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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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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汇总了使用实时计算过程中计量计费的常见问题。

为什么计算的CU跟显示消耗的CU不一致？

阿里云实时计算如何计量和收费？

阿里云实时计算是否带来其他费用？

为什么已使用CU和资源消耗总和不一致？

实时计算到期不续费，作业信息是否会被保留？

按量付费和包年包月两种付费模式可以相互转换吗？

已经完成购买的独享集群如何进行资源配置变更？

非高可用集群如何获得高可用性保障SLA服务？

初次购买的独享集群中Slave型号为8核32g，能否将Slave型号升配为16核64g或降配为4核16g？

为什么计算的CU跟显示消耗的CU不一致？为什么计算的CU跟显示消耗的CU不一致？
配置界面配置的资源只是单个Operator的计算资源，不包括框架额外消耗的资源。所以，Operator消耗CU数
值相加，和最后运行消耗的CU数值不相同。

框架额外消耗的资源包括但不限于：

网络资源。

为Operator优化所消耗的其他资源。

各个JOIN、 GROUP BY等节点分配的state_size所消耗的资源。

说明 说明 由于state_size=1，需要额外的堆外内存来进行缓存（需要运行的时候才知道缓存的量），
这些资源无法体现到资源配置中。

阿里云实时计算如何计量和收费？阿里云实时计算如何计量和收费？
实时计算的基本计量单位为CU（Compute Unit），即计算资源。一个CU对应于实时计算底层系统是一个CPU的
计算能力。实时计算底层使用虚拟化技术进行资源隔离，保证一个基本的CU消费且最大消费仅能为一个CPU的
计算能力。

一个CU描述了一个实时计算作业最小运行能力，即在限定的CPU、内存、I/O情况下对于事件流处理的能力。一
个实时计算作业可以指定在1个或多个CU上运行。

当前实时计算定义1CU的处理能力约为1000条数据/秒。

实时计算支持包年包月购买，详情请参见开通服务和创建项目。

1.计量计费1.计量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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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一个CU一天的单价是人民币6元，您可以根据业务以月或者年为单位选择购买的时长。例如：
购买了10个CU、购买时长是一个月30天，则购买的费用为6*10*30=1800RMB。

阿里云实时计算是否带来其他费用？阿里云实时计算是否带来其他费用？
阿里云实时计算独立于其从中读取数据的流源和向其中写入处理数据的目标。因此您需要分别为输入和输出流
相关的上下游付费。例如，您向LogHub写入数据，需要提供相应的存储费用。请查看所涉及到对应存储产品
的收费细则。

为什么已使用CU和资源消耗总和不一致？为什么已使用CU和资源消耗总和不一致？
问题描述：

为什么总览总览界面上已使用CU已使用CU与项目中所有作业的资源消耗资源消耗总和不一致？ 如下图，已使用CU已使用CU为22.93CU，而
所有作业资源消耗资源消耗总和为24.11CU。

解释说明：

作业资源计算方法和已使用CU计算方法不同，导致了二者的显示结果不同。

作业资源计算方法：

CU是真实物理资源的一个抽象，1CU=1核CPU+4G MEM（即内存）。一个作业真实消耗的CU数=MAX（作
业申请的CPU，作业申请的MEM/4G）。例如，一个作业申请了1核CPU+5G MEM，那么实际消耗资源为
1.25CU。

已使用CU计算方法：

已使用CU=MAX（所有作业申请的CPU总和，所有作业申请的MEM总和/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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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说明：

例如，1个项目有2个作业A和B。作业A申请的资源为（1核CPU，6G MEM）。作业B申请的资源为（1核
CPU，2G MEM）。

作业实际消耗资源总和为2.5CU。单作业实际资源消耗如下：

作业A实际消耗资源为1.5CU。

作业B实际消耗资源为1CU。

整个项目实际的资源申请数为（2核CPU，8GMEM），即项目的已使用CU已使用CU=2CU。

因此，项目总览总览界面上已使用CU已使用CU（2CU）与项目中所有作业的资源消耗资源消耗总和（2.5CU）有可能不一致。

实时计算到期不续费，作业信息是否会被保留？实时计算到期不续费，作业信息是否会被保留？
实时计算到期释放后，不会保留数据。如果您再次购买实时计算服务后新建项目，可以导入原有项目的作业。

按量付费和包年包月两种付费模式可以相互转换吗？按量付费和包年包月两种付费模式可以相互转换吗？
按量付费和包年包月两种付费模式不可相互转换。

已经完成购买的独享集群如何进行资源配置变更？已经完成购买的独享集群如何进行资源配置变更？
已购买独享集群仅支持Master升配和Slave扩容或缩容（Slave数量的增减）。

非高可用集群如何获得高可用性保障SLA服务？非高可用集群如何获得高可用性保障SLA服务？
非高可用集群（一台Master）和高可用集群（三台Master）不能够进行相互转换。仅高可用集群（三台
Master）支持高可用性保障SLA服务。如果您购买的是非高可用集群（一台Master），需要重新购买高可用集
群（三台Master）后，才可以获得高可用性保障SLA服务。

初次购买的独享集群中Slave型号为初次购买的独享集群中Slave型号为8核32g8核32g，能否将Slave型号升配为，能否将Slave型号升配为16核16核
64g64g或降配为或降配为4核16g4核16g？？
无法对已购买的独享集群中Slave的型号进行变更，只能对Slave的数量进行调整。需要重新购买集群实现对
Slave型号的升降配需求。

实时计算（流计算） 常见问题··计量计费

> 文档版本：20220525 7



本文汇总了实时计算Flink版基本概念、作业操作、调试运维等方面的常见问题。

基本概念

什么是实时计算？

实时计算与批量计算相比存在哪些差异？

阿里云实时计算Flink版适用哪些场景？

阿里云实时计算Flink版使用有哪些限制？

什么是流数据？

阿里云实时计算Flink版的数据存储有哪些类型？

作业操作

实时计算Flink版的全链路示意图是什么样的？

实时计算Flink产品全链路使用流程是怎样的？

单个阿里云实时计算Flink版作业包含几个部分？

实时计算Flink版数据的状态保存时间是多久？

如何加载数据到实时计算Flink版？

实时计算Flink版处理后的结果数据如何继续应用？

实时计算Flink版中一个作业里可以编写多个INSERT语句、插入到多个数据结果表吗？

调试与运维

开发调试和生产运维区别是什么？

作业暂停恢复和停止重启的区别是什么？

什么是启动位点？

其他

阿里云实时计算Flink版提供的编程接口是什么？

实时计算Flink版SQL作业支持全局ORDER BY吗？

无窗口和窗口这两类SQL的业务含义是什么？

什么是实时计算？什么是实时计算？
数据的业务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流失而迅速降低，因此在数据发生后必须尽快对其进行计算和处理，目前，对于
信息的高时效性和可操作性要求越来越高，这就要求软件系统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处理更多的数据。而传统的
大数据处理模型将在线事务处理和离线分析从时序上完全分开，对于数据加工均遵循传统的日清日毕模式，即
以小时甚至以天为计算周期对当前数据进行累计并处理。显然，传统的大数据处理方式无法满足数据实时计算
的需求。数据处理时延造成的影响对要求苛刻的业务场景会非常明显，例如实时大数据分析、风控预警、实时
预测和金融交易等领域。

实时计算可以有效地缩短全链路数据流时延、实时化计算业务逻辑、平摊计算成本，最终有效满足实时处理大
数据的业务需求。

实时计算具备三大特点：

实时（Realt ime）且无界（Unbounded）的数据流

实时计算面对的数据是实时且流式的，这些数据按照时间发生顺序被实时计算订阅和消费。例如网站的访问
单击日志流，只要网站不关闭，其单击日志流将不停产生并进入实时计算系统。

持续（Continous）且高效的计算

2.基本概念2.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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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计算是一种事件触发的计算模式，触发源为无界流式数据。一旦有新的流数据进入实时计算系统，它就
立刻发起并进行一次计算任务，因此整个过程是持续进行的。

流式（Streaming）且实时的数据集成

被流数据触发的计算结果，可以被直接写入目的数据存储。例如将计算后的报表数据直接写入阿里云关系型
数据库RDS（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进行报表展示。因此流数据的计算结果可以同流式数据一样，
持续被写入目的数据存储。

实时计算与批量计算相比存在哪些差异？实时计算与批量计算相比存在哪些差异？
下面从用户和产品层面来理解两类计算方式的区别。

批量计算

批量计算是一种批量、高时延、主动发起的计算。目前绝大部分传统数据计算和数据分析服务均是基于批量
数据处理模型：使用ETL系统或者OLTP系统进行构造数据存储，在线的数据服务（包括Ad-Hoc查询、
DashBoard等）通过构造SQL语言访问上述数据存储并取得分析结果。这套数据处理的方法论伴随着关系型
数据库在工业界的演进而被广泛采用。传统的批量数据处理模型如下图所示。

i. 装载数据

对于批量计算，用户需要预先将数据加载到计算系统，您可以使用ETL系统或者OLTP系统装载原始数
据。系统将根据自己的存储和计算情况，对于装载的数据进行一系列查询优化、分析和计算。

ii. 提交请求

系统主动发起一个计算作业（例如MaxCompute的SQL作业，或Hive的SQL作业）并向上述数据系统进行
请求。此时计算系统开始调度（启动）计算节点进行大量数据计算，该过程的计算量可能非常大，耗时
长达数分钟乃至于数小时。由于数据累计处理不及时，上述计算过程中可能就会存在一些历史数据，导
致数据不新鲜。

说明 说明 您可以根据业务需要随时调整计算SQL后再次提交作业，您甚至可以使用AdHoc查询做
到即时修改即时查询。

iii. 返回结果

计算作业完成后将数据以结果集形式返回给用户，由于保存在数据计算系统中的计算结果数据量巨大，
需要用户再次集成数据到其他系统。一旦数据结果巨大，整体的数据集成过程就会漫长，耗时可能长达
数分钟乃至于数小时。

实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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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计算是一种持续、低时延、事件触发的计算作业。相对于批量计算，流式计算整体上还属于比较新颖的
计算概念。由于当前实时计算的计算模型较为简单，所以在大部分大数据计算场景下，实时计算可以看做是
批量计算的增值服务，实时计算更强调计算数据流和低时延。实时计算数据处理模型如下。

i. 实时数据流

使用实时数据集成工具，将实时变化的数据传输到流式数据存储（例如消息队列、DataHub）。此时数
据的传输实时化，将长时间累积的大量数据平摊到每个时间点，不停地小批量实时传输，因此数据集成
的时延得以保证。

源源不断的数据被写入流数据存储，不需要预先加载的过程。同时，流计算对于流式数据不提供存储服
务，数据持续流动，在计算完成后就被立刻丢弃。

ii. 提交流式任务

批量计算要等待数据集成全部就绪后才能启动计算作业，而流式计算作业是一种常驻计算服务。实时计
算作业启动后，一旦有小批量数据进入流式数据存储，流计算会立刻计算并得出结果。同时，阿里云流
计算还使用了增量计算模型，将大批量数据分批进行增量计算，进一步减少单次运算规模并有效降低整
体运算时延。

从用户角度，对于流式作业，必须预先定义计算逻辑，并提交到流式计算系统中。在整个运行期间，流
计算作业逻辑不可更改。用户通过停止当前作业运行后再次提交作业，此时之前已经计算完成的数据是
无法重新再次被计算。

iii. 实时结果流

不同于批量计算，结果数据需等待数据计算结果完成后，批量将数据传输到在线系统。流式计算作业在
每次小批量数据计算后，无需等待整体的数据计算结果，会立刻将数据结果投递到在线/批量系统，实
现计算结果的实时化展现。

