在设置设置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4. 在集成流中添加第二个数据映射器。

i. 鼠标悬停在集成流中Invoke SQLInvoke SQL右侧的上，然后单击图标。

云服务总线 CSB 最佳实践··从API配置文件导入流实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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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逻辑步骤逻辑步骤，然后单击dat a-mapper（数据映射器）dat a-mapper（数据映射器）。

iii. 在SourcesSources >  > 3-SQL Result3-SQL Result  >  > Document  RootDocument  Root 与T argetT arget  >  > 4-Response4-Response >  > bodybody之间单击相
同字段进行映射，然后单击确认确认。

字段对应关系如下所示。

Sources目录 Sources字段 Target字段（body目录）

SourcesSources  >   >  3-SQL Result3-SQL Result  > >
Document  RootDocument  Root

completed completed

id id

task task

iv. 在设置设置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5. 设置API返回主体携带错误信息。

i. 在集成流中单击Provider API返回路径Provider API返回路径右上角的图标，然后单击编辑编辑。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选中是否在主体中包含错误信息是否在主体中包含错误信息，设置返回码返回码保持默认值，然后单
击确定确定。

6.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防止创建的集成流丢失。
Fetch task集成流创建完成。

注意 注意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时，请及时在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以免添加的步骤丢失。

创建Update task集成流创建Update task集成流
1.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集成元素集成元素 >  > 集成流集成流 >  > Updat e t askUpdat e t ask。

2. 在集成流中添加Database连接。

i. 鼠标悬停在集成流中提供的API提供的API右侧的上，然后单击图标。

最佳实践··从API配置文件导入流实现数
据库内容增删改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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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鼠标悬停在集成流中提供的API提供的API右侧的上，然后单击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连接连接，然后单击Database连接。

iii. 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单击Invoke SQLInvoke SQL右侧的选择选择。

iv. 在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对话框，设置SQL语句SQL语句，选中找不到记录时报错找不到记录时报错，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SQL语句SQL语句设置为update task set  completed = :#completed where id = :#id，即当task表的id列
为特定值时修改completed列的值。步骤配置完成后，Invoke SQLInvoke SQL出现在集成流中。

3. 在集成流中添加第一个数据映射器。

i. 鼠标悬停在集成流中提供的API提供的API右侧的上，然后单击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逻辑步骤逻辑步骤，然后单击dat a-mapper（数据映射器）dat a-mapper（数据映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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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SourceSource >  > 1-Request1-Request  >  > bodybody、SourceSource >  > 1-Request1-Request  >  > Paramet ersParamet ers与T argetT arget  >  > 2-SQL2-SQL
Paramet erParamet er之间单击相同字段进行映射，然后单击确认确认。

字段对应关系如下所示。

Source目录 Source字段
Target字段（2-SQL Parameter
目录）

SourceSource >   >  1-Request1-Request  > >
bodybody

completed completed

id 无映射字段

task 无映射字段

SourceSource >   >  1-Request1-Request  > >
Paramet ersParamet ers

id id

iv. 在设置设置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4. 在集成流中添加第二个数据映射器。

i. 鼠标悬停在集成流中Invoke SQLInvoke SQL右侧的上，然后单击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逻辑步骤逻辑步骤，然后单击dat a-mapper（数据映射器）dat a-mapper（数据映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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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SourcesSources >  > 2-SQL Paramet er2-SQL Paramet er与T argetT arget  >  > 4-Response4-Response >  > bodybody之间进行字段映射，然后单
击确认确认。

字段对应关系如所示。

Sources目录 Sources字段 Target字段（body目录）

SourcesSources  >   >  2-SQL2-SQL
Paramet erParamet er

completed completed

id id

iv. 在设置设置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5. 设置API返回主体携带错误信息。

i. 在集成流中单击Provider API返回路径Provider API返回路径右上角的图标，然后单击编辑编辑。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选中是否在主体中包含错误信息是否在主体中包含错误信息，设置返回码返回码保持默认值，然后单
击确定确定。

6.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防止创建的集成流丢失。
Update task集成流创建完成。

注意 注意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时，请及时在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以免添加的步骤丢失。

创建Delete task集成流创建Delete task集成流
1.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集成元素集成元素 >  > 集成流集成流 >  > Delet e t askDelet e t ask。

2. 在集成流中添加Database连接。

i. 鼠标悬停在集成流中提供的API提供的API右侧的上，然后单击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连接连接，然后单击Database连接。

iii. 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单击Invoke SQLInvoke SQL右侧的选择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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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在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对话框，设置SQL语句SQL语句，选中找不到记录时报错找不到记录时报错，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SQL语句SQL语句设置为delete from task where id = :#id，即当task表的id列为特定值时删除该行。步骤
配置完成后，Invoke SQLInvoke SQL出现在集成流中。

3. 在集成流中添加数据映射器。

i. 鼠标悬停在集成流中提供的API提供的API右侧的上，然后单击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逻辑步骤逻辑步骤，然后单击dat a-mapper（数据映射器）dat a-mapper（数据映射器）。

iii. 在SourceSource >  > 1-Request1-Request  >  > paramet ersparamet ers与T argetT arget  >  > 2-SQL Paramet er2-SQL Paramet er之间进行字段映射，然
后单击确认确认。

iv. 在设置设置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4. 设置API返回主体携带错误信息。

i. 在集成流中单击Provider API返回路径Provider API返回路径右上角的图标，然后单击编辑编辑。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选中是否在主体中包含错误信息是否在主体中包含错误信息，设置返回码返回码保持默认值，然后单
击确定确定。

5.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防止创建的集成流丢失。
Delete task集成流创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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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注意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时，请及时在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以免添加的步骤丢失。

部署集成部署集成
1. 登录应用集成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集成集成 >  > 集成列表集成列表。

4. 在集成列表集成列表页面的当前工作空间当前工作空间下拉列表中，选择目标工作空间。

5. 在集成列表集成列表页面，选择目标集成，在该集成操作操作列下单击部署部署。

6. 在部署集成部署集成对话框，选择目标环境目标环境、资源规格资源规格和资源数量资源数量，然后单击确认确认。
控制台会自动跳转到部署管理部署管理页面，集成示例的状态状态为部署中部署中。

7. 在部署管理部署管理页面，单击操作操作列下的绑定SLB绑定SLB。

8. 在绑定SLB绑定SLB对话框选择SLB实例，然后单击确认确认。

绑定SLB实例完成后，在部署管理部署管理页面该集成部署记录的集成名称集成名称下出现SLB实例的服务地址服务地址。

结果验证结果验证
1. 验证List  all tasks，查询API详细信息。

i. 在Postman上选择GETGET ，发送http://SLB服务地址/api请求。

SLB服务地址可在应用集成控制台部署管理部署管理页面目标集成的部署记录集成名称集成名称下查看。

请求发送后，在Postman的Response区域返回所有API的详细信息。

ii. 使用MySQL客户端连接Datebase服务器，在MySQL客户端输入select  * from task查询task表格详细
信息。
在MySQL客户端界面展示task表格详细信息。

iii. 在应用集成控制台的集成列表集成列表页面查看目标集成的执行记录执行记录。
可查看List  all tasks集成流的执行日志，其状态为SUCCESSSUCCESS。

2. 验证Create new task，新增一个API。

说明 说明 新增API的ID值不能和已有API的ID值重复，如果重复，无法新增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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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Postman上发送新增API的请求。

在Postman上选择POSTPOST ，在BodyBody页面输入新增API的JSON语句，然后发送http://SLB服务地址/a
pi请求。

SLB服务地址可在应用集成控制台部署管理部署管理页面目标集成的部署记录集成名称集成名称下查看。

请求发送后，在Postman的Response区域返回新增API的详细信息。

ii. 使用MySQL客户端连接Datebase服务器，在MySQL客户端输入select  * from task查询task表格详细
信息。
在MySQL客户端界面展示task表格详细信息，包含新增的API。

iii. 在应用集成控制台的集成列表集成列表页面查看目标集成的执行记录执行记录。
可查看Create new task集成流的执行日志，其状态为SUCCESSSUCCESS。

3. 验证Fetch task，查询新增的API详请。

i. 在Postman上选择GETGET ，发送http://SLB服务地址/api/新增API的ID值请求。

SLB服务地址可在应用集成控制台部署管理部署管理页面目标集成的部署记录集成名称集成名称下查看。

请求发送后，在Postman的Response区域返回新增API的详细信息。

ii. 使用MySQL客户端连接Datebase服务器，在MySQL客户端输入select  * from task查询task表格详细
信息。
在MySQL客户端界面展示task表格详细信息，包含新增API的详细信息。

iii. 在应用集成控制台的集成列表集成列表页面查看目标集成的执行记录执行记录。
可查看Fetch tasks集成流的执行日志，其状态为SUCCESSSUCCESS。

4. 验证Update task，更新API的completed字段信息。

说明 说明 目前只支持更新API的completed字段信息。

i. 在Postman上发送更新API的completed字段值的请求。

在Postman上选择PUTPUT ，在Body页面输入更新APIcompleted字段值的JSON语句，然后发送http://
SLB服务地址/api/需要更新API的ID值请求。

SLB服务地址可在应用集成控制台部署管理部署管理页面目标集成的部署记录集成名称集成名称下查看。

请求发送后，在Postman的Response区域返回更新API的详细信息，其completed值已发生变化。

ii. 使用MySQL客户端连接Datebase服务器，在MySQL客户端输入select  * from task查询task表格详细
信息。
在MySQL客户端界面展示task表格详细信息，目标API的completed值已发生变化。

iii. 在应用集成控制台的集成列表集成列表页面查看目标集成的执行记录执行记录。
可查看Update tasks集成流的执行日志，其状态为SUCCESSSUCCESS。

5. 验证Delete task，删除API。

i. 在Postman上选择DELET EDELET E，发送http://SLB服务地址/api/需要删除API的ID值请求。

SLB服务地址可在应用集成控制台部署管理部署管理页面目标集成的部署记录集成名称集成名称下查看。

请求发送后，在Postman的Response区域返回空白信息。

ii. 使用MySQL客户端连接Datebase服务器，在MySQL客户端输入select  * from task查询task表格详
情。
在MySQL客户端界面展示task表格详细信息，目标API已被删除。

iii. 在应用集成控制台的集成列表集成列表页面查看目标集成的执行记录执行记录。
可查看Delete tasks集成流的执行日志，其状态为SUCCESS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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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通过应用集成实现从MongoDB获取数据写入Apache Kudu的数据集成转换。完成从MongoDB指定
集合获取数据，然后写入Apache Kudu目标表，过程中如果两者数据结构存在差异可以加入数据映射逻辑步
骤。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在阿里云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上创建了MongoDB和Apache Kudu服务。操作步骤，请参见使用镜像快
速创建无状态Deployment应用。

已经在MongoDB上创建game集合，并在game集合中存入数据。

已经在Apache Kudu上创建test表。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通过集成流配置可以实现从MongonDB指定集合中获取数据，并将数据写入到Apache Kudu的指定表中。

通过创建的集成，将完成以下动作：

1. 从MongonDB的game集合获取数据。

2. 将获取到的数据写入到Apache Kudu的test表中。

创建连接创建连接
本示例中会用到MongoDB和Apache Kudu，所以需要借助连接器创建对应的连接。

创建MongoDB连接，请参见创建连接。
MongoDB连接器的参数说明，请参见MongoDB。

创建Apache Kudu连接，请参见创建连接。

创建空白集成创建空白集成
1. 登录应用集成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集成集成 >  > 集成列表集成列表。

4. 在集成列表集成列表页面，选择目标工作空间，然后单击新建集成新建集成。

5. 在新建集成新建集成面板，选择创建方式为空白流空白流，选择目标环境，输入集成名称名称，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6. 集成创建后，进入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在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

创建集成流创建集成流
1.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左上角，单击图标，在列表中单击FlowFlow，创建集成流。

也可以在页面中，选择点击创建点击创建 >  > FlowFlow，创建集成流。

2. 选择触发器，实现从MongoDB的game集合中获取数据。

9.从MongoDB获取数据写入Apache9.从MongoDB获取数据写入Apache
Kudu的数据集成转换Kudu的数据集成转换

云服务总线 CSB 最佳实践··从MongoDB获取数据写入A
pache Kudu的数据集成转换

> 文档版本：20211227 55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90406.html#task-p2s-2rl-vd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67768.html#task-2496102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67777.html#concept-2492178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67768.html#task-2496102
https://appconnect.console.aliyun.com


i. 在创建新集成流创建新集成流对话框，输入名称名称，并选择MongoDB作为触发器触发器，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ii. 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单击Mongo consumerMongo consumer右侧的选择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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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对话框，设置Mongo DB消费者Mongo DB消费者参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Mongo DB消费者Mongo DB消费者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集合名称集合名称 获取数据的集合名称，本场景设置为game。

DB用于存储尾部跟踪DB用于存储尾部跟踪 用于存储该跟踪过程的偏移量。

唯一的id来识别这个跟踪过程唯一的id来识别这个跟踪过程
如果在集成中有多个跟踪过程，请指定一个不同的
id。

用于存储尾部跟踪的字段用于存储尾部跟踪的字段 属性，用于存储此尾部跟踪过程的偏移量。

用于存储尾部跟踪的集合用于存储尾部跟踪的集合 字段，用于存储此尾部跟踪过程的偏移量。

持续跟踪是否启用持续跟踪是否启用 是否持续跟踪。

用于跟踪传入文档的集合字段用于跟踪传入文档的集合字段
用于跟踪新文档的属性，通常是增量ID或时间戳，
本场景设置为name。

iv. 在设置out put Dat aShape设置out put Dat aShape对话框，设置参数，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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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out put Dat aShape设置out put Dat aShape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选择schema选择schema 选择Json SchemaJson Schema。

（可选）schema（可选）schema 如果需要，可以输入JSON脚本。

（可选）名称（可选）名称 schema名称。

（可选）描述（可选）描述 schema的描述。

本场景的示例JSON脚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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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array",
    "$schema":"http://json-schema.org/schema#",
    "items":{
        "type":"object",
        "properties":{
            "code":{
                "type":"string",
                "required":true
            },
            "name":{
                "type":"string",
                "required":true
            },
            "year":{
                "type":"string",
                "required":true
            },
            "language":{
                "type":"string",
                "required":false
            },
            "genre":{
                "type":"string",
                "required":true
            }
        }
    }
}

创建完成后，集成流中即出现了从MongoDB指定集合获取信息的触发器。

3. 在集成流中添加Apache Kudu连接，将获取到的数据插入到Apache Kudu的test表中。

i. 在集成流中Mongo consumerMongo consumer后单击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连接连接，然后单击Apache Kudu连接。

iii. 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单击Insert  a row in a kudu t ableInsert  a row in a kudu t able右侧的选择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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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在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对话框，设置Apache Kudu的指定表，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v. 在设置input Dat aShape设置input Dat aShape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创建完成后，集成流中即出现了数据上传到Apache Kudu指定表的连接。

4. 在集成流中添加数据映射器，完成字段映射。

i. 鼠标悬停在集成流中Mongo consumerMongo consumer右侧的上，然后单击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逻辑步骤逻辑步骤，然后单击dat a-mapper（数据映射器）dat a-mapper（数据映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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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SourceSource >  > 1-Mongo1-Mongo >  > Document  RootDocument  Root 与T argetT arget  >  > 2-Kudu t able2-Kudu t able之间单击字段进行映射，
然后单击确认确认。

字段映关系如下。

Source字段 Target字段

name name

year year

code
grade
本场景以code字段和grade字段映射为例，您可根
据实际需要选择字段映射关系。

genre

language

iv. 在设置设置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5.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保存集成流。

MongonDB处理的集成流创建完成。

说明 说明 返回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时，请及时在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以免添加的步骤丢失。

部署集成部署集成
集成创建并保存后，需要对集成进行部署。具体操作，请参见部署集成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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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验证结果验证
查看MongoDB集合数据。

登录Apache Kudu，在test表中查看是否含有MongoDB的game集合的数据。

您也可以在MongoDB的game集合新增一条数据，然后查看Apache Kudu的test表是否有新增的数据。

验证集成部署是否正常运行。
查看目标集成的执行记录执行记录，其执行日志执行日志的状态状态是否为SUCCESSSUCCESS。

最佳实践··从MongoDB获取数据写入A
pache Kudu的数据集成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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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通过HTTP请求将数据库源表内容写入目标表。完成获取数据库源表内容，将获取内容作为HTTP请
求Body，然后发送POST请求将获取的内容写入目标表。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在阿里云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上创建了Database服务。操作步骤，请参见使用镜像快速创建无状态
Deployment应用。