使用实时计算的顺序如下：

i. 提交实时计算作业。

ii. 等待流式数据触发实时计算作业。

iii. 计算结果持续不断对外写出。

计算模型差别对比。

对比指标 批量计算 实时计算

数据集成方式 预先加载数据。 实时加载数据到实时计算。

使用方式
业务逻辑可以修改，数据
可重新计算。

业务逻辑一旦修改，之前的数据不可重新计算（流数据易
逝性）。

常见问题··基本概念 实时计算（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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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范围
对加载的所有或大部分数
据进行查询或处理。

对滚动时间窗口内的数据或仅对最近的数据记录进行查询
或处理。

数据大小 大批量数据。 单条记录或几条记录的微批量数据。

性能 几分钟至几小时的延迟。 大约几秒或几毫秒的延迟。

分析 复杂分析。 简单的响应函数、聚合和滚动指标。

对比指标 批量计算 实时计算

阿里云实时计算Flink版适用哪些场景？阿里云实时计算Flink版适用哪些场景？
阿里云实时计算Flink版提供标准的Flink SQL语义可以协助您完成流式计算逻辑的处理，但无法满足某些特定场
景的业务需求。阿里云实时计算Flink版为部分授信用户提供全功能的UDF函数，帮助授信用户完成业务定制化
的数据处理需求。所以，在流数据分析领域，您可以直接使用Flink SQL+UDF即可完成大部分流式数据分析处理
逻辑。

阿里云实时计算Flink版优势和限制如下：

阿里云实时计算Flink版更擅长于进行流式数据分析、统计和处理。

阿里云实时计算Flink版不适合于SQL不能够解决的领域。例如，复杂的迭代数据处理和复杂的规则引擎告
警。

阿里云实时计算Flink版使用有哪些限制？阿里云实时计算Flink版使用有哪些限制？
请您评估以下限制对您业务的影响，并做相应的调整。如有疑问，请您提交工单进行咨询。

阿里云实时计算Flink版购买指导，请参见如何购买。

阿里云实时计算Flink版WebConsole仅支持Chrome浏览器访问。

阿里云实时计算Flink版支持华东、华北、华南地域，您可以按区域购买。

阿里云实时计算Flink版在简单的流式压测处理场景下（例如过滤、清洗等），一个实时计算CU的处理能力为
1000条/秒。在复杂的流式压测处理场景下（例如复杂UDF计算、聚合操作等），一个实时计算CU的处理能
力为500条/秒。

说明 说明 请根据您的业务情况，评估所需的CU数量。

阿里云实时计算Flink版对整个Project下属的Task、Task版本、IDE打开Task页面均有不同限制，包括：

一个阿里云账号可以购买多个Project项目。

单个Project下允许最多创建100个job。

单个Project下最多允许50个文件夹，深度最大不超过5层。

单个Project下最多允许50个UDF/JAR。

单个Project下最多允许50个数据存储注册。

单个Task最多允许20个历史版本保存数。

什么是流数据？什么是流数据？
所有大数据的产生均可以看作是一系列离散事件，这些离散事件是一条条事件流或数据流。相对于离线数据，
流数据的规模普遍较小。流数据是由数据源持续产生的数据，示例如下：

使用移动或Web应用程序生成的日志文件。

网购数据。

实时计算（流计算） 常见问题··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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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内玩家活动信息。

社交网站信息。

金融交易大厅或地理空间服务数据中心内所连接设备或仪器的遥测数据。

地理空间服务信息。

设备或仪器的遥测数据。

阿里云实时计算Flink版的数据存储有哪些类型？阿里云实时计算Flink版的数据存储有哪些类型？
阿里云实时计算Flink版本身不带有业务存储，所有的数据均是来自于外部存储系统持有的数据。阿里云实时计
算Flink版支持以下几类数据存储类型：

流式的数据输入：流式数据的输入会触发和推动实时计算Flink版进行数据处理。每个实时计算Flink版作业必
须至少声明一个流式数据输入源。

静态数据输入：静态数据输入也被称为维表，对于每条流式数据，可以关联一个外部静态数据源进行查询，
为实时计算Flink版提供数据关联查询。

结果表输出：实时计算Flink版将计算的结果数据写出到目的数据表，为下游数据继续消费提供各类读写接
口。

实时计算Flink版的全链路示意图是什么样的？实时计算Flink版的全链路示意图是什么样的？
不同于现有的离线或批量计算模型，实时计算Flink版全链路整体上更加强调数据的实时性，包括数据的实时采
集、实时计算和实时集成。三大类数据的实时处理逻辑在全链路上保证了流式计算的低时延。全链路实时计算
Flink版示意图如下。

1. 数据采集

使用流式数据采集工具将数据实时地采集并传输到大数据消息Pub/Sub系统，该系统将为下游实时计算
Flink版提供源源不断的事件源去触发流式计算作业的运行。

2. 数据触发

流数据作为实时计算Flink版的触发源，驱动实时计算Flink版运行。因此，一个实时计算Flink版作业必须至
少使用一个流数据作为源。进入的数据流将直接触发实时计算Flink版进行计算。

3. 数据集成

实时计算Flink版将计算的结果数据直接写入目的数据存储，这其中包括多种数据存储系统、消息投递系
统，甚至直接对接业务规则告警系统以发出告警信息。不同于批量计算（阿里云MaxCompute或开源
Hadoop），实时计算Flink版天生自带数据集成模块，可以将结果数据直接写入到目的数据存储。

4. 数据消费

常见问题··基本概念 实时计算（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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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结果数据从实时计算Flink版投递到目的数据源后，数据消费就和实时计算Flink版完全解耦。您可以使
用数据存储系统访问数据，使用消息投递系统进行信息接收，或者直接使用告警系统进行告警。

实时计算Flink产品全链路使用流程是怎样的？实时计算Flink产品全链路使用流程是怎样的？
1. 验证网络连通性。

使用网络探测功能验证，详情请参见存储注册方式中的网络探测网络探测。

2. 引用外部存储。

详情请参见概述文档引用外部存储。

说明 说明 如果不支持注册存储功能，请使用明文方式。

3. 编写源表、结果表、维表（可选）的DDL和DML语句。

CREATE TABLE test_input (
  id     BIGINT,
  `name` VARCHAR,
  score  INT,
   `time` BIGINT,
    tbirus AS TO_TIMESTAMP(`time`/1000), --使⽤计算列，将16位时间戳转换为13位时间戳。
  WATERMARK FOR ts AS WITHOFFSET(ts, 1000) --使⽤窗⼝，其中CEP、OVER窗⼝需要声明。
)with(
    type='datahub',
    ...
);
CREATE TABLE test_output (
    window_start TIMESTAMP,
  window_end   TIMESTAMP,
    ct           BIGINT
)with(
    type='rds',
    ...
);
--简单的滚动窗⼝⽰例。
INSERT INTO
    test_output
SELECT  
  TUMBLE_START(ts, INTERVAL '1' MINUTE),
    TUMBLE_END(ts, INTERVAL '1' MINUTE), 
    count(*)
FROM test_input
GROUP BY TUMBLE(ts, INTERVAL '1' MINUTE);

4. 语法检查。

详情请参见开发。

5. 调试。

调试结果仅供展示，不输出至结果表。

部分外部存储支持数据源表抽取功能。例如，DataHub源表、TableStore源表。如果不支持数据源表抽
取功能，请下载模板自行上传数据完成调试。

Kafka中VARBINARY类型不支持调试。

部分函数例如EMIT语法不支持调试。

实时计算（流计算） 常见问题··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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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输出结果中，同时会显示过程数据。

6. 上线运行。

详情请参见如何利用报错信息快速定位作业问题？

7. 调优。

优化SQL逻辑。

详情请参见高性能Flink SQL优化技巧。

添加WITH参数。

添加作业参数。

详情请参见：

高性能Flink SQL优化技巧。

手动配置调优。

资源调优。

详情请参见：

AutoConf自动配置调优（实时计算Flink版1.0和2.0版本支持）。

AutoScale自动配置调优（实时计算Flink版3.2.2及以上版本支持该功能）。

手动配置调优。

单个阿里云实时计算Flink版作业包含几个部分？单个阿里云实时计算Flink版作业包含几个部分？
SQL代码：SQL代码是计算作业的核心业务逻辑，其中包括输入表DDL声明（流式输入表、静态输入表）、输
出表DDL声明，以及执行业务逻辑的DML语句。

参数：参数用来描述作业运行时指标。例如并发量、批处理数据量等信息。

属性：作业的业务信息。例如创建人、创建时间等相关记录。

资源配置：配置作业的资源。

实时计算Flink版数据的状态保存时间是多久？实时计算Flink版数据的状态保存时间是多久？
实时计算Flink版数据的状态默认保存36小时，如果某个状态超过36小时没有更新，之前的状态可能会被清掉。
状态设置步骤如下：

1. 登录实时计算控制台。

2. 单击页面顶部的开发开发。

3. 在作业开发区域，双击目标文件夹或目标作业名，进入作业编辑页面。

4. 在作业编辑区域右侧导航栏，单击作业参数作业参数。

5. 在作业参数作业参数页面输入状态配置参数，示例如下。

注意注意

状态（state）的生命周期（ttl）设置过小，会导致retract时产生NullPointException的报
错。

状态（state）的生命周期（ttl）设置过大，会导致子线资源的消耗增大。

实时计算Flink版1.0版本。

常见问题··基本概念 实时计算（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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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rocksdb作为statebackend。
state.backend.type=rocksdb
#rocksdb的数据⽣命周期，单位为毫秒。
state.backend.rocksdb.ttl.ms=129600000

实时计算Flink版2.0及以上版本。

#使⽤niagara作为statebackend。
state.backend.type=niagara
#niagara的数据⽣命周期，单位为毫秒。
state.backend.niagara.ttl.ms=129600000

实时计算Flink版3.0及以上版本。

#使⽤Gemini作为statebackend。。
state.backend.type=gemini
#gemini的数据⽣命周期，单位为毫秒。
state.backend.gemini.ttl.ms=129600000

如何加载数据到实时计算Flink版？如何加载数据到实时计算Flink版？
实时计算Flink版支持以下两种加载数据的方式：

流式数据输入：触发实时计算Flink版进行数据处理，推动实时计算Flink版持续进行数据计算。每个实时计算
作业必须至少声明一个流式数据输入源。

静态存储：静态数据输入通常是维表，对于每条流式数据，可以关联一个外部静态数据源进行查询，为实时
计算Flink版提供了数据关联查询。

实时计算Flink版处理后的结果数据如何继续应用？实时计算Flink版处理后的结果数据如何继续应用？
实时计算Flink版将计算的结果数据输出到目的数据表，并且为下游数据继续应用提供各类读写接口。

实时计算Flink版中一个作业里可以编写多个INSERT语句、插入到多个数据结果实时计算Flink版中一个作业里可以编写多个INSERT语句、插入到多个数据结果
表吗？表吗？

可以编写存在多个结果表。使用多个INSERT（DML）语句的作业代码，分别插入数据结果表。

可以编写存在多个源表的作业代码。多数据源表可以进行双流JOIN、UNION等操作。

注意 注意 不建议将完全不相关的链路写在同一个作业中。如果某条链路出现问题，则会影响整个作业，
其他不相关的链路也会受到影响。

开发调试和生产运维区别是什么？开发调试和生产运维区别是什么？
开发调试和生产运维主要有以下两点区别：

开发调试对线上作业和数据存储不造成任何影响。

开发调试发生在调试环境，所有的Flink SQL运行将在独立的调试容器运行，且所有的输出将被直接改写到调
试结果屏幕，因此不会对线上生产的实时计算Flink版作业、线上生产的数据存储系统造成任何影响。

开发调试过程无法完全检测部分实际生产过程中的异常。

开发调试过程实际上不是将调试数据写入到外部数据源，而是被实时计算Flink版拦截输出至调试结果页面。
因此在实时计算Flink版的调试代码是在调试容器中运行的，所以线上运行过程中可能由于对目标数据源写入
格式的不兼容，导致作业运行失败。这类错误在开发调试阶段无法被发现和处理，只能到线上运行后才能发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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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您的结果数据输出到RDS系统，其中某些字段输出字符串数据长度大于RDS建表长度最大值，在调试
环境下系统无法测试出该类问题，但实际生产运行过程中会引发异常。后续，实时计算Flink版提供将调试结
果写入真实数据源的本地调试功能，有效辅助您缩短调试和生产的差距，尽可能在调试阶段发现并解决问
题。

作业暂停恢复和停止重启的区别是什么？作业暂停恢复和停止重启的区别是什么？
实时计算Flink版作业生命周期状态

暂停和停止的区别：

停止操作会清除作业的所有状态，停止后再启动相当于全新的一个作业。

暂停操作会保留作业的所有状态：

如果状态可以兼容，暂停后会复用暂停前的作业状态。

如果状态无法兼容，则会报错无法恢复。

注意 注意 如果无法兼容，需要停止停止作业后，启动启动作业，否则作业状态将会被清理，请谨慎操作。

暂停暂停作业后，再恢复恢复作业，作业状态是否兼容主要取决于实际生成的物理执行图是否一致，和具体的底层优
化策略相关。暂停恢复后作业的兼容性如下表所示。

操作变更类型 暂停恢复后状态是否兼容

修改SQL 不兼容

修改资源配置 兼容

修复作业参数
增删作业参数不兼容。

修改作业参数值一般情况下兼容，但改变部分optimizer参数值，修
改statebackend类型等会导致不兼容。

修改WITH参数
增删WITH参数不兼容。

修改WITH参数值一般情况下兼容，但类似于维表async true <-> false等
情况会导致不兼容。

修改资源引用 通常情况下兼容，但类似于用UDF变更影响Schema或者UDAGG则不兼容。

修改作业版本 自Blink 3.2.3以后，最后一位版本号修改可兼容。不兼容其它版本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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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文档版本：20220525



操作变更生效的前提是作业重新上线，并且恢复时选择按最新配置恢复按最新配置恢复。如果选择按之前配置恢复按之前配置恢复，则所有
操作变更均不生效，效果等同于原作业暂停恢复。

什么是启动位点？什么是启动位点？
启动位点是读取数据的时间点。启动位点的时间点以后产生的数据，都将按照时间的顺序输入至新的作业中进
行计算。

阿里云实时计算Flink版提供的编程接口是什么？阿里云实时计算Flink版提供的编程接口是什么？
阿里云实时计算Flink版提供Flink SQL编程接口编写业务逻辑，为流式数据分析定制多种数据处理函数和操作
符。以Word Count为例，通过Flink SQL编写的业务逻辑如下所示。

--声明⼀个流式源表。
create table stream_source(word string) ;
--声明⼀个⽬标表。
create table stream_result(word string, cnt bigint) ;
--统计word次数。
insert into stream_result
select t.word,
       count(1)
from stream_source t
group by t.word;

实时计算Flink版SQL作业支持全局ORDER BY吗？实时计算Flink版SQL作业支持全局ORDER BY吗？
实时计算Flink版作业不支持全局ORDER BY，ORDER BY需要在OVER窗口中使用。详情请参见TopN语句。

无窗口和窗口这两类SQL的业务含义是什么？无窗口和窗口这两类SQL的业务含义是什么？
窗口函数Group Window Aggregation

Group Window Aggregation是一种在窗口上的聚合。Group Window Aggregation在每个窗口结束且无提
前的观测值（early firing）时，会发出的一条结果数据，例如MicroBatch。时间窗口有以下几种：

TUMBLE：滚动窗口

HOP：滑动窗口

SESSION：会话窗口

例如，统计过去的1分钟内，多少用户单击了某个网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定义一个窗口，用来收集
最近一分钟内的数据，并对这个窗口内的数据进行计算。

实时计算（流计算） 常见问题··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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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数据

username (VARCHAR) click_url (VARCHAR) ts (T IMESTAMP)

Jark http://taobao.com/xxx 2017-10-10 10:00:00.0

Jark http://taobao.com/xxx 2017-10-10 10:00:10.0

Jark http://taobao.com/xxx 2017-10-10 10:00:49.0

Jark http://taobao.com/xxx 2017-10-10 10:01:05.0

Jark http://taobao.com/xxx 2017-10-10 10:01:58.0

T imo http://taobao.com/xxx 2017-10-10 10:02:10.0

INSERT INTO tumble_output
SELECT
TUMBLE_START(ts, INTERVAL '1' MINUTE),
TUMBLE_END(ts, INTERVAL '1' MINUTE),
username,
COUNT(click_url)
FROM window_input
GROUP BY TUMBLE(ts, INTERVAL '1' MINUTE), username;

测试结果

window_start
(T IMESTAMP)

window_end
(T IMESTAMP)

username (VARCHAR) clicks (BIGINT)

2017-10-10 10:00:00.0 2017-10-10 10:01:00.0 Jark 3

2017-10-10 10:01:00.0 2017-10-10 10:02:00.0 Jark 2

2017-10-10 10:02:00.0 2017-10-10 10:03:00.0 T imo 1

无窗口函数Group Aggregation

Group Aggregation是一种无限流的聚合。因为没有窗口，所以每到达一条数据就会增量计算一次，并发出
更新后的结果。实时计算Flink版状态保存在以下三层存储媒介：

第一层：内存，作为缓存来使用。

第二层：硬盘，实时计算使用SSD作为存储。

第三层：HDFS。

因此，不存在内存占满的问题。

常见问题··基本概念 实时计算（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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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数据

Customer OrderPrice

Bush 1000

Carter 1600

Bush 700

Bush 300

Adams 2000

Carter 100

SELECT Customer,SUM(OrderPrice) FROM XXXX
GROUP BY Customer;

测试结果

Customer SUM(OrderPrice)

Bush 2000

Carter 1700

Adams 2000

实时计算（流计算） 常见问题··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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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汇总了实时计算使用、网络连通性、效率提升等相关的常见问题。

使用

如何查看作业的系统版本信息？

如何查看集群名称、项目名称和作业名称？

如何查看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信息？

如何查看更新后的SQL是否生效？

如何查看维表读取数据的进度？

如何切换系统版本？

如何在SQL代码中动态获取作业参数？

如何处理业务数据中的特殊字符？

如何重新获取配置资源？

如何使用系统时间进行分组聚合计算？

重启作业时，是否能保证数据不丢失且不重复？

网络连通性

如何查看独享集群白名单和VPC信息？

独享集群如何访问公网？

如何对网络连通性问题进行排查？

如何访问跨VPC里的存储资源？

效率提升

如何快速编写和测试SQL？

如何优化实时计算各个节点资源配置以减少延迟？

如何查看作业的系统版本信息？如何查看作业的系统版本信息？
实时计算支持不同的系统版本，您可以在实时计算管理控制台实时计算管理控制台的开发开发页面或者运维运维页面查看当前作业的系统
版本信息。

在开发开发页面查看系统版本信息

i. 登录实时计算控制台。

ii. 单击顶部的开发开发。

iii. 在开发开发页面的右下角的Flink版本Flink版本，查看系统版本信息。

3.如何使用3.如何使用

常见问题··如何使用 实时计算（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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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维运维页面查看系统版本信息

i. 登录实时计算控制台。

ii. 单击顶部的运维运维。

iii. 在运维运维页面，单击目标作业名称。

iv. 在作业运维作业运维 >  > 属性参数属性参数 >  > 作业属性作业属性 >  > Flink版本Flink版本页面，查看系统版本信息。

如何查看集群名称、项目名称和作业名称？如何查看集群名称、项目名称和作业名称？
1. 登录实时计算控制台。

2. 将鼠标悬停至页面右上角账号信息位置，选择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3. 在项目列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目标项目名称，进入项目概览概览页面，查看以下信息：

集群名称

实时计算（流计算） 常见问题··如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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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实时计算控制台的总览总览页面查看实时计算项目的名称和项目所归属的集群名称。

项目名称

您可以在实时计算控制台的总览总览页面查看实时计算项目的名称。

作业名称

您可以在实时计算控制台的开发开发或运维运维页面查看实时计算作业的名称。

在开发开发页面查看作业名称

您可以在作业编辑页面右侧的基本属性基本属性页面中，查看作业的名称。

常见问题··如何使用 实时计算（流计算）

22 > 文档版本：20220525



在运维运维页面查看作业名称

您可以在作业运维运维页面的顶部查看作业的名称。

地域信息

在总览总览页面右侧项目信息项目信息中，查看项目地域地域信息。

如何查看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信息？如何查看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信息？
您可以通过阿里云管理控制台获取您的密钥信息，查询步骤如下：

1. 登录阿里云控制台。

2. 将鼠标悬停至页面右上角的头像，单击Accesskey 管理Accesskey 管理。

实时计算（流计算） 常见问题··如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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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安全信息管理安全信息管理页面查看您的AccessKey IDAccessKey ID和Access Key SecretAccess Key Secret 信息。

如何查看更新后的SQL是否生效？如何查看更新后的SQL是否生效？
您可以在运维运维界面的属性参数属性参数 >  > 作业代码作业代码中查看更新后的SQL代码，确认您的变更是否生效。

常见问题··如何使用 实时计算（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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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查看作业SQL变更生效前，请确保您按照作业生效的完整流程完成了SQL变更：停止作业停止作业 >  > 更更
新SQL新SQL >  > 上线作业上线作业 >  > 启动作业启动作业。

如何查看维表读取数据的进度？如何查看维表读取数据的进度？
您可以通过实时计算控制台中的t askmanager.logt askmanager.log日志信息，查看维表读取数据的进度。具体操作步骤如
下：

1. 登录实时计算控制台。

2. 单击顶部的运维运维。

3. 在运维运维页面，单击目标作业名称。

4. 单击对应的JOIN节点拓扑图。

5. 单击SubT asksSubT asks列表右侧的LOG0LOG0，进入t askmanager.logt askmanager.log日志。

6. 按下Ct rl +  FCt rl +  F，检索rows from <维表类型>，例如rows from odps。

说明 说明 如果通过以上步骤无法检索到相应的进度信息，请从以下方面进行排查：

维表是否具备相应的权限（例如，MaxCompute需要具备download等权限）。

WITH参数是否正确。

t askmanager.logt askmanager.log日志中是否存在异常信息。t askmanager.logt askmanager.log日志中异常信息查询方法参见如
何从taskmanager.log中查找脏数据等报错信息？

如何切换系统版本？如何切换系统版本？
实时计算支持多种系统版本，您可以在实时计算管理控制台的开发开发页面对系统版本进行切换，操作步骤如下：

1. 登录实时计算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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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顶部的开发开发。

3. 在开发开发页面的右下角，选择对应的版本号。

4. 单击确定确定，完成切换。

说明说明

如果您使用的是独享集群，且只安装了一个系统版本，您需要先安装新版本再进行切换。详情
请参见管理独享集群Blink版本。

系统版本切换完成后，需要进行重新上线（生成新的planJSON）和启动作业操作，才能使更新
后的系统版本在作业中生效。

如何在SQL代码中动态获取作业参数？如何在SQL代码中动态获取作业参数？
您可以对作业中指定的参数进行配置，以达到作业更新后，作业SQL代码中WITH参数信息自动同步的目的。 操
作步骤如下：

1. 登录实时计算控制台。

2. 单击顶部的开发开发。

3. 在作业编辑页面，单击右侧的作业参数作业参数。

4. 在作业参数作业参数页面，输入WITH参数的动态配置信息。

常见问题··如何使用 实时计算（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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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对应的作业编辑页面，在作业代码中，使用  ${} 声明WITH参数。

如何处理业务数据中的特殊字符？如何处理业务数据中的特殊字符？
如果您的业务数据中存在特殊字符（即系统使用的字符或者SQL关键字），则需要使用REGEXP_REPLA函数对特
殊字符进行转义处理。详情请参见REGEXP_REPLACE。

常见的特殊字符和转义方式如下表所示。

特殊字符 字符的转义方式

' \'

\ \$

. \\.