本场景在Database里已经创建contact表和task表，且已经在contact表中录入数据，contact表数据包含
id、first_name、last_name、company、leader_source、create_date和completed字段，而task表数
据只有id、task和completed字段。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通过集成流配置可以实现从数据库源表中获取内容，将获取内容作为HTTP请求的Body，然后发送POST请求
将获取的数据写入到目标表中。

本文创建的集成将实现以下功能：

1. 从数据库的contact表中定期获取数据。

2. 将获取到的数据写入到数据库的task表中。

创建连接创建连接
本示例中会用到Database和REST-Swagger，所以需要借助连接器创建对应的连接。

创建Database连接，请参见创建连接。

创建REST-Swagger连接，请参见创建连接。

创建空白集成创建空白集成
1. 登录应用集成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集成集成 >  > 集成列表集成列表。

4. 在集成列表集成列表页面，选择目标工作空间，然后单击新建集成新建集成。

5. 在新建集成新建集成面板，选择创建方式为空白流空白流，选择目标环境，输入集成名称名称，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6. 集成创建后，进入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在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

创建集成流创建集成流
1.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左上角，单击图标，在列表中单击FlowFlow，创建集成流。

也可以在页面中，选择点击创建点击创建 >  > FlowFlow，创建集成流。

2. 选择触发器，实现从Database的contact表中定期读取数据。

i. 在创建新集成流创建新集成流对话框，输入名称名称，选择Database作为触发器触发器，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10.通过HTTP请求将数据库源表内容写入10.通过HTTP请求将数据库源表内容写入
目标表目标表

云服务总线 CSB 最佳实践··通过HTTP请求将数据库源表
内容写入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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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单击Periodic SQL invocat ionPeriodic SQL invocat ion右侧的选择选择。

iii. 在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对话框，设置SQL语句SQL语句和周期周期，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本场景中SQL语句SQL语句设置为select  * from contact，周期周期设置为6000，单位ms。

iv. 在设置out put Dat aShape设置out put Dat aShape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创建完成后，集成流即包含了从Database的contact表定期读取数据的触发器。

3. 在集成流中添加REST-Swagger连接，将获取的数据写入Database的task表中。

i. 在集成流中Periodic SQL invocat ionPeriodic SQL invocat ion后单击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连接连接，然后单击REST-Swagger连接。

最佳实践··通过HTTP请求将数据库源表
内容写入目标表

云服务总线 C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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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单击Creat e new t askCreat e new t ask右侧的选择选择。

iv. 在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步骤配置完成后，Creat e new t askCreat e new t ask出现在集成流中。

4. 在集成流中添加数据映射器，完成字段映射。

i. 鼠标悬停在集成流中Periodic SQL invocat ionPeriodic SQL invocat ion右侧的上，然后单击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逻辑步骤逻辑步骤，然后单击dat a-mapper（数据映射器）dat a-mapper（数据映射器）。

云服务总线 CSB 最佳实践··通过HTTP请求将数据库源表
内容写入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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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SourceSource >  > 1-SQL Result1-SQL Result  >  > Document  RootDocument  Root 与T argetT arget  >  > 2-SQL Request2-SQL Request 之间单击字段进行
映射，然后单击确认确认。

字段映射关系如下：

Source目录 Source字段 Target字段（2-SQL Result）

SourceSource >   >  1-SQL Result1-SQL Result  > >
Document  RootDocument  Root

id id

completed completed

company

您可以据实际需要选择字段与tas
k字段映射，本场景以字段comp
any和task为例进行映射。

create_date

first_name

last_name

leader_source

iv. 在设置设置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创建完成后，集成流中即出现字段映射的逻辑步骤。

5. 在集成流中添加拆分器，实现单独处理每一项数据。

i. 鼠标悬停在集成流中Periodic SQL invocat ionPeriodic SQL invocat ion右侧的上，然后单击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逻辑步骤逻辑步骤，然后单击split （拆分器）split （拆分器）。

最佳实践··通过HTTP请求将数据库源表
内容写入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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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单击确定确定，完成逻辑步骤的创建。

6.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保存集成流。

Swagger API处理的集成流创建完成。

注意 注意 返回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时，请及时在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以免添加的步骤丢失。

部署集成部署集成
集成创建并保存后，需要对集成进行部署。具体操作，请参见部署集成示例。

结果验证结果验证
task表数据对比。

使用MySQL客户端连接Datebase服务器，在MySQL客户端输入select  * from task查询task表数据，查看
task表字段和contact字段是否对应。

您也可以在contact表新增一组数据，然后查看task表字段和contact字段是否对应。

本场景的字段对应关系如下：

task表字段 contact表字段

id id

task company

completed completed

验证集成部署是否正常运行。
查看目标集成的执行记录执行记录，其执行日志执行日志的状态状态是否为SUCCESSSUCCESS。

云服务总线 CSB 最佳实践··通过HTTP请求将数据库源表
内容写入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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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通过HTTP请求将HTTP端点内容发布到ActiveMQ指定队列。完成访问HTTP端点URL，发送GET请求
将获取的内容发布到ActiveMQ的指定队列。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在阿里云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上创建了ActiveMQ服务。操作步骤，请参见使用镜像快速创建无状态
Deployment应用。

在ActiveMQ服务器已创建主题或者队列，本文以队列Queue1为例。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通过集成流配置可以调用HTTPS端口URL，实现将信息发布到ActiveMQ服务器的指定主题或者队列。 调用
HTTPS端口URL的方式支持GET、PUT、POST、DELETE、HEAD、OPTIONS、TRACE和PATCH。

通过创建的集成，将完成以下动作：

1. 访问HTTPS端口URL。

2. 将信息发布到ActiveMQ的指定队列Queue1中。

创建连接创建连接
本示例中会用到ActiveMQ和HTTPS，所以需要借助连接器创建对应的连接。

创建ActiveMQ连接，请参见创建连接。
ActiveMQ连接器的参数说明，请参见ActiveMQ。

创建HTTPS连接，请参见创建连接。
HTTPS连接器的参数说明，请参见HTTP和HTTPS。

创建空白集成创建空白集成
1. 登录应用集成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集成集成 >  > 集成列表集成列表。

4. 在集成列表集成列表页面，选择目标工作空间，然后单击新建集成新建集成。

5. 在新建集成新建集成面板，选择创建方式为空白流空白流，选择目标环境，输入集成名称名称，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6. 集成创建后，进入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在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

创建集成流创建集成流
1.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左上角单击 图标，在列表中单击FlowFlow，创建集成流。

也可以在页面中，选择点击创建点击创建 >  > FlowFlow，创建集成流。

2. 选择触发器，实现访问HTTPS端口URL。

11.通过HTTP请求将HTTP端点内容发布11.通过HTTP请求将HTTP端点内容发布
到ActiveMQ指定队列到ActiveMQ指定队列

最佳实践··通过HTTP请求将HTTP端点
内容发布到Act iveMQ指定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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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创建新集成流创建新集成流对话框，输入名称名称，并选择HTTPS连接作为触发器触发器，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ii. 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单击Periodic invoke URLPeriodic invoke URL右侧的选择选择。

iii. 在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对话框，设置参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URL路径URL路径
调用HTTPS端点URL的path路径，可根据实际情况
设置。

Ht t p方法Ht t p方法

调用方式，默认为GETGET 。
包含的调用方式有GET、PUT、POST、DELETE、
HEAD、OPTIONS、TRACE和PATCH，请根据实际需
要选择。

周期周期
调用周期，默认为18000001800000，单位ms，可根据实
际需要设置为其他周期。

iv. 在设置out put Dat aShape设置out put Dat aShape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创建完成后，集成流中即包括定期访问HTTPS端点URL的触发器。

云服务总线 CSB 最佳实践··通过HTTP请求将HTTP端点
内容发布到Act iveMQ指定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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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集成流中添加ActiveMQ，实现将消息发布到ActiveMQ指定主题或者队列。

i. 在集成流中Periodic invoke URLPeriodic invoke URL后单击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连接连接，然后单击ActiveMQ连接。

iii. 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单击发布消息发布消息右侧的选择选择。

iv. 在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对话框，设置参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是否持久化是否持久化 是否持久化保证消息投递，默认不选中。