$ \\$

如何重新获取配置资源？如何重新获取配置资源？
对作业的配置进行更新前，您需要进行重新获得获取配置资源重新获得获取配置资源的操作。操作步骤如下：

1. 登录实时计算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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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页面底部的开发开发。

3. 在作业开发开发页面，单击基本属性基本属性 >  > 前往资源配置前往资源配置。

说明 说明 如果在操作中出现报错，请参见重新获取配置资源报错，该如何处理？。

4. 单击配置信息操作配置信息操作 >  > 重新获取配置信息重新获取配置信息。

如何使用系统时间进行分组聚合计算？如何使用系统时间进行分组聚合计算？
如果您有使用系统时间做分组聚合计算的需求，建议您使用GROUP BY
DATE_FORMAT(TO_TIMESTAMP(NOW()*1000), 'yyyyMMdd') as `day` 的方式来代替GROUP BY CURRENT_DATE
。

因为，如果使用GROUP BY CURRENT_DATE方式进行分组聚合，运行结果可能不符合您的预期。

重启作业时，是否能保证数据不丢失且不重复？重启作业时，是否能保证数据不丢失且不重复？
如果您是手动停止作业后，再重启作业，您可以在重启设置启动位点时，调整启动时间到停止时间之前，并
建议您使用带主键唯一特性的数据库做结果表，即使上游存储有部分重复消费的数据，最终结果也能接近准
确。因为实时计算独享和共享模式本身不支持Savepoint，所以手动停止并重启的位点无法做到非常精准。

如果系统出现故障后重启作业，您无需担心数据丢失问题。因为实时计算存在容错机制。容错机制的核心是
持续创建分布式数据流及其状态的快照。当系统出现故障时，这些快照充当可以回退的一致性检查点

常见问题··如何使用 实时计算（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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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point）。作业Failover会从Failover前一次成功的Checkpoint位点恢复。

如何查看独享集群白名单和VPC信息？如何查看独享集群白名单和VPC信息？
独享集群引用的外部存储必须和实时计算处于相同的VPC。如果引用的数据存储（例如RDS）需要配置白名
单，则需要将ENI中的IP添加到外部数据存储的白名单中。

1. 登录实时计算控制台。

2. 将鼠标悬停至页面右上角账号信息位置，选择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3.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集群列表集群列表。

4. 在集群列表集群列表页面，名称名称下单击目标集群名称。

5. 在集群信息窗口查看白名单和VPC信息。

ENIENI：引用的外部存储白名单中需要添加的IP地址。

VPCVPC：集群VPC ID。

独享集群如何访问公网？独享集群如何访问公网？
背景说明

独享集群默认不具备访问公网的能力，但阿里云提供的NAT网关可实现VPC网络与公网网络互通，以满足部
分独享集群用户通过UDX或Datastream代码访问公网的需求。

解决方案

通过在VPC中创建NAT网关，并创建SNAT条目（如下图所示）将独享集群所在的交换机绑定至弹性公网
IP（EIP），即可通过EIP访问公网。具体配置方法请参见：

创建NAT网关。

创建和管理SNAT条目。

实时计算（流计算） 常见问题··如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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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定EIP。

如何访问跨VPC里的存储资源？如何访问跨VPC里的存储资源？
您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跨VPC访问存储资源：

请您提交工单，产品名称选择VPCVPC，要求通过高速通道高速通道或其它产品打通网络，但是此种方式需要付费。

退掉存储服务后，重新购买一个与实时计算相同VPC的存储资源服务。

释放Blink集群后，重新购买一个和存储服务相同VPC的实时计算服务。

开通实时计算的公网访问能力，通过公网访问存储服务。因为在延迟性方面，公网不如内网，所以不推荐使
用此方式。独享集群默认不能访问公网，如有需求，请参见独享集群如何访问公网？

如何对网络连通性问题进行排查？如何对网络连通性问题进行排查？
如果出现网络连通性问题，请先参见网络探测完成网络连通性的初步验证。本文为您介绍不同场景应该如何处
理网络连通性问题：

网络连接失败

未设置白名单

请参见数据存储白名单配置完成上下游数据存储设备的白名单设置。

白名单设置不正确

独享集群

检查相关数据存储和实时计算是否处于不同VPC。如果处于不同VPC，请使用高速通道等产品进行连通，
或者重新购买与实时计算处于相同VPC的存储资源。

共享集群

检查Endpoint填写是否正确。共享模式访问VPC下的存储需要先进行VPC授权，详细步骤请参见VPC访问
授权 。

说明 说明 Kafka的连接信息可以进行VPC授权，但是Meta数据不能进行授权，因此共享模式不能
使用Kafka作为上下游数据存储。

端口连接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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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安全组概述完成安全组设置。

域名连接失败

如果IP连接正常，但域名连接失败，请检测域名解析是否正确。可以使用PrivateZone产品对域名进行解析。

如何快速编写和测试SQL？如何快速编写和测试SQL？
实时计算提供整套开发工具辅助您进行开发测试工作，推荐流程如下：

1. 在数据开发开发页面进行SQL开发，使用SQL编辑器的DDL生成、SQL智能提示、语法检测等工具实现快速开
发。

2. 在数据开发的在线调试功能，进行模拟容器调试。该调试过程不会影响线上代码和数据上下游存储。

3. 将发布调试完成的代码，到生产运维试运行。经过真实业务和数据验证后，该SQL作业进入生产状态。

4. 在数据开发开发页面完成修改代码后，不会影响生产作业，需要您单击上线上线后，重新启动该作业，该修改才会
生效。

如何优化实时计算各个节点资源配置以减少延迟？如何优化实时计算各个节点资源配置以减少延迟？
问题描述

实时计算作业启动后，多个节点的延迟会迅速增加。示例如下图。

原因分析

资源不足

启动作业的时候选择了追历史数据，作业将会有一定的延时。

解决方案

资源不足：进行AutoConf自动配置调优或手动配置调优。

当启动作业的时，指定读取数数据时间指定读取数数据时间选择当前时间之前：历史数据追取完成后，延时将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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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汇总了实时计算Flink版服务和作业上线、启动、输出、延时等的常见问题。

购买

购买实时计算Flink版服务时，遇到Inventory check failed报错，应该如何处理？

控制台提示项目参数错误，项目不存在，应该如何处理？

上线启动

作业无法启动，应该如何处理？

作业上线后，作业的运维页面看不到拓扑图、瞬时值的指标或曲线指标，应该如何处理？

新作业提交后，项目中现存作业出现异常的原因是什么？

数据输出

为什么作业没有输出？

为什么使用滑动窗口没有数据输出？

作业延时

作业延时增加，应该如何处理？

作业延迟过大，应该如何处理？

业务延迟显示作业无效，应该如何处理？

问题定位思路

如何对实时计算Flink版3.0以上版本的作业进行反压检测？

如何通过调试模式（Debug）查看作业的输出信息？

如何处理调试过程、窗口或计算过程中的脏数据？

如何利用报错信息快速定位作业问题？

如何从taskmanager.log中查找脏数据等报错信息？

Vertex排查数据量问题

重新获取配置资源报错，该如何处理？

在使用UDX函数时，引用JAR包内的本地文件报错

GROUP BY数据出现热点、数据倾斜

OpenAPI DEMO报错

云监控控制台页面配置监控告警时，显示无数据，应该如何处理？

购买实时计算Flink版服务时，遇到Inventory check failed报错，应该如何处购买实时计算Flink版服务时，遇到Inventory check failed报错，应该如何处
理？理？

问题场景

4.分场景排错指引4.分场景排错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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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购买实时计算Flink版服务时，遇到Invent ory check f ailedInvent ory check f ailed报错。

问题原因

您不小心删除了阿里云实时计算Flink版在RAM的角色AliyunSt reamDef ault RoleAliyunSt reamDef ault Role。

您不小心修改了AliyunSt reamDef ault RoleAliyunSt reamDef ault Role的授权策略且无法恢复。

解决方案

请您参见共享模式角色授权恢复AliyunSt reamDef ault RoleAliyunSt reamDef ault Role角色。

注意注意

删除AliyunSt reamDef ault RoleAliyunSt reamDef ault Role角色后，导致实时计算Flink版正在运行的作业瞬间无法读写上
下游外部存储，直到后续重新初始化AliyunSt reamDef ault RoleAliyunSt reamDef ault Role角色后才可恢复正常。请务必
确认这项操作对于线上实时计算Flink版业务是否会造成影响。

RAM删除角色和实时计算Flink版重新初始化操作，均需要您的主账号或者经主账号授权的RAM账
号来完成。

控制台提示项目参数错误，项目不存在，应该如何处理？控制台提示项目参数错误，项目不存在，应该如何处理？
问题描述

在阿里云实时计算Flink版控制台出现错误提示窗口。

原因分析

系统下线了已经到期但是没有续费的项目。

解决方案

您需要对项目进行续费，详情请参见手动续费。

作业无法启动，应该如何处理？作业无法启动，应该如何处理？
您在完成作业开发上线以后，在运维页面无法启动作业。 原因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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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中存在Failover

排错指引

查看Failover报错信息，分析Job运行异常原因，通常Failover有以下报错。

Slot allocation request timed out

解决方案

这个问题通常是由资源不足引起的，请先检查资源是否充足，不足请先扩容。

资源 不 足
排错指引

在运行信息中，查看是否有如下的报错提示。

Submit blink job failed, name: test_copy, errcode:30011, errmsg:code:[30011], brief info:
[error occur while run app], context info:[details:[资源不⾜，请⼿动停⽌任务提交，并联系管理员
扩容.(yarn resource not available, so here try to kill it to avoid long time waiting)java.
lang.Exception: shell cmd execute failed

解决方案

在已使用CU接近已购买CU的时，如果您的作业所需CU较大，会导致作业无法启动，需要您重新购买资源。

获取资源配置失败

排错指引

在运行信息中，查看是否有如下的报错提示。

errcode:30011, errmsg:code:[30011], brief info:[error occur while run app], context info:
[details:[任务提交失败，请检查详细⽇志输出.（submit app failed)java.lang.UnsupportedOperation
Exception: Cannot set chaining strategy on Union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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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重新获取资源配置。BlinkSQL任务开发完成后，需要单击资源配置资源配置，通过获取自动生成JSON配置获取自动生成JSON配置来生成
一份默认的配置文件。

无作业指标

问题现象

作业运维曲线上没有任何指标，作业一直处于Created状态，也没有Failover报错。

原因分析

JM没运行起来。

解决方案

先检查资源是否足够，如果资源足够，请您手动指增加CU后，重启作业。

作业上线后，作业的运维页面看不到拓扑图、瞬时值的指标或曲线指标，应该如作业上线后，作业的运维页面看不到拓扑图、瞬时值的指标或曲线指标，应该如
何处理？何处理？

1. 查看是否有Failover错误信息

解决方案：如果有Failover错误信息，请参见运行Failover。

2. 运维页面没有拓扑图和瞬时值的数据

解决方案：请您提交工单进行咨询。工单格式如下：

项目名

作业名称

什么时间提交的作业

公司名称

报错信息截图

3. 运维页面的曲线指标，全部指标或者是部分指标都没有信息

解决方案：

i. 首先确认是否使用了自定义的Source，如果是自定义的Source，Source的输入曲线为空是正常的，因
为实时计算Flink版无法监控到自定义的Source。

ii. 如果没有使用自定义的插件，但曲线指标不存在，请您提交工单进行咨询，工单格式如下：

项目名

作业名称

什么时间提交的作业

公司名称

报错信息截图

新作业提交后，项目中现存作业出现异常的原因是什么？新作业提交后，项目中现存作业出现异常的原因是什么？
独享模式采用的是CGroup（Control Group）非严格资源隔离模式，在集群资存在空闲时，单个作业（作业A）
资源可以超用（即实际使用资源可超过申请资源，运维界面对应显示资源健康分小于等于20分）。如果新提交
作业（作业B）申请的资源大于实际剩余资源，将要求超用资源的作业A退还部分资源。现存作业（作业A）的
资源减少后可能会出现业务延迟增大等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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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仅独享模式存在此问题。

新作业提交运行后，项目使用率过高（超过95%以上）可能会出现以上问题。

例如，1个项目的总资源为10CU，已经启动了两个作业，分别申请了2.5CU。由于资源有超用，其中一个作业A
实际使用了3CU。总项目上来看，  已使⽤CU（即实际申请CU）=5CU ，但实际使用的资源为5.5CU。如果此时再
提交运行1个申请5CU的作业，由于总资源为10CU，此时资源超用的作业A需要退还超用的0.5CU。因此，作业
A实际使用的资源为2.5CU（与实际申请的一致），相比之前的实际使用的资源3CU有所减少，其处理能力也有
所下降，可能会出现业务延迟增大的现象。

为什么作业没有输出？为什么作业没有输出？
场景描述

上线运行作业后，下游结果表中没有数据。

排错流程图

i. 检查作业中是否存在FailoverFailover

排错指引

查看FailoverFailover报错信息，分析作业运行异常原因。

解决方案

解决FailoverFailover问题，使作业正常运行。

ii. 检查源表数据是否进入实时计算Flink版

排错指引

这种情况下没有FailoverFailover，但数据延时会很大，请查看数据曲线数据曲线，检查各Source输入是否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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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检查源表，保证上游有数据进入实时计算Flink版。

iii. 检查数据是否被某个节点过滤

排错指引

在运行信息运行信息页面，查看每个节点的IN_Q（输入）IN_Q（输入）和OUT _Q（输出）OUT _Q（输出）。如果输入有数据，输出为
0，说明数据被这个节点过滤了。单击对应节点vertex顶部深蓝色区域后，再单击Met ricsMet rics，查看数
据输入和数据输出指标的详细信息。

在数据曲线数据曲线页面，查看数据流入流出情况。

a. 有数据流入：检查是否使用了数据存储的方式引入。

b. 没有数据流出：可能是启动位点设置的有误。

解决方案

请参见Vertex排查数据量问题。

Join过滤了数据。

Window过滤了数据（检查Watermark的字段是否有效）。

Where条件过滤了数据。

iv. 检查下游是否由于默认缓存机制缓存了数据

解决方案：排除JOB的业务逻辑异常后，调整下游存储的batchsize的大小，设置为1。

说明 说明 该参数可能会造成下游数据库I/O压力过大、存在性能瓶颈的风险。

with(
type ='DATAHUB',
endpoint = 'XXXX',
batchsize = '1'
)

v. 检查下游RDS，是否存在死锁

解决方案：请参见写MySQL（TDDL/RDS）时，出现死锁（DeadLock）。

另外，您可以使用调试模式（Debug），将计算结果打印到日志中，对日志进行分析，判断无输出结果的原
因。详情请参见如何通过调试模式（Debug）查看作业的输出信息？

为什么使用滑动窗口没有数据输出？为什么使用滑动窗口没有数据输出？
问题描述：

使用滑动窗口没有数据输出。

解决方案

检查源表Watermark的时间字段是不是TIMESTAMP类型，如果不是，请您使用计算列进行转换。

说明说明

a. 请参见概述的时间类型中关于Watermark的说明了解更多。

b. 请参见数据源表概述数据列章节了解如何进行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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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据源表的并发是不是都有数据，只要有一个并发没有数据都不会触发Watermark形成窗口输出。如
下图所示 。

作业延时增加，应该如何处理？作业延时增加，应该如何处理？
排查指引

数据间隔时间较大

数据间隔时间：  no_data_delay = 当前系统时间 - 最后⼀条数据到达实时计算Flink版的时间 ，即数据源中
的数据到达实时计算Flink版的时间间隔。

数据间隔延时过大表明上游可能没有数据进入实时计算Flink版系统。实时计算Flink版数据间隔时间等于所
有并发中的最大的延迟。您可以参见运维页面数据曲线数据曲线 >  > DelayDelay中的Source SubT ask 最大延迟 T opSource SubT ask 最大延迟 T op
1515曲线分析源表各并发的延迟。

作业性能不佳

SQL语法或者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可能导致作业性能不佳，从而造成数据处理的滞后和作业延时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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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方法

检查作业链路，确保上游所有Shard（Queue）都有最新的数据流入实时计算Flink版。

如果在数据间隔时间较小的情况下，仍然存在作业延时增加的现象，则可能是作业性能不佳所导致。处理
方法参见高性能Flink SQL优化技巧。SQL优化后，建议您先进行3~5次自动配置调优，如果调优效果不明
显，再进行手动配置调优。

说明说明

第一次进行自动配置调优时，请不要指定CU数。

建议您先优化SQL，再进行资源配置，优化效率会更高。

作业延迟过大，应该如何处理？作业延迟过大，应该如何处理？
线上作业延迟过大，表现为曲线图中业务延迟业务延迟呈水平趋势，或逐步呈上升趋势，或在追历史数据（启动位点调
整到当前时间之前）的过程中，曲线图中业务延迟业务延迟下降非常缓慢。常见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源数据中存在脏数据

排错指引

在曲线图中，查看各Source的脏数据各Source的脏数据，脏数据会在相应时间节点上显示数据量，没有则显示为0。

查看FailoverFailover或Taskmanager.log日志中的报错信息，脏数据会在错误信息中标明。

解决方案

更改SQL，过滤脏数据后，重新上线作业。

没有源表数据进入实时计算Flink版

排错指引

这种情况下没有Failover，请查看数据曲线数据曲线，检查各Source输入是否有数据。

解决方案

检查源表，确保上游有数据进入实时计算Flink版。详情请参见数据曲线数据曲线业务延迟3条曲线。

RDS写入瓶颈

排错指引

在RDS写入过慢时，建议您调大并发或增加资源，观察输出是否仍然为0或RPS极小。

解决方案

新建一个Schema相同的结果表，重新注册存储注册存储引入。

源数据存在问题

排错指引

请确认是否存在以下情况：

是否存在历史数据。

数据周期性输入为0。

输入数据不稳定，表现为输入曲线有抖动。

解决方案

历史数据处理完成后（例如，追历史数据完成后），延迟会下降。

确认数据生产机制是否异常。

数据输入波动大，检查Source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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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节点存在反压

排错指引

详情请参见如何对实时计算Flink版3.0以上版本的作业进行反压检测？

解决方案

a. 优化SQL。详情请参见高性能Flink SQL优化技巧。

b. 优化上下游WITH参数。详情请 参见上下游存储文档的WITH参数介绍。

c. 优化作业参数。详情请参见高性能Flink SQL优化技巧。

d. 资源调优。AutoScale自动配置调优后，再进行手动调优。

业务延迟显示作业无效，应该如何处理？业务延迟显示作业无效，应该如何处理？
业务延迟显示无效的原因包括如下几种，您可以根据不同的原因进行对应的处理：

作业运行失败，无法获取稳定的埋点信息。

根据Failover报错信息提示修复问题，使作业正常运行。

您没有对自定义源表或Datastream作业进行埋点，或者埋点方式和实时计算Flink版数据存储不兼容。

请参见Metric文档编写埋点代码，确保和实时计算Flink版数据存储相互兼容。

用户数据的延迟和实时计算Flink版获取埋点数据的延迟重合。

请您提交工单进行咨询。

多个作业显示无效。

可能是集群出现问题，请您提交工单进行咨询。

如何对实时计算Flink版3.0以上版本的作业进行反压检测？如何对实时计算Flink版3.0以上版本的作业进行反压检测？
反压检测是指当下游处理能力不足时，通知上游停止发送数据，从而避免数据丢失。实时计算Flink版3.0以上版
本作业的反压检测步骤如下：

1. 查看Vert ex拓扑Vert ex拓扑中的IN_QIN_Q与OUT _QOUT _Q的参数值是否到达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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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_Q与OUT_Q值间歇性到达100%：作业不存在反压。

IN_Q与OUT_Q值长时间维持在100%：进行下一步检测。

2. 查看数据曲线数据曲线 >  > QueueQueue中的Input  Queue UsageInput  Queue Usage和Out put  Queue UsageOut put  Queue Usage是否达到100%。

未达到100%：作业不存在反压。

达到100%：进行下一步检测。

3. 查看BackPressureBackPressure的状态是否为high。

i. 在运维运维 >  > 运行信息运行信息 >  > Vert ex拓扑Vert ex拓扑中，单击vertex顶部深蓝色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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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右侧Task信息区域，查看BackPressureBackPressure参数。

红色high：该节点存在反压。

绿色ok：该节点不存在反压。

如何通过调试模式（Debug）查看作业的输出信息？如何通过调试模式（Debug）查看作业的输出信息？
当结果表没有输出时，建议您使用调试模式（Debug），将计算结果打印到日志中，对日志进行分析，判断无
输出结果的原因。例如存在脏数据等。根据作业是否包含UDX，日志查看的方法分为以下两种：

无UDX

i. 将结果表中的WITH参数改为  type='print' 。

CREATE table result_infor(
id bigint,
phoneNumber bigint,
name VARCHAR
)with(
type='print'
);

ii. 重新上线并且启动作业。

iii. 单击作业名称，进入运行信息运行信息页面。

iv. 单击Expand allExpand all。

v. 按住CTRL+F，输入print，找到Print节点所在的Vert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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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单击目标vertex顶部深蓝色区域。

vii. 在SubT asksSubT asks页签，单击LOG0LOG0，跳转至Cont ainer LogCont ainer Log页面。

viii. 单击logListlogList ，返回日志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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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单击t askmanager.outt askmanager.out 查看日志结果。

日志结果如下图所示。

存在UDX

如果您使用UDX，在Java代码中又可以分为如下两种Debug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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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out/err方法

在Java代码中使用  system.out 或  system.err 方法，把调试的日志打印到  taskmanager.out 或  ta
skmanager.err 。

SLF4J的Logger方法

在Java代码中使用SLF4J的Logger功能，把调试的日志打印到  taskmanager.log 。

如何处理调试过程、窗口或计算过程中的脏数据？如何处理调试过程、窗口或计算过程中的脏数据？
实际操作中您可能会遇到脏数据中断业务开展的情况，本文为您介绍在不同的场景中如何处理脏数据。

调试过程中的脏数据

错误详情

作业调试过程中出现报错信息：操作错误，所有的数据均被跳过，请检查DDL中的LENGTHCHECK项。

错误原因

单行字段条数检查策略LENGTHCHECK的默认值为NONE，即解析出的字段数小于定义字段数时，跳过这行
数据。如果您的数据源存在脏数据，不符合单行字段条数检查的默认策略，则调试线上抽取数据时会报
错，导致无法抽取到线上数据。

解决方案

建议在源表的WITH参数中增加lengthcheck='PAD'参数，即当解析出的字段数小于定义字段数时，系统会
使用null在行尾填充缺少的字段。

窗口中的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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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详情

报错信息：  Caused by: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报错原因

WaterMark中存在NULL值导致NullPointerException报错。

解决方案

如果您使用Window函数，Event t ime的时间字段中存在NULL值，需要使用计算列进行过滤，示例如下。

ts as case when `datetime` is null 
           then to_timestamp('1970-01-01 00:00:00')
           else `datetime`end

计算过程中的脏数据

错误详情

 java.lang.NumberFormatException：For input string:"null" 

 java.lang.NumberFormatException：For input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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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 文档版本：20220525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10847.html#concept-nnx-bwy-bhb


报错原因

输入值是NULL字符串或空字符串，不能作为数字类型进行计算。

解决方案

确定脏数据后，通过WHERE或者CASE WHEN的方法对脏数据进行过滤。

说明 说明 实时计算Flink版2.2及以上版本支持在日志中查看脏数据，具体步骤请参见如何从
taskmanager.log中查找脏数据等报错信息？

使用WHERE对脏数据进行过滤，示例如下。

select avg(test_id) from input
where test_id IS NOT NULL;

使用CASE WHEN对脏数据进行过滤，示例如下。

select avg(case when test_id IS Null 
                then 0
                else test_id 
           end as test_id)
from input;