目标名目标名
设置将消息发布到指定主题或队列的目标名，
如Queue1。设置的主题或者队列需要在ActiveMQ
服务器上配置。

目标类型目标类型

选择将消息发布到的目标类型，根据实际需要选
择主题主题 或者队列队列 。

主题主题 ：是一对多的广播消息消费模型，采用服务
端主动推送（Push）模式。

队列队列 ：是一对一的共享消息消费模型，采用客户
端主动拉取（Pull）模式。

v. 在设置input Dat aShape设置input Dat aShape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4.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保存集成流。

最佳实践··通过HTTP请求将HTTP端点
内容发布到Act iveMQ指定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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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协议处理集成流创建完成。

注意 注意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时，请及时在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以免添加的步骤丢失。

部署集成部署集成
集成创建并保存后，需要对集成进行部署。具体操作，请参见部署集成示例。

结果验证结果验证
验证ActiveMQ的消息代理。
登录ActiveMQ服务器，查看队列Queue1是否有从HTTPS端点发布的消息。

验证集成部署是否正常运行。
查看目标集成的执行记录执行记录，其执行日志执行日志的状态状态是否为SUCCESSSUCCESS。

云服务总线 CSB 最佳实践··通过HTTP请求将HTTP端点
内容发布到Act iveMQ指定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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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通过HTTP请求将HTTP端点内容发布到MQTT指定主题。完成访问HTTP端点URL，发送GET请求将
获取的内容发布到MQTT的指定主题。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在阿里云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上创建了MQTT服务。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使用镜像快速创建无状态
Deployment应用。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通过集成流配置可以调用HTTPS端口URL，实现将信息发布到MQTT服务器的指定主题。 调用HTTPS端口URL
的方式支持GET、PUT、POST、DELETE、HEAD、OPTIONS、TRACE和PATCH。

本文创建的集成将实现以下功能：

1. 访问HTTPS端口URL。

2. 将信息发布到MQTT的主题中，本场景示列为发布到主题Topic1中。

创建连接创建连接
本示例中会用到MQTT和HTTPS，所以需要借助连接器创建对应的连接。

创建MQTT连接，请参见创建连接。
MQTT连接器的参数说明，请参见MQTT。

创建HTTPS连接，请参见创建连接。
HTTPS连接器的参数说明，请参见HTTP和HTTPS。

创建空白集成创建空白集成
1. 登录应用集成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集成集成 >  > 集成列表集成列表。

4. 在集成列表集成列表页面，选择目标工作空间，然后单击新建集成新建集成。

5. 在新建集成新建集成面板，选择创建方式为空白流空白流，选择目标环境，输入集成名称名称，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6. 集成创建后，进入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在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

创建集成流创建集成流
1.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左上角单击 图标，在列表中单击FlowFlow，创建集成流。

也可以在页面中，选择点击创建点击创建 >  > FlowFlow，创建集成流。

2. 选择触发器，实现访问HTTPS端口URL。

i. 在创建新集成流创建新集成流对话框，输入名称名称，并选择HTTPS连接作为触发器触发器，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12.通过HTTP请求将HTTP端点内容发布12.通过HTTP请求将HTTP端点内容发布
到MQTT指定主题到MQTT指定主题

最佳实践··通过HTTP请求将HTTP端点
内容发布到MQTT指定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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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单击Periodic invoke URLPeriodic invoke URL右侧的选择选择。

iii. 在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对话框，设置参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URL路径URL路径
调用HTTPS端点URL的path路径，可根据实际情况
设置。

Ht t p方法Ht t p方法

调用方式，默认为GETGET 。
包含的调用方式有GET、PUT、POST、DELETE、
HEAD、OPTIONS、TRACE和PATCH，请根据实际需
要选择。

周期周期
调用周期，默认为18000001800000，单位ms，可根据实
际需要设置为其他周期。

iv. 在设置out put Dat aShape设置out put Dat aShape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创建完成后，集成流中即包括定期访问HTTPS端点URL的触发器。

云服务总线 CSB 最佳实践··通过HTTP请求将HTTP端点
内容发布到MQTT指定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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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集成流中添加MQTT，实现将消息发布到MQTT指定主题。

i. 在集成流中Periodic invoke URLPeriodic invoke URL后单击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连接连接，然后单击MQTT连接。

iii. 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单击PublishPublish右侧的选择选择。

iv. 在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对话框，设置信息发布到MQTT代理的指定主题的名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本场景示列为发布到主题Topic1中。

v. 在设置input Dat aShape设置input Dat aShape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4.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保存集成流。

HTTPS协议处理（MQTT）集成流创建完成。

注意 注意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时，请及时在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以免添加的步骤丢失。

部署集成部署集成
集成创建并保存后，需要对集成进行部署。具体操作，请参见部署集成示例。

结果验证结果验证
验证MQTT的消息代理。
登录MQTT服务器，查看主题Topic1是否有从HTTPS端点发布的消息。

验证集成部署是否正常运行。
查看目标集成的执行记录执行记录，其执行日志执行日志的状态状态是否为SUCCESSSUCCESS。

最佳实践··通过HTTP请求将HTTP端点
内容发布到MQTT指定主题

云服务总线 C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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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通过AMQP实现获取ActiveMQ队列内容并发布到主题。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在阿里云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上创建了ActiveMQ服务。操作步骤，请参见使用镜像快速创建无状态
Deployment应用。

已经在ActiveMQ服务器创建主题和队列，本场景以主题Topic2和队列Queue2为例。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通过集成流配置可以实现AMQP的消息代理功能，本场景展示的集成流通过AMQP把消息发布到ActiveMQ指
定主题或者队列中的功能。

本文创建的集成将实现以下功能：

1. 从ActiveMQ指定队列Queue2中获取信息数据。

2. 通过AMQP将获取到的数据发布到ActiveMQ的指定主题Topic2中。

创建连接创建连接
本示例中会用到ActiveMQ和AMQP，所以需要借助连接器创建对应的连接。

创建ActiveMQ连接，请参见创建连接。
ActiveMQ连接器的参数说明，请参见ActiveMQ。

创建AMQP连接，请参见创建连接。
AMQP连接器的参数说明，请参见AMQP。

创建空白集成创建空白集成
1. 登录应用集成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集成集成 >  > 集成列表集成列表。

4. 在集成列表集成列表页面，选择目标工作空间，然后单击新建集成新建集成。

5. 在新建集成新建集成面板，选择创建方式为空白流空白流，选择目标环境，输入集成名称名称，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6. 集成创建后，进入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在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

创建集成流创建集成流
1.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左上角单击 图标，在列表中单击FlowFlow，创建集成流。

也可以在页面中，选择点击创建点击创建 >  > FlowFlow，创建集成流。

2. 选择触发器，实现从ActiveMQ指定主题或者队列获取消息。

i. 在创建新集成流创建新集成流对话框，输入集成流名称名称，并选择ActiveMQ连接作为触发器触发器，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13.通过AMQP实现获取ActiveMQ队列内13.通过AMQP实现获取ActiveMQ队列内
容并发布到主题容并发布到主题

云服务总线 CSB 最佳实践··通过AMQP实现获取Act 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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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单击订阅消息订阅消息右侧的选择选择。

iii. 在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对话框，设置参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参数 描述

目标名目标名
接收消息的主题或队列，本文以队列Queue2为例。
主题或队例需要在ActiveMQ服务器上配置。

目标类型目标类型
接收消息的类型，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队列队列 或者主主
题题 。

持久订阅ID持久订阅ID
为连接设置ID来保证连接关闭或重新打开时消息不
丢失。连接类型需要是主题主题 。

消息选择器消息选择器 消息过滤表达式，满足表达式的消息才会被接收。

iv. 在设置out put Dat aShape设置out put Dat aShape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创建完成后，集成流中即包括从指定目标获取数据的ActiveMQ触发器。

最佳实践··通过AMQP实现获取Act ive
MQ队列内容并发布到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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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集成流中添加AMQP，将从ActiveMQ获取的消息发布到AMQP的指定主题或者队列。

i. 在集成流中订阅消息订阅消息后单击 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连接连接，然后单击AMQP连接。

iii. 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单击发布消息发布消息右侧的选择选择。

iv. 在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对话框，设置参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参数 描述