如何利用报错信息快速定位作业问题？如何利用报错信息快速定位作业问题？
当作业状态运行运行前的标点显示为红色或者黄色时，表明作业的运行状态不正常。

黄色：作业正在调度。（可能因为资源不足导致作业运行失败。）

红色：作业存在错误。

通过以下两种方法快速定位作业问题：

查看At t emptAt t empt 为0的FailoverFailover历史信息。

i. 在FailoverFailover >  > Failover Hist oryFailover Hist ory页面，查看At t emptAt t empt 为0的FailoverFailover历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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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查看FailoverFailover当前页面最后一个Caused byCaused by信息。找到最开始的Failover，并将页面拉至最下端，由下
至上，找到Cause by信息。

说明 说明 第1个Failover中的Cause by信息，往往是导致作业异常的根因，根据该根因的提示信
息，可以快速定位作业异常的原因。

无法查看At t emptAt t empt 为0的Failover信息：

i. 在数据曲线数据曲线页面，通过最近6小时最近6小时、最近1天最近1天或最近1周最近1周维度，查看FailoverFailover曲线中第一次Failover的时
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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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t askmanager.logt askmanager.log日志中查看报错的原因。报错原因查询方法参见如何从taskmanager.log中查找脏
数据等报错信息？

如何从taskmanager.log中查找脏数据等报错信息？如何从taskmanager.log中查找脏数据等报错信息？
作业运行所产生的信息会记录到  taskmanager.log 日志文件中，如果您的作业出现运行失败的状态，您可以
在  taskmanager.log 日志文件中查看可能的报错原因，例如脏数据。在  taskmanager.log 日志文件中查看
报错信息的步骤如下：

1. 单击St at usSt at us为FAILEDFAILED的节点或者SourceSource节点。

2. 在运行信息运行信息 >  > SubT ask ListSubT ask List 中，单击St at usSt at us为FAILEDFAILED的Subtask操作操作列下的查看日志查看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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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t askmanager.logt askmanager.log日志操作列下的查看日志查看日志。

4. 按下  ctrl+F 搜索报错关键字（例如error），并查看报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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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建议从最近的时间开始查看，最近的有效报错信息通常是导致作业运行失败的根本原因。

Vertex排查数据量问题Vertex排查数据量问题
现象分析

数据经过JOIN、WHERE或WINDOW等节点，数据量变少为正常现象，因为数据可能因为条件限制被过滤或
JOIN不上。当某个Operator为红色时，代表数据被该节点过滤。

过滤场景

Window节点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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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方案：

a. 检查开窗的字段ts是否正常：

如果您的开窗时间是1970年（时间戳为10位）、15XXX年（时间戳为16位）等非13位时间戳的开
窗时间，则需要使用计算列转换为13位时间戳后，再进行开窗操作。

如果您不确定您的ts字段是否正常，建议您写一个虚拟的Sink，将ts字段打印到日志中，详情请参
见如何通过调试模式（Debug）查看作业的输出信息？

CREATE TABLE test_output (
    ts              timestamp
) WITH (
    type = 'print'
);
INSERT into test_output
SELECT 
     ts
FROM 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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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查看数据曲线数据曲线中有关Wat erMarkWat erMark的三个曲线。详情请参见数据曲线。

2.x以下的版本：查看数据源表的并发是否都有数据，只要一个并发没有数据，就不会触
发Wat erMarkWat erMark形成窗口输出。

说明 说明 假设，窗口设置为1分钟的滚动窗口，数据被窗口过滤。检查下一个窗口是否有数据
到来，如果下个窗口没有数据到来，则不会触发上一个窗口的结束，因此窗口没有输出。

如果排查后，发现没有问题，请您提交工单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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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节点过滤

排查方案

a. 将Where条件注释掉后，再将没有Where条件的数据打印到日志中，检查是否有数据满足Where条
件。详情请参见如何通过调试模式（Debug）查看作业的输出信息？

b. 当有符合Where条件的数据时，请检查Where条件的写法。例如，在Where条件中使用
了to_timestamp、date_format等函数时，您可以将Where条件中使用的函数打印到虚拟Sink中，检
查函数使用的方法是否正确。

CREATE TABLE test_output (
    t1              varchar
) WITH (
    type = 'print'
);
INSERT into test_output
SELECT 
   DATE_FORMAT(datetime1, 'yyMMdd')
FROM 源表;                         

如果您排查后，发现没有问题，请您提交工单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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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节点过滤

排查方案：检查ON条件，如果您不确定ON条件是否有问题，您可以将左右两个表的数据打印到日志中检
查。详情请参见如何通过调试模式（Debug）查看作业的输出信息？

如果ON条件没有问题，请您提交工单进行咨询。

重新获取配置资源报错，该如何处理？重新获取配置资源报错，该如何处理？
报错信息

报错原因

无法正常获取当前资源配置信息。

解决方案

i. 在资源配置页面，按住CTRL+E将资源配置信息删除后，应用当前配置并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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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重新获取配置资源，再应用当前配置并关闭窗口。

在使用UDX函数时，引用JAR包内的本地文件报错在使用UDX函数时，引用JAR包内的本地文件报错
如果引用的JAR包内的本地文档报错信息为空指针，您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确认：

本地文件是否存放在resources文件夹下。

是否使用当前加载路径（UdtfTest）。

获得相对路径下资源的方法是否为  getResourceAsStream(name:''/config/res.txt'') 。

是否正确读取文件内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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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BY数据出现热点、数据倾斜GROUP BY数据出现热点、数据倾斜
问题描述

在作业处理的速度很慢时，增加了资源后，作业处理速度并没有明显提升。

问题原因

数据出现热点、数据倾斜。

解决方案

优化前

SELECT 
ID,
COUNT(distinct NAME)
FROM  AA
GROUP BY ID;

优化后

CREATE VIEW SSS AS
SELECT
ID,
NAME
FROM  AA
GROUP BY ID,NAME;
INSERT INTO  SS
SELECT
ID,
COUNT(NAME)
FROM  SSS
GROUP BY ID;

说明 说明 把SQL拆分成两次进行GROUP BY，第一次去重，第二次聚合。

OpenAPI DEMO报错OpenAPI DEMO报错
报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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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错原因

您使用了4.3.0以下版本的  aliyun-java-sdk-core 。

解决方案

请使用4.3.0及以上版本的  aliyun-java-sdk-core 。

云监控控制台页面配置监控告警时，显示无数据，应该如何处理？云监控控制台页面配置监控告警时，显示无数据，应该如何处理？
问题描述

实时计算Flink版作业运维作业运维页面有数据曲线，且有数据传给云监控消费的日志信息，但在云监控控制台配置监
控告警时，显示无数据。

问题原因

子账号没有授予相关权限。

解决方案

添加AliyunCloudMonit orFullAccessAliyunCloudMonit orFullAccess和AliyunCloudMonit orReadOnlyAccessAliyunCloudMonit orReadOnlyAccess权限。

说明 说明 如果添加AliyunCloudMonit orFullAccessAliyunCloudMonit orFullAccess和AliyunCloudMonit orReadOnlyAccessAliyunCloudMonit orReadOnlyAccess权
限后，云监控控制台仍然没有数据，请您提交工单，产品名称选择云监控云监控。

常见问题··分场景排错指引 实时计算（流计算）

58 > 文档版本：20220525

https://selfservice.console.aliyun.com/ticket/createIndex?accounttraceid=f7b76db740fa486baa4b63bd5848fbc1idrb


本文汇总了实时计算上下游存储常见报错与解决方案。

如何避免结果表写入不同步问题？

存放的数据产品不在实时计算支持的存储列表，应该如何处理？

DataHub作为结果表存在大量重复数据，应该如何处理？

DataHub中Shard在只读状态下可以被读取数据吗？

实时计算每处理一条记录都会去新增或者更新RDS数据库表吗？将实时计算结果写入数据库，是否会对RDS
产生性能影响？

实时计算上游数据源是否支持RDS数据库？

如何使用Java连接实时计算与消息队列？

如何把结果数据输出到一个存在主键限制的外部存储？

使用SINK WITH PRIMARY KEY有什么限制？

哪些类型的结果表支持在DDL中定义PRIMARY KEY，并能够按照PRIMARY KEY进行INSERT、UPDATE和
DELETE？

在Sink节点的并发度不为1，多个并发中存在相同PRIMARY KEY的数据时，Sink节点如何保证多个并发间对相
同PRIMARY KEY的数据更新顺序一致？

为什么相同PRIMARY KEY的数据写到外部存储的顺序和Sink的输入流相同PRIMARY KEY的数据顺序不一致？

如何避免结果表写入不同步问题？如何避免结果表写入不同步问题？
问题描述

把相同的数据保存到属于不同数据库但表结构相同的两个结果表里，两张表数据的写入速率不同，但最终的
结果一致。

问题原因

由于结果表的并发量不同，数据分发出现数据乱序。

解决方案

对作业进行自动配置调优，详情请参见自动配置调优。

为两个并发不同的结果表设置相同的节点，让两个节点串联（Chain）在一起。详情请参见手动配置调
优。

存放的数据产品不在实时计算支持的存储列表，应该如何处理？存放的数据产品不在实时计算支持的存储列表，应该如何处理？
如果您所选择的阿里云存储产品不在实时计算系统支持范围之内，请您提交工单进行咨询。

如果您使用了自建开源存储，需要将您的数据迁移到实时计算支持的列表存储中。数据迁移的过程中如果遇
到问题，您可以提交工单进行咨询。

DataHub作为结果表存在大量重复数据，应该如何处理？DataHub作为结果表存在大量重复数据，应该如何处理？
问题描述

从DataHub的Topic A中读取数据，通过实时计算处理后写入到DataHub中的Topic B，发现有大量重复数
据。

原因分析

上述问题是由DataHub存储机制导致的。DataHub是一种消息队列服务，写入一条数据，就存储一条数据，
不会对数据的重复性进行判断，而会将每一条输入的数据当成新数据进行储存。在此场景中，运算过程中的
计算数据同样被DataHub储存，导致产生重复数据。

5.上下游存储5.上下游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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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请您将结果表换成RDS。RDS会根据主键更新结果，不会储存计算过程数据。

DataHub中Shard在只读状态下可以被读取数据吗？DataHub中Shard在只读状态下可以被读取数据吗？
问题描述

DataHub中Shard在只读状态下可以被读取数据吗？

问题解析

Shard在可读写状态下是可以被读取数据的。上图中Shard状态为CLOSED，而CLOSED是只读状态，并非可读
写状态，因此无法被读取。关于Shard状态说明，请参见Shard状态说明。

实时计算每处理一条记录都会去新增或者更新RDS数据库表吗？将实时计算结果实时计算每处理一条记录都会去新增或者更新RDS数据库表吗？将实时计算结果
写入数据库，是否会对RDS产生性能影响？写入数据库，是否会对RDS产生性能影响？
实时计算的每条结果数据会触发对RDS的写入。如果存在KEY，重复的值会更新（UPDATE），不重复的值会新
增（INSERT）。您可以通过设置Batchsize参数来降低对RDS性能的影响。

实时计算上游数据源是否支持RDS数据库？实时计算上游数据源是否支持RDS数据库？
不支持，实时计算支持以下两类上游数据源来驱动计算：

消息队列类型。例如，消息队列Kafka、消息队列RocketMQ版和DataHub等。

非消息队列类型。例如，大数据计算服务（MaxCompute，原名ODPS）和表格存储Tablestore等。

如何使用Java连接实时计算与消息队列？如何使用Java连接实时计算与消息队列？
您可以使用Flink Datastream的方式实现实时计算读取消息队列RocketMQ版中的数据。详情请参见概述。

如何把结果数据输出到一个存在主键限制的外部存储？如何把结果数据输出到一个存在主键限制的外部存储？
A：例如，输出结果数据到一张存在PRIMARY KEY限制的MySQL表，MySQL建表语句如下。