目标名称目标名称
发送数据到指定主题或队列的目标名称，本文以主
题Topic2为例。主题或者队列需要在ActiveMQ服务
器上配置。

目标类型目标类型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T opicT opic或者QueueQueue。

是否持久化是否持久化 是否持久化保证消息投递，默认不选中。

v. 在设置input Dat aShape设置input Dat aShape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4.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保存集成流。

实现AMQP消息代理功能的集成流创建完成。

云服务总线 CSB 最佳实践··通过AMQP实现获取Act 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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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注意 返回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时，请及时在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以免添加的步骤丢失。

部署集成部署集成
集成创建并保存后，需要对集成进行部署。具体操作，请参见部署集成示例。

结果验证结果验证
验证AMQP的消息代理。

i. 登录ActiveMQ服务器，向队列Queue2发送一条消息。

ii. 登录ActiveMQ服务器，查看主题Topic2中是否含有刚刚新发给队列Queue2的消息。

验证集成部署是否正常运行。
查看目标集成的执行记录执行记录，其执行日志执行日志的状态状态是否为SUCCESSSUCCESS。

最佳实践··通过AMQP实现获取Act ive
MQ队列内容并发布到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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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一个模拟场景介绍Kafka连接器的简单使用。场景为消费者下发订餐信息（消息队列Kafka的Topic
发送消息），订餐信息持久化存储到指定数据库。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您需要提前完成以下准备工作：

在阿里云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上创建了Kafka服务和Database服务。具体操作，请参见使用镜像快速创
建无状态Deployment应用。

已经在Kafka服务器创建Topic，用于模拟消费者下发订餐信息。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本文介绍的是实现订阅订餐信息，订餐信息持久化处理的配置流程。

Kafka的主题TopicA发送消息模拟消费者下发订餐信息，然后订餐信息存储到数据库的orders表。

订餐信息内容假设为消费者ID（customer_id）、商家ID（restaurant_id）和食品（food）的JSON语句，示
例如下：

{
  "customer_id": 200,
  "restaurant_id": 800,
  "food": "apple"
}

orders表中也设置了customer_id、restaurant_id和food字段，以便和订餐信息一一对应。

创建的集成主要完成以下动作：

1. 订阅订餐信息（即TopicA发送的消息）。

2. 订餐信息持久化存储（即保存消息到数据库表）。

视频教程视频教程

创建连接创建连接
本示例中会用到Kafka和Database连接，所以需要借助连接器创建对应的连接。

1. 创建Kafka和Database连接。

创建连接的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连接。

创建空白集成创建空白集成
1. 登录应用集成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集成集成 >  > 集成列表集成列表。

4. 在集成列表集成列表页面，选择目标命名空间，然后单击新建集成新建集成。

5. 在新建集成新建集成面板，选择创建方式为空白流空白流，选择目标环境，输入集成名称名称，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6. 集成创建后，进入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在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

创建集成流创建集成流

14.信息持久化存储14.信息持久化存储

云服务总线 CSB 最佳实践··信息持久化存储

> 文档版本：20211227 79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90406.html#task-p2s-2rl-vd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67768.html#task-2496102
https://appconnect.console.aliyun.com


1.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左上角，单击图标，在列表中单击FlowFlow，创建集成流。

也可以在页面中，选择点击创建点击创建 >  > FlowFlow，创建集成流。

2. 选择触发器，订阅订餐信息。

i. 在创建新集成流创建新集成流对话框输入集成流名称名称，并选择之前创建的Kafka连接作为触发器触发器，然后单击创创
建建。

ii. 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中SubscribeSubscribe右侧，单击选择选择。

iii. 在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对话框中设置订阅的目标Topic，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最佳实践··信息持久化存储 云服务总线 C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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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在设置out put Dat aShape设置out put Dat aShape对话框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Json Inst anceJson Inst ance，然后在设置设置
out put Dat aShapeout put Dat aShape对话框输入Json Instance格式的订餐信息，单击创建创建。

参数 描述

选择schema选择schema
订餐信息的转换格式，本示例中以Json Instance格
式为例。

schemaschema

Json Instance格式订餐信息示例。本例的订餐信息
如下：

{
  "customer_id": 200,
  "restaurant_id": 800,
  "food": "apple"
}

名称名称 自定义设置名称。

描述描述 订餐信息描述。

创建完成后，集成流中即包含订阅订餐信息的触发器。

3. 在集成流中添加Database连接，实现订餐信息的持久化存储。

i. 在集成流中SubscribeSubscribe右侧单击 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连接连接，然后单击之前新建的Database连接。

云服务总线 CSB 最佳实践··信息持久化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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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中Invoke SQLInvoke SQL右侧，单击选择选择。

iv. 在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对话框设置参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本示例输入的SQL语句为  insert into orders(customer_id, restaurant_id, food) values(:#c
ustomer_id, :#restaurant_id, :#food) ，即在数据库表orders中写入订餐信息。

创建完成后，集成流中即包含触发器和Database连接。

4. 在集成流中添加数据映射器，实现将订餐信息字段赋值给数据库表的对应字段。

i. 鼠标悬停在集成流中SubscribeSubscribe右侧的上，然后单击。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逻辑步骤逻辑步骤，然后单击dat a-mapper（数据映射器）dat a-mapper（数据映射器）。

最佳实践··信息持久化存储 云服务总线 C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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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SourceSource >  > 1-apple-t est1-apple-t est 与T argetT arget  >  > 2-SQL Paramet er2-SQL Paramet er之间单击相同字段进行映射，然后单
击确认确认。

iv. 在设置设置对话框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创建完成后，集成流中即包含触发器、数据映射器和Database连接。

5.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保存集成流。

实现订餐信息持久化存储的集成流创建完成。

注意 注意 返回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时，请及时在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以免添加的步骤丢失。

部署集成部署集成
集成创建并保存后，需要对集成进行部署。具体操作，请参见部署集成示例。

结果验证结果验证
1. 登录Kafka服务器，在TopicA发送一条订餐信息。

{
  "customer_id": 200,
  "restaurant_id": 800,
  "food": "apple"
}

2. 查询集成执行记录。

i. 登录应用集成控制台。

ii.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云服务总线 CSB 最佳实践··信息持久化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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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集成集成 >  > 执行管理执行管理。

iv. 在执行管理执行管理页面通过工作空间/集成工作空间/集成、部署环境/日期部署环境/日期和运行时长运行时长筛选目标集群的执行记录。

集成的执行记录状态为SUCCESSSUCCESS即代表集成正常运行。

v. 在目标集成的执行记录右侧单击查看查看。

在执行日志对话框中可以查看集成流每个步骤的状态和相关输出。

3. 在数据库表查询orders表内容是否新增一条订餐信息。

最佳实践··信息持久化存储 云服务总线 C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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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一个模拟场景介绍RocketMQ连接器的简单使用。场景为消费者下发订餐信息（消息队列RocketMQ
的Topic发送消息），订餐信息持久化存储到指定数据库，然后通知商家（消息队列RocketMQ的Topic）接
单。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您需要提前完成以下准备工作：

在阿里云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上创建了Database服务。具体操作，请参见使用镜像快速创建无状态
Deployment应用。

开通RocketMQ服务。具体操作，请参见开通消息队列服务并授权。

已经在RocketMQ控制台创建Topic和Group ID。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资源。

已经在数据库中创建存储订单信息的表。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本文介绍的是实现订阅订餐信息，订餐信息持久化处理，然后发布订单信息到商家以提醒商家接单的配置流
程。

RocketMQ的主题TopicA发送信息模拟消费者下发订餐信息，然后订餐信息存储到数据库的orders表，最后
再将信息发送到商家（RocketMQ的主题TopicB）。

订餐信息内容假设为消费者ID（customer_id）、商家ID（restaurant_id）和食品（food）的JSON语句，示
例如下：

{
  "customer_id": 200,
  "restaurant_id": 800,
  "food": "apple"
}

orders表中也设置了customer_id、restaurant_id和food字段，以便和订餐信息一一对应。

本文创建的集成将实现以下功能：

1. 订阅订餐信息（即TopicA发送的消息）。

2. 订餐信息持久化存储（即保存消息到数据库表）。

3. 发送订餐信息到商家（即发送到TopicB），提醒商家接单。

视频教程视频教程

创建连接创建连接
本示例中会用到RocketMQ和Database连接，所以需要借助连接器创建对应的连接。

1. 创建RocketMQ和Database连接。

创建连接的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连接。

创建空白集成创建空白集成
1. 登录应用集成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集成集成 >  > 集成列表集成列表。

15.订餐信息持久化存储并通知商家接单15.订餐信息持久化存储并通知商家接单

云服务总线 CSB 最佳实践··订餐信息持久化存储并通知
商家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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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集成列表集成列表页面，选择目标命名空间，然后单击新建集成新建集成。

5. 在新建集成新建集成面板，选择创建方式为空白流空白流，选择目标环境，输入集成名称名称，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6. 集成创建后，进入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在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

创建集成流创建集成流
1.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左上角，单击图标，在列表中单击FlowFlow，创建集成流。

也可以在页面中，选择点击创建点击创建 >  > FlowFlow，创建集成流。

2. 选择触发器，订阅订餐信息。

i. 在创建新集成流创建新集成流对话框，输入集成流名称名称，选择RocketMQ连接作为触发器，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ii. 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中，单击订阅消息订阅消息右侧的选择选择。

最佳实践··订餐信息持久化存储并通知
商家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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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对话框中，设置参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参数 描述

T opicT opic 订阅消息的目标主题，本文以TopicA为例。

consumerGroupconsumerGroup 消费者的Group ID，本文以GID_GroupB为例。

subExpressionsubExpression

消息过滤表达式，满足表达式的消息才会被订阅。

说明说明
仅支持或运算，如tag1 || tag2 || tag3，如果设
置为空和星号（*），则表示全部订阅。
本示例中如果TopicA发送的消息不带TagA，
则不会触发集成流。

messageModelmessageModel 消息模型，保持默认值。

iv. 在设置out put Dat aShape设置out put Dat aShape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Json SchemaJson Schema，然后在设置设置
out put Dat aShapeout put Dat aShape对话框输入Json Schema格式的订餐信息相关参数，单击创建创建。

云服务总线 CSB 最佳实践··订餐信息持久化存储并通知
商家接单

> 文档版本：20211227 87



参数 描述

选择schema选择schema
订餐信息的转换格式，本示例中以Json Schema格
式为例。

schemaschema Json Schema格式订餐信息示例。

名称名称 自定义设置名称。

描述描述 订餐信息描述。

本示例中的Json Schema格式订餐信息详情如下：

最佳实践··订餐信息持久化存储并通知
商家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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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ema": "http://json-schema.org/draft-04/schema#",
  "type": "object",
  "properties": {
    "customer_id": {
      "type": "integer"
    },
    "restaurant_id": {
      "type": "integer"
    },
    "food": {
      "type": "string"
    }
  },
  "required": [
    "customer_id",
    "restaurant_id",
    "food"
  ]
}

创建完成后，集成流中即包含订阅订餐信息的触发器。

3. 在集成流中添加条件转换器，实现将订餐信息的Body通过Header透传。

集成流每个step运行之后，订餐信息的Body都会变化，此处通过Header透传解决此问题。

i. 在集成流中订阅信息订阅信息右侧单击 。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逻辑步骤逻辑步骤，然后单击t ransf orm（转换器）t ransf orm（转换器）。

云服务总线 CSB 最佳实践··订餐信息持久化存储并通知
商家接单

> 文档版本：20211227 89



iii. 在groovy 脚本groovy 脚本对话框，输入条件转换语句，单击确定确定。

本示例中的条件转换语句为  msg.setHeader("orders", msg.getBody()) ，即将订阅的订餐信息
的Body通过Header透传。

iv. 在设置设置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创建完成后，集成流中即包含触发器和条件转换器。

4. 在集成流中添加Database连接，实现订餐信息的持久化存储。

i. 在集成流中t ransf orm（转换器）t ransf orm（转换器）右侧，单击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连接连接，然后单击Database连接。

iii. 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单击Invoke SQLInvoke SQL右侧的选择选择。

最佳实践··订餐信息持久化存储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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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在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对话框，设置参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本示例输入的SQL语句为  insert into orders(customer_id, restaurant_id, food) values(:#c
ustomer_id, :#restaurant_id, :#food) ，即在数据库表orders中写入订餐信息。

v. 在设置input Dat aShape设置input Dat aShape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创建完成后，集成流中即包含触发器、条件转换器和Database连接。

5. 在集成流中添加数据映射器，实现将订餐信息字段赋值给数据库表的对应字段。

i. 鼠标悬停在集成流中t ransf orm（转换器）t ransf orm（转换器）右侧的上，然后单击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逻辑步骤逻辑步骤，然后单击dat a-mapper（数据映射器）dat a-mapper（数据映射器）。

iii. 在SourceSource >  > 1-apple-t est1-apple-t est 与T argetT arget  >  > 2-SQL Paramet er2-SQL Paramet er之间单击相同字段进行映射，然后单
击确认确认。

iv. 在设置设置对话框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创建完成后，集成流中即包含触发器、条件转换器、数据映射器和Database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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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集成流中添加条件转换器，实现将订餐信息的Header重新赋值给Body。

i. 在集成流中Invoke SQLInvoke SQL右侧单击 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逻辑步骤逻辑步骤，然后单击t ransf orm（转换器）t ransf orm（转换器）。

iii. 在groovy 脚本groovy 脚本对话框，输入条件转换语句，单击确定确定。

本示例中的条件转换语句为  payload = msg.getHeader("orders") ，即将订餐信息的Header重
新赋值给Body。

iv. 在设置设置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创建完成后，集成流中即包含触发器、条件转换器、数据映射器、Database连接和条件转换器。

7. 在集成流中添加发送订餐信息到商家的步骤。

i. 鼠标悬停在集成流中t ransf orm（转换器）t ransf orm（转换器）右侧的上，然后单击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连接连接，然后单击之前新建的RocketMQ连接。

iii. 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单击发送消息发送消息右侧的选择选择。

最佳实践··订餐信息持久化存储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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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在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对话框，设置参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参数 描述

T opicT opic 发送消息到目标主题，本文以TopicB为例。

发送组（ProducerGroup）发送组（ProducerGroup） 发送组，起标识作用，可不填。

sendT agsendT ag 发送消息的标签，用于对消息的再归类。

sendKeysendKey 发送消息的业务标识。

sendMsgT imeout MillissendMsgT imeout Millis 延时时长，单位毫秒，此处以3000为例。

v. 在设置input Dat aShape设置input Dat aShape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8.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保存集成流。

实现订餐信息持久化存储和提醒商家接单的集成流创建完成。

注意 注意 返回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时，请及时在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以免添加的步骤丢失。

部署集成部署集成
集成创建并保存后，需要对集成进行部署。具体操作，请参见部署集成示例。

结果验证结果验证
1. 消费者发送信息。

i. 登录
消息队列RocketMQ版
控制台。

ii. 在实例列表实例列表页面，找到目标实例，在其操作操作列，单击详情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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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TopicA内发送消息。

a.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T opic管理T opic管理。

b. 在T opic管理T opic管理页面，选择TopicA，并单击右侧的发送消息发送消息。

c. 在发送消息发送消息对话框，设置消息参数，单击确定确定。

参数 描述

T opicT opic 已选定发送消息的Topic，不可编辑。

T agT ag 发送消息携带的标签。

KeyKey 发送消息携带的业务标识。

消息体消息体

发送的消息主体，本示例为：

{
  "customer_id": 200,
  "restaurant_id": 800,
  "food": "apple"
}

2. 查询集成执行记录。

i. 登录应用集成控制台。

ii.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iii.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集成集成 >  > 执行管理执行管理。

最佳实践··订餐信息持久化存储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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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在执行管理执行管理页面，设置工作空间/集成工作空间/集成、部署环境/日期部署环境/日期和运行时长运行时长，筛选目标集群的执行记
录。