常见问题··上下游存储 实时计算（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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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TABLE words ( 
  word VARCHAR(30) NOT NULL,
  cnt BIGINT,
  CONSTRAINT word_pk PRIMARY KEY(word)
);

Q：Blink统计每个word的出现频次后，把结果输出到真实的物理表words中。Blink定义的结果表rds_output的
DDL中声明了PRIMARY KEY为word，Sink处理每条输入数据的逻辑为：

如果words表中不存在和rds_output主键一致的数据(w,c1)，则在words表插入数据(w,c1)。

如果words表中存在和rds_output主键一致的数据(w,c1)，则在words表中更新该条记录，即替
换(w,c)为(w,c1)。

说明说明

Blink结果表rds_output定义中的PRIMARY KEY必须和MySQL真实的物理表的PRIMARY KEY一致。

如果rds_output表DDL里未声明PRIMARY KEY，在作业运行阶段，向words表中插入一条word已经
存在的记录，则会因为MySQL的主键限制引发运行异常。

---Split⽤于把句⼦切分成单词。
CREATE FUNCTION split AS 'com.hjc.test.blink.sql.udx.SplitUdtf';
CREATE TABLE tt_input(
  sentences VARCHAR
) with (
  type='datahub',
  endPoint='http://dh-cn-hangzhou.aliyun-inc.com',
  project='<yourProjectName>',
  topic='<yourTopic>',
  accessId='<yourAccessID>',
  accessKey='<yourAccessSecret>'
);
CREATE TABLE rds_output(
  word VARCHAR,
  cnt BIGINT,
  PRIMARY KEY(word)
) with (
  type='rds',
  url='<yourDatabaseURL>',
     tableName='words',
     userName='<yourDatabaseUserName>',
     password='<yourDatabasePassword>'
);
INSERT INTO rds_output
  SELECT word, COUNT(1) AS cnt FROM 
  (
    SELECT word FROM tt_input, LATERAL TABLE(split(sentences)) as T(word)
  ) GROUP BY word;

使用SINK WITH PRIMARY KEY有什么限制？使用SINK WITH PRIMARY KEY有什么限制？
SINK WITH PRIMARY KEY用于把数据输出到一个有主键限制的外部存储中，例如MySQL。使用SINK WITH
PRIMARY KEY时，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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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k的外部存储必须具有PRIMARY KEY限制，且Blink结果表定义里声明的PRIMARY KEY必须和物理存储的
PRIMARY KEY一致。

Sink必须具有按主键进行INSERT、UPDATE和DELETE的能力。

哪些类型的结果表支持在DDL中定义PRIMARY KEY，并能够按照PRIMARY KEY哪些类型的结果表支持在DDL中定义PRIMARY KEY，并能够按照PRIMARY KEY
进行INSERT、UPDATE和DELETE？进行INSERT、UPDATE和DELETE？
首先，结果表对应的外部存储必须具有PRIMARY KEY限制。其次，Connector Sink支持单个并发间按照PRIMARY
KEY进行INSERT、UPDATE和DELETE。同时满足以上两个条件，才可以在Sink对应的DDL中声明PRIMARY KEY。

Blink内置的Connectors中，仅以下Connectors支持按照PRIMARY KEY进行INSERT、UPDATE和DELETE：

云数据库HBase版

交互式分析Hologres

分析型数据库MySQL3.0

分析型数据库MySQL

表格存储TableStore

云数据库RDS SQL Server版

云数据HybridDB for MySQL

云数据库Redis版

云数据库RDS PostgreSQL版

云数据库RDS版

Oracle

Elast icsearch

Phoenix5

在Sink节点的并发度不为1，多个并发中存在相同PRIMARY KEY的数据时，Sink在Sink节点的并发度不为1，多个并发中存在相同PRIMARY KEY的数据时，Sink
节点如何保证多个并发间对相同PRIMARY KEY的数据更新顺序一致？节点如何保证多个并发间对相同PRIMARY KEY的数据更新顺序一致？
不能保证多并发间对相同PRIMARY KEY的数据更新顺序一致。因为多个并发间如果存在相同PRIMARY KEY的数
据，最终写入到外部存储的数据取决于各个并发间完成写动作的前后顺序，这将导致结果的不确定性。

为了避免因为Sink节点多并发导致的数据不确定性，需要将相同PRIMARY KEY的数据落在同一个Sink并发节点
上，以下Pattern都可以让Sink的输入数据满足要求：

{Aggregate -> Sink}或{Aggregate -> [非状态节点，例如calculate] -> Sink}

{双流 Join -> Sink}或{双流 Join -> [非状态节点，例如calculate] -> Sink}

其中Aggregate的GroupKey或双流Join的JoinKey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SINK PRIMARY KEY需要和JoinKey或GroupKey任何一个相同。

SINKPRIMARY KEY必须是JoinKey或GroupKey任何一个的子集。

如果SINK PRIMARY KEY不和JoinKey或GroupKey任何一个相同，且不是它们任何一个的子集，需要显式的从
JoinKey或GroupKey转换到SINK PRIMARY KEY，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加一层Aggregate，从而以PRIMARY KEY作
为Aggregate的GroupKey。

为什么相同PRIMARY KEY的数据写到外部存储的顺序和Sink的输入流相同为什么相同PRIMARY KEY的数据写到外部存储的顺序和Sink的输入流相同
PRIMARY KEY的数据顺序不一致？PRIMARY KEY的数据顺序不一致？

作业SQL有问题

例如，由于Sink的PRIMARY KEY和上游的Aggregate的GroupKey并无关联，因此，相同PRIMARY KEY的数据
落在不同的并发，最终导致外部存储中的数据顺序和Sink的输入流的不一致，因而数据结果也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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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示例1

---Split⽤于把句⼦切分成单词。
CREATE FUNCTION split AS 'com.hjc.test.blink.sql.udx.SplitUdtf';
CREATE TABLE tt_input(
  sentences VARCHAR
) with (
  type='datahub',
  endPoint='http://dh-cn-hangzhou.aliyun-inc.com',
  project='<yourProjectName>',
  topic='<yourTopic>',
  accessId='<yourAccessID>',
  accessKey='<yourAccessSecret>'
);
---错误⽰例：Sink的PRIMARY KEY和Aggregate的GroupKey不⼀致。
CREATE TABLE rds_output(
  word VARCHAR,
  cnt BIGINT,
  PRIMARY KEY(cnt)
) with (
  type='rds',
  url='<yourDatabaseURL>',
     tableName='words'
     userName='<yourDatabaseUserName>',
     password='<yourDatabasePassword>'
);
INSERT INTO rds_output
  SELECT word, COUNT(1) AS cnt FROM 
  (
    SELECT word FROM tt_input, LATERAL TABLE(split(sentences)) as T(word)
  ) GROUP BY word

说明 说明 该示例中，Sink的PRIMARY KEY和Aggregate的GroupKey不一致，导致相同cnt的数据落
在不同的并发上，最终写到Sink里的数据不确定。PRIMARY KEY为1的记录可能
为('Hello',1)或('word',1)，这取决于哪条记录最后写到RDS。

错误示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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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lit⽤于把句⼦切分成单词。
CREATE FUNCTION split AS 'com.hjc.test.blink.sql.udx.SplitUdtf';
CREATE TABLE tt_input(
  sentences VARCHAR
) with (
  type='datahub',
  endPoint='http://dh-cn-hangzhou.aliyun-inc.com',
  project='<yourProjectName>',
  topic='<yourTopic>',
  accessId='<yourAccessID>',
  accessKey='<yourAccessSecret>'
);
--- 错误⽰例：Sink的Primary和Aggregate的GroupKey不⼀致。
CREATE TABLE rds_output(
  word VARCHAR,
  cnt BIGINT,
  PRIMARY KEY(cnt)
) with (
    type='rds',
  url='<yourDatabaseURL>',
     tableName='words'
     userName='<yourDatabaseUserName>',
     password='<yourDatabasePassword>'
  -- 声明了partitionBy是cnt，Sink前强制按照partitionBy进⾏⼀次Shuffle。
  partitionBy = 'cnt'
);
INSERT INTO rds_output
  SELECT word, COUNT(1) AS cnt FROM 
  (
    SELECT word FROM tt_input, LATERAL TABLE(split(sentences)) as T(word)
  ) GROUP BY word
  ;

说明 说明 该示例中， Sink的Primary和Aggregate的GroupKey仍然不一致，和错误示范1唯一的区别
为Sink声明了Partit ionedKey，导致写入Sink前会按照partit ionKey进行一次Shuffle。但是这样的结果
仍然具有不确定性，PRIMARY KEY为1的记录可能为('Hello',1)或('word',1)，这取决于哪条记录最后写
到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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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PlanJson被破坏

作业的PlanJson被手动修改了Sink或Aggregate并发度，导致Aggregate和下游的Sink不能Chain起来，破坏
了Sink输入数据的Distribution属性。

CREATE TABLE tt_input(
  word VARCHAR
) with (
  type='datahub',
  endPoint='http://dh-cn-hangzhou.aliyun-inc.com',
  project='<yourProjectName>',
  topic='<yourTopic>',
  accessId='<yourAccessID>',
  accessKey='<yourAccessSecret>'
);
CREATE TABLE rds_output(
word BIGINT,
cnt BIGINT,
PRIMARY KEY(word)
) with (
  type='rds',
  url='<yourDatabaseURL>',
     tableName='words'
     userName='<yourDatabaseUserName>',
     password='<yourDatabasePassword>'
);
INSERT INTO rds_output
  SELECT word, COUNT(1) AS cnt FROM tt_input GROUP BY word;

说明 说明 该示例中，SQL本身没有问题，但在PlanJson上手动调整Sink节点的并发度，导致原来的
Forward的边变成了Rebalance的边。最终PRIMARY KEY为Hello对应的记录可能为('Hello',2)，也可能不
存在该PRIMARY KEY，这取决于哪条记录最后写到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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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汇总了实时计算语法检查常见报错与解决方案。

SQL编写完成后，请您先进行语法检查。如果出现报错信息，请更改SQL后，再上线运行您的作业。常见的语法
检查报错信息如下：

报错：column '<colunmName>' is ambiguous

报错：Failed to encode 'xxxx' in character set  'ISO-8859-1'

报错：'Rds' is not supported as a source table

报错：Query result  and target table 'table_name' field length not match

报错：Interval f ield value 100 exceeds precision of MINUTE(2) field

报错：ODPS *** Part it ion null table count ODPS tables row count exceeds maxRowCount limit  {2}

报错：SQL validation failed: index (55) must be less than size (55)

报错：column '<colunmName>' is ambiguous报错：column '<colunmName>' is ambiguous
报错信息

 column '<colunmName>' is ambiguous 。

问题原因

关联的两张表存在同名字段，在引用时未在字段前指定表名。

解决方案

修改前

select 
column_name
……
join table_A.column_name = table_B.column_name

修改后

select 
table_A.column_name 
……
join table_A.column_name =table_B.column_name

报错：Failed to encode 'xxxx' in character set 'ISO-8859-1'报错：Failed to encode 'xxxx' in character set 'ISO-8859-1'
报错信息

[ERROR] org.apache.calcite.runtime.CalciteException: Failed to encode ‘【’ in character set
‘ISO-8859-1’[ERROR] Blink-SQL local debug task encountered errororg.apache.calcite.runtime.
CalciteException: Failed to encode ‘【’ in character set ‘ISO-8859-1’

6.SQL常见问题6.SQL常见问题
6.1. 语法检查报错6.1. 语法检查报错

常见问题··SQL常见问题 实时计算（流计算）

66 > 文档版本：20220525



报错原因

Flink SQL中不支持直接使用中文字符，包括中文文字和中文标点符号。

解决方案

在中文字符前面添加 _UTF16。

_UTF16'【'
_UTF16'您好'

说明 说明 常量都需要添加  _UTF16 。

报错：'Rds' is not supported as a source table报错：'Rds' is not supported as a source table
报错信息