集成的执行记录状态为SUCCESSSUCCESS即代表集成正常运行。

v. 在目标集成的执行记录右侧，单击查看查看。

在执行日志对话框中可以查看集成流每个步骤的状态和相关输出。

3. 在数据库表查询orders表内容是否新增一条订餐信息。

4. 商家查询订餐消息。

i. 登录
消息队列RocketMQ版
控制台。

ii. 在实例列表实例列表页面，找到目标实例，在其操作操作列，单击详情详情。

iii.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消息查询消息查询。

iv. 在消息查询消息查询页面，单击按T opic查询按T opic查询页签。

如果您需要了解其他查询消息的方式，请参见消息查询。

v. 在按T opic查询按T opic查询页签下，选择TopicB和时间，然后单击搜索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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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在查询消息结果列表单击目标记录的右上角的下载下载按钮，然后在本地打开下载的文件，查看详细订
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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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一个模拟场景介绍Template模板器的简单使用。场景为获取工厂订单信息，借助Template模板器
将需要的订单信息定制化处理，然后发送到目标邮箱。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在阿里云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上创建了Database服务。具体操作，请参见使用镜像快速创建无状态
Deployment应用。

已在数据库中创建记录工厂订单信息的order_todo表，并在order_todo表存入订单信息。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记录工厂订单信息的order_todo表内容示例如下。其中ID表示订单ID，type表示订单类型（实际可能是商家
名称、商品名称等）。

ID type

1 A

2 B

通过创建集成实现获取工厂订单中的A类型订单数量，借助Template逻辑步骤将A类型订单数量进行定制化
处理，然后发送给目标邮箱。

本文创建的集成将实现以下功能：

1. 获取order_todo表中A类型任务数量。

2. 通过Template逻辑步骤实现将获取内容定制化处理。

3. 发送到目标邮箱。

视频教程视频教程

创建连接创建连接
本示例中会用到Database和Email服务，所以需要借助连接器创建对应的连接。

1. 创建Database连接和Email连接。

创建连接的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创建连接。

创建空白集成创建空白集成
1. 登录应用集成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集成集成 >  > 集成列表集成列表。

4. 在集成列表集成列表页面，选择目标命名空间，然后单击新建集成新建集成。

5. 在新建集成新建集成面板，选择创建方式为空白流空白流，选择目标环境，输入集成名称名称，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6. 集成创建后，进入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在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

创建集成流创建集成流
1.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左上角，单击图标，在列表中单击FlowFlow，创建集成流。

也可以在页面中，选择点击创建点击创建 >  > FlowFlow，创建集成流。

16.定制化内容并发送到目标邮箱16.定制化内容并发送到目标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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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触发器，实现从order_todo表中获取A类型订单数量。

i. 在创建新集成流创建新集成流对话框，输入集成流名称名称，选择Database连接作为触发器，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ii. 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Periodic SQL invocat ionPeriodic SQL invocat ion右侧，单击选择选择。

iii. 在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对话框，设置SQL语句SQL语句和周期周期，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本场景中SQL语句SQL语句设置为select  count(*) from order_todo where type = 'A'，即从order_todo表
获取A类型订单数量。周期周期保持为默认值60000，单位ms。

iv. 在设置out put Dat aShape设置out put Dat aShape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创建完成后，集成流即包含了从Database获取数据的触发器。

3. 在集成流中添加Email连接，实现发送邮件到目标邮箱。

i. 在集成流中Periodic SQL invocat ionPeriodic SQL invocat ion右侧单击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连接连接，然后单击Email连接。

最佳实践··定制化内容并发送到目标邮
箱

云服务总线 CSB

98 > 文档版本：20211227



iii. 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单击Send EmailSend Email右侧的选择选择。

iv. 在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对话框，设置发送邮件的相关参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参数 描述

发邮件到发邮件到
发送电子邮件到的电子邮件地址，支持设置多个地
址，使用半角逗号（,）隔开。

邮件发送方邮件发送方
发件人的电子邮件地址，必须是有效的电子邮件地
址，以避免发件人验证失败。

邮件主题邮件主题 插入到电子邮件主题行的文本。

说明 说明 更多发送邮件的参数说明，请参见Email连接作为集成的结束连接或中间连接。

4. 在集成流中添加Template模板器，将A类型订单数量定制化处理。

i. 鼠标悬停在集成流中Periodic SQL invocat ionPeriodic SQL invocat ion右侧的上，然后单击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逻辑步骤逻辑步骤，然后单击t emplat e（模板器）t emplat e（模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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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FreemarkerFreemarker页面，输入定制化信息，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说明 说明 在FreemarkerFreemarker页面自定义设置消息内容，携带的变量值为上一步骤的输出（即A类
型订单数量），变量格式为${变量名}，变量名必须为大小写字母。

5. 在集成流中添加第一个数据映射器，将获取到的A类型订单数量赋值给Template模板器的变量。

i. 鼠标悬停在集成流中Periodic SQL invocat ionPeriodic SQL invocat ion右侧的上，然后单击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逻辑步骤逻辑步骤，然后单击dat a-mapper（数据映射器）dat a-mapper（数据映射器）。

iii. 在SourceSource >  > 1-SQL Result1-SQL Result  >  > Document  RootDocument  Root 与T argetT arget  >  > 2 - T emplat e JSON Schema2 - T emplat e JSON Schema之间
单击字段进行映射，然后单击确认确认。

将A类订单数量值赋值给Template变量。

iv. 在设置设置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6. 在集成流中添加第二个数据映射器，将Template定制化处理的内容赋值给发送的邮件内容。

i. 鼠标悬停在集成流中模板器模板器右侧的上，然后单击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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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逻辑步骤逻辑步骤，然后单击dat a-mapper（数据映射器）dat a-mapper（数据映射器）。

iii. 在SourceSource >  > 3 - T emplat e JSON Schema3 - T emplat e JSON Schema与T argetT arget  >  > 4 - EmailMessage4 - EmailMessage之间单击字段进行映
射，然后单击确认确认。

将Template定制化处理的内容赋值给发送的邮件内容。

iv. 在设置设置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7.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保存集成流。

部署集成部署集成
集成创建并保存后，需要对集成进行部署。具体操作，请参见部署集成示例。

结果验证结果验证
1. 查看集成执行记录。

i. 登录应用集成控制台。

ii.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iii.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集成集成 >  > 执行管理执行管理。

iv. 在执行管理执行管理页面，设置工作空间/集成工作空间/集成、部署环境/日期部署环境/日期和运行时长运行时长，筛选目标集群部署的执行
记录。

集成的执行记录状态为SUCCESSSUCCESS即代表集成正常运行。

2. 查看邮箱收件记录。

i. 登录邮箱，查看收件箱内是否存在主题为A类订单数量的新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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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单击A类订单数量邮件，查看邮件内容。

可在邮件内容里查看到定制化处理的内容，内容中包含A类订单数量。

说明 说明 在数据库中的order_todo表新增或删除A类型订单个数，一段延迟时间（默认60
秒）后将发送新数量的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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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模拟获取手机号码归属城市的PM2.5指标的场景介绍REST-Swagger连接器的使用方法。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您需要提前完成以下准备工作：

获取手机号码归属地的Swagger 2.0文件（REST-Swagger1）。

获取城市空气质量的Swagger 2.0文件（REST-Swaggwe2）。

根据手机号码获取归属地的空气PM2.5指标的Swagger 2.0文件（REST-Swagger3）。
导入该示例Swagger 2.0文件将生成集成流的首尾步骤。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本文介绍的是获取手机号码归属地的PM2.5指标的配置流程。集成运行成功后，您只需要输入手机号码，即
可获取该手机号码归属地的PM2.5指标。如果您需要获取更多空气质量指标，只需在REST-Swagger3文件中
添加空气质量指标接口并做好数据映射便可实现。

本文创建的集成将实现以下功能：

1. 获机号码的归属地。

2. 获取归属地的空气质量。

视频教程视频教程

步骤一：发布资产步骤一：发布资产
由于REST-Swagger连接器不是应用集成控制台内置连接器，需要您手动发布资产。

1. 登录应用集成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资产中心资产中心，并在页面右上角单击发布新资产发布新资产。

4. 在弹出的对话框，单击发布本地资产发布本地资产页签，设置资产相关参数，然后单击确认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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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名称名称
自定义设置资产名称，在同一个工作空间内，该名称
必须唯一。

方式方式 选择基于上传文件基于上传文件 。

类型类型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API连接器API连接器 。

工作空间工作空间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目标工作空间。

文件文件
单击选择文件选择文件 ，选择本地文件后单击文件校验文件校验 。此处
以上传获取手机号码归属地的Swagger 2.0文件
（REST-Swagger1）为例。

（可选）图标（可选）图标
在本地选择一个连接器图标，也可以不设置使用系统
默认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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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版本 自定义设置资产版本。

（可选）描述（可选）描述 自定义设置资产备注信息。

参数 描述

5. 重复步骤3~步骤4，上传获取归属地PM2.5指标的Swagger 2.0文件（REST-Swaggwe2），发布新资
产。

步骤二：创建连接步骤二：创建连接
您需要为新发布的资产创建连接。

1.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集成集成 >  > 连接管理连接管理。

2. 在连接列表连接列表页面，选择目标工作空间，然后单击新建连接新建连接。

3. 创建获取手机号码归属地的连接。

i. 在新建连接新建连接对话框，选择新发布的REST-Swagger资产。

ii. 在连接名称连接名称对话框，设置HostHost 和Base pat hBase pat h，单击确定确定。

参数 描述

HostHost
设置为http://tool.bitefu.net，支持HTTP和
HTTPS协议。

Base pat hBase pat h 设置为shouji。

iii. 在保存连接配置保存连接配置对话框，设置名称名称和描述描述，单击创建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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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创建获取归属地空气质量的连接。

i. 在新建连接新建连接对话框，选择新发布的REST-Swagger资产。

ii. 在连接名称连接名称对话框，设置HostHost 和Base pat hBase pat h，单击确定确定。

参数 描述

HostHost
设置为http://v0.yiketianqi.com，支持HTTP和
HTTPS协议。

Base pat hBase pat h 设置为api。

iii. 在保存连接配置保存连接配置对话框，设置名称名称和描述描述，单击创建创建。

步骤三：创建集成步骤三：创建集成
1. 登录应用集成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集成集成 >  > 集成列表集成列表。

4. 在集成列表集成列表页面，选择目标命名空间，然后单击新建集成新建集成。

5. 在新建集成新建集成面板，选择从API配置文件导入流从API配置文件导入流，选择目标环境，然后单击选择文件选择文件，从本地路径上传
根据手机号码获取归属地的PM2.5指标的Swagger 2.0文件（REST-Swagger3）。

6. Swagger 2.0文件上传完成后，单击文件校验文件校验。
文件校验完成后，会展示API名称API名称、API描述API描述和API数量API数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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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新建集成新建集成面板，单击创建创建。
创建集成后，进入集成设计页面。示例Swagger 2.0文件上传后自动生成集成流的首步骤和末尾步骤。

8.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修改集成名称（如REST_Swagger_air），然后在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防止创建的集成
流丢失。

注意 注意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时，请及时在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以免添加的步骤丢失。

步骤四：创建集成流步骤四：创建集成流
1. 在集成流中添加获取手机号码归属地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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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集成流中提供的API提供的API后单击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连接连接，然后单击获取手机号码归属地的连接。

iii. 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中根据手机号获取城市接口根据手机号获取城市接口右侧，单击选择选择。

iv. 在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添加获取手机号码归属地的连接完成后，集成流显示如下：

2. 在集成流中添加第1个数据映射，将API文件中的mobile字段作为获取手机号码归属地连接的输入信息。

i. 在集成流中提供的API提供的API后单击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逻辑步骤逻辑步骤，然后单击数据映射器数据映射器。

iii. 在SourceSource >  > 1-Request1-Request  >  > paramet ersparamet ers与T argetT arget  >  > 2-Request2-Request  >  > paramet ersparamet ers之间单击相同字
段进行映射，然后单击确认确认。

将导入的API文件中的mobile字段作为获取手机号码归属地连接的输入信息。

iv. 在设置设置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第1个数据映射器添加完成后，集成流显示如下：

3. 在集成流中添加获取归属地的空气质量的连接。

i. 在集成流中根据手机号获取城市接口根据手机号获取城市接口后单击图标。

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连接连接，然后单击获取归属地空气质量的连接。

ii. 在选择操作选择操作对话框中获取空气污染指数获取空气污染指数右侧，单击选择选择。

iii. 在步骤配置步骤配置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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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获取归属地空气质量的连接完成后，集成流显示如下：

4. 在集成流中添加第2个数据映射，将API文件中的字段和获取手机号码归属地的输出作为获取归属地空气
质量的输入信息。

i. 在集成流中根据手机号获取城市接口根据手机号获取城市接口后单击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逻辑步骤逻辑步骤，然后单击数据映射器数据映射器。

iii. 在SourceSource >  > 1-Request1-Request  >  > paramet ersparamet ers、SourceSource >  > 3-Response3-Response >  > bodybody与T argetT arget  >  > 4-4-
RequestRequest  >  > paramet ersparamet ers之间单击相同字段进行映射，然后单击确认确认。

将导入的API文件中的字段和获取手机号码归属地的输出作为获取归属地空气质量的输入信息。

iv. 在设置设置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第2个数据映射器添加完成后，集成流显示如下：

5. 在集成流中添加第3个数据映射，将获取归属地空气质量的部分输出字段作为集成流的输出结果的输入
信息。

i. 在集成流中获取空气污染指数获取空气污染指数后单击图标。

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单击逻辑步骤逻辑步骤，然后单击数据映射器数据映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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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SourceSource >  > 5-Response5-Response >  > bodybody与T argetT arget  >  > 6-Response6-Response >  > bodybody之间单击相同字段进行映
射，然后单击确认确认。

将获取归属地空气质量的部分输出字段作为集成流的输出结果的输入信息。

iv. 在设置设置对话框，在选择schema选择schema列表中选择任意类型任意类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第3个数据映射器添加完成后，集成流显示如下：

6. 为集成流设置错误码。

i. 在集成流中Provided API返回路径Provided API返回路径步骤的右上角，单击图标，然后单击编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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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选择组件类型选择组件类型对话框，设置错误码相关参数，单击确定确定。

如果出现错误，在返回主体中包含错误信息，即500 Server Error500 Server Error。

区域 参数 描述

默认的响应默认的响应 返回码返回码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200200
successf ul operat ionsuccessf ul operat ion。

错误处理错误处理 无
选中是否在返回主体中包含错是否在返回主体中包含错
误消息误消息 。

错误响应码错误响应码
SERVER_ERRORSERVER_ERROR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500 Server500 Server
ErrorError。

CHECK_ERRORCHECK_ERROR

7. 在集成设计集成设计页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保存。

步骤五：部署集成步骤五：部署集成
1. 登录应用集成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集成集成 >  > 集成列表集成列表。

4. 在集成列表集成列表页面，在当前工作空间当前工作空间下拉列表中选择目标工作空间。

5. 在集成列表集成列表页面选择目标集成，单击操作操作列下的部署部署。

6. 在部署集成部署集成对话框，选择目标环境目标环境、资源规格资源规格和资源数量资源数量，然后单击确认确认。

控制台会自动跳转到部署管理部署管理页面，集成示例的状态状态为部署中部署中。等待显示为运行中运行中后再继续执行下一
步骤。

7. 在部署管理部署管理页面，单击该集成部署的操作操作列下的绑定SLB绑定SLB。

8. 在绑定SLB绑定SLB对话框选择一个外网SLB实例，然后单击确认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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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如果在目标VPC环境下没有可选的外网SLB实例，您可以选择新建SLB（外网）新建SLB（外网），并单
击前往创建前往创建，在负载均衡控制台创建一个公网SLB，然后再为您的集成进行绑定SLB的操作。
创建公网SLB的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公网负载均衡实例。

绑定SLB实例完成后，在部署管理部署管理页面该集成部署记录的集成名称集成名称下出现SLB实例的服务地址服务地址。

结果验证结果验证
1. 在Postman上选择GETGET ，发送  http://SLB服务地址?appid=98823486&appsecret=89W5GSIA&version=v10

&mobile=⼿机号码 请求，获取手机号码归属地的PM2.5指标。

2. 查看集成执行记名称录。

i. 登录应用集成控制台。

ii.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iii.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集成集成 >  > 执行管理执行管理。

iv. 在执行管理执行管理页面，设置工作空间/集成工作空间/集成、部署环境/日期部署环境/日期和运行时长运行时长，筛选目标集群部署的执行
记录。

集成的执行记录状态为SUCCESSSUCCESS即代表集成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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