 ERR_ID:
      CON-00012
 CAUSE:
      'Rds' is not supported as a source table.
 ACTION:
      Check the doc for more information           

报错原因

作业中声明了RDS的表，但是没有INSERT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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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S作为维表，但是没有声明维表PERIOD FOR SYSTEM_TIME。

解决方案

INSERT作业中声明的RDS表。

在作业中的维表中写入声明PERIOD FOR SYSTEM_TIME。

报错：Query result  and target table 'table_name' field length not报错：Query result  and target table 'table_name' field length not
matchmatch

报错信息

说明 说明 报错提示中的table_name指代具体实例中的表名。

报错原因

写入的字段与结果表中声明字段的数量、类型、顺序不一致。

解决方案

修改语句使写入语句的字段数量、类型、顺序都与结果表保持一致。

报错：Interval field value 100 exceeds precision of MINUTE(2) field报错：Interval field value 100 exceeds precision of MINUTE(2) field
报错信息

常见问题··SQL常见问题 实时计算（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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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窗口里的年、月、日、时、分、秒设置超过两位数时，语法检查报错。

报错原因

默认的时间隔精度为两位数。

解决方案

建议您在时间单位中更改精度的位数。

说明 说明 100是三位数，需要在SECOND后面括号内写为3。

报错：ODPS *** Partit ion null table count ODPS tables row count报错：ODPS *** Partit ion null table count ODPS tables row count
exceeds maxRowCount limit {2}exceeds maxRowCount limit {2}

报错信息

实时计算（流计算） 常见问题··SQL常见问题

> 文档版本：20220525 69



在MaxCompute（ODPS）作为维表时，语法检查报错。

报错原因

MaxCompute（ODPS）维表数据记录数超过了maxRowCount默认值  100000 。

解决方案

修改maxRowCount参数值，如下图所示。

报错：SQL validation failed: index (55) must be less than size (55)报错：SQL validation failed: index (55) must be less than size (55)
报错信息

在使用MaxCompute（ODPS）结果表的动态分区功能时，语法检查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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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30017], brief info:[get app plan failed], context info:[detail:
>>>>>
org.apache.flink.table.api.ValidationException: 
************
ERR_ID:
     SQL-00120001
CAUSE:
     SQL validation failed:
     index (55) must be less than size (55)
ACTION:
     Please see descriptions above. If it doesn't help, please contact customer support for
this.
DETAIL:
************
<<<<<]       

报错原因

MaxCompute（ODPS）结果表DDL语句中没有声明分区列。

解决方案

在DDL语句中声明MaxCompute（ODPS）的分区列。例如示例中的`part it ion` = 'ds=2018****'。

create table odps_output(
    id INT,
    user_name VARCHAR,
    content VARCHAR
) with (
    type = 'odps',
    endPoint = 'http://service.cn.maxcompute.aliyun-inc.com/api',
    project = 'projectName',
    tableName = 'tableName',
    accessId = 'yourAccessKeyId',
    accessKey = 'yourAccessKeySecret',
    `partition` = 'ds=2018****'
);       

MaxCompute（ODPS）结果表DDL语句详情，请参见创建MaxCompute（ODPS）结果表。

本文汇总了实时计算调试常见报错与解决方案。

报错：Query result  f ield length not match TableSink analysis_result  f ield length

报错：Cannot apply 'EXTRACT' to arguments of type 'EXTRACT(<INTERVAL HOUR> FROM <CHAR(19)>)'

报错：originated by DoubleParser:NUMERIC_VALUE_FORMAT_ERROD

报错：Query result  f ield type(s) not match TableSink T2 field type(s)

报错：The type '[B' is not supported for the CSV input format.

报错：检测到调试数据与schema字段数量不符

报错：操作错误，所有数据均被跳过，请检查DDL中的LENGTHCHECK项

报错：Query result  field length not match TableSink analysis_result报错：Query result  field length not match TableSink analysis_result
field lengthfield length

6.2. 调试报错6.2. 调试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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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错信息

报错原因

查询结果字段长度与结果表字段长度不匹配。

解决方法

调整INSERT语句中的字段数量，与结果表一致。

调整INSERT语句中插入的字段数据类型和字段顺序，与结果表一致。

如果使用前两种方法排查后，仍然报错，请使用二分法定位问题。

报错：Cannot apply 'EXTRACT' to arguments of type报错：Cannot apply 'EXTRACT' to arguments of type
'EXTRACT(<INTERVAL HOUR> FROM <CHAR(19)>)''EXTRACT(<INTERVAL HOUR> FROM <CHAR(19)>)'

报错信息

报错原因

EXTRACT函数的参数类型使用不正确。

解决方案

使用正确的EXTRACT函数参数类型，详情请参见EXTRACT。

报错：originated by DoubleParser:NUMERIC_VALUE_FORMAT_ERROD报错：originated by DoubleParser:NUMERIC_VALUE_FORMAT_ERROD
报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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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DataHub中存在NULL值时，如果从DataHub里抽取数据，报错如下。

报错原因

CSV文件会把NULL值转化为字符串NULL，系统在处理NULL时，发现记录类型与字符类型不一致，就会提示格
式转换错误。在抽取DataHub数据作为样本调试时，通常会出现此错误，如果项目正式上线，则不会出现类
似于下图的错误。

解决方案

过滤DataHub中NULL值。

处理NULL为您期望的值。例如，使用CASE WHEN函数处理NULL值。

报错：Query result  field type(s) not match TableSink T2 field type(s)报错：Query result  field type(s) not match TableSink T2 field type(s)
报错信息

报错原因

类型转换异常。

解决方案

查看INSERT语句中的数据类型和结果表声明的数据类型是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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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错：The type '[B' is not supported for the CSV input format.报错：The type '[B' is not supported for the CSV input format.
报错信息

报错原因

二进制数据类型不支持本地调试。

解决方案

语法检查没有问题请进行线上调试，详情请参见线上调试

报错：检测到调试数据与schema字段数量不符报错：检测到调试数据与schema字段数量不符
报错信息

报错原因

在调试时，默认使用逗号分隔字段，如果您的数据中存在JSON数据，则数据会被解析成多个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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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在作业参数中设置分隔符为非逗号。

debug.input.delimiter= |          

报错：操作错误，所有数据均被跳过，请检查DDL中的LENGTHCHECK项报错：操作错误，所有数据均被跳过，请检查DDL中的LENGTHCHECK项
报错信息

错误原因

源表中存在脏数据，导致无法抽取到任何线上数据。

解决方法

在源表的WITH参数中增加  lengthcheck='PAD' 语句。

本文汇总了实时计算上线常见报错与解决方案。

报错：Table 'database.table' doesn't  exist

报错：Could not forward element to next  operator,null pointer Exception

报错：ERROR in next  method The response is not valid json

报错：ERROR in next  method AccessKeyId STS.NK1p3aqjkkagcUHiTpc**** is inact ive

报错：open catalog connection failed

报错：获取数据超时，请重试或尝试手动编辑

警告：WARNING（不影响当前流程）

报错：Table 'database.table' doesn't  exist报错：Table 'database.table' doesn't  exist
报错信息

说明 说明 报错中  database.table 指代具体数据库名和表名。

6.3. 上线报错6.3. 上线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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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错原因

数据库中不存在作业中声明的表。

解决方案

检查数据存储中的表是否引用成功。如果不成功，请再次尝试或手动输入。

检查您的数据库中是否存在报错信息中的表，如果没有，请自行创建。

说明 说明 阿里云实时计算不具有数据存储功能，所有涉及表创建的DDL操作，都是对外部数据表、
存储的引用声明。

报错：Could not forward element to next operator,null pointer报错：Could not forward element to next operator,null pointer
ExceptionException

报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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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错原因

数据源端存在NULL值。

解决方案

使用计算列过滤NULL值。通常Watermark里的Event t ime时间字段里存在NULL值。

ts as case when `datetime` is null 
then timestamp '1970-01-01 00:00:00' 
else `datetime` end        

报错：ERROR in next method The response is not valid json报错：ERROR in next method The response is not valid json
报错信息

实时计算（流计算） 常见问题··SQL常见问题

> 文档版本：20220525 77



报错原因

SLS发生了网络震荡，导致连接实时计算失败。

解决方案

重新启动作业。如果还是报错，请您提交工单。

报错：ERROR in next method AccessKeyId报错：ERROR in next method AccessKeyId
STS.NK1p3aqjkkagcUHiTpc**** is inactiveSTS.NK1p3aqjkkagcUHiTpc**** is inactive

报错信息

报错原因

SLS的Token过期。

解决方案

设置参数stsUpdateSeconds='3600'。

报错：open catalog connection failed报错：open catalog connection f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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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错信息

code:[100004], brief info:[open catalog connection failed], context info:[details:
[properties:{"endpoint":"???","name":"blink","type":"default"}.exception:Failed to create H
ive Metastore client]]

报错原因

DDL或DML语句中，表名或字段大小写不一致。

解决方案

建议您仔细检查并修改表名或字段的大小写。

报错：获取数据超时，请重试或尝试手动编辑报错：获取数据超时，请重试或尝试手动编辑
报错信息

报错原因

自定义表的参数传入失败。

由于Case When判断过多，需要加长编译时间。

解决方案

检查自定义表的参数是否传入成功。

在作业参数中配置blink.job.submit.t imeoutInSeconds参数（默认为30s，可以适当增加，但不能超过
90s）。

警告：WARNING（不影响当前流程）警告：WARNING（不影响当前流程）
警告详情

详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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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2

警告原因

详情1

因为上游Shard的限制，所以并发不能扩展到30。

因为取不到上一次对应时间点的指标曲线，所以使用了上一次的资源配置，即本次调优实际并没有生
效。

详情2

可能是在不更新配置的情况下更新了应用程序，或者对配置的修改不正确，导致与作业资源配置不匹配。

解决方案

详情1

不影响作业运行，可以直接上线运行该作业。

详情2

重新获取配置信息重新获取配置信息后，反复执行上线上线 >  > 调优调优。

本文汇总了实时计算启动常见报错与解决方案。

报错：No such edge in stream graph:1 -&g

报错：Slot allocation request  t imed out for

报错：Submit  blink job failed

报错：CLI-00000001

报错：NoClassDefFoundError或NoSuchMethodError

报错：cp path NOT exist  or is empty!

报错：No such edge in stream graph:1 -&g报错：No such edge in stream graph:1 -&g
报错信息

6.4. 启动报错6.4. 启动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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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Blink2.x版本升级到Blink3.x版本时，启动报错。

报错原因

Blink2.x和Blink3.x的PLAN JSON不兼容。

解决方案

您需要重新获取配置资源后，重新上线并启动作业。详情请参见上线和启动。

报错：Slot allocation request t imed out for报错：Slot allocation request t imed out for
报错信息

报错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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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业CU不足时，无法分配资源，导致请求超时。

解决方案

重新设置作业的CU值。如果您项目中的CU不足，请在项目管理项目管理中对项目进行扩容，详情请参见变配指导和续
费指导。

报错：Submit blink job failed报错：Submit blink job failed
报错信息

报错原因

修改了SQL代码，但未重新生成JSON资源配置。

解决方案

修改SQL代码后，需要重新生成JSON配置。详情请参见上线。

说明 说明 如果只修改了资源参数，则不需要重新生成JSON配置。

报错：CLI-00000001报错：CLI-00000001
报错信息

ERR_ID
    CLI-00000001
CAUSE:
    AutoConf:an error occurred while applying the resource configuration file.
    Node or edge number in stream graph and json file not matched,please generate a new jso
n.
ACTION:
    The reason may be that the content of the SQL has been modified or the blink version nu
mber has been changed.
    Please regenerate the resource configuration file.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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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错原因

更改SQL版本后，导致新SQL的PLAN JSON和资源配置不兼容。

解决方案

i. 在实时计算控制台的开发的开发页面，单击右侧的资源配置资源配置。

ii. 单击资源配置资源配置右上角切换视图切换视图，进入配置信息页面。

iii. 删除所有JSON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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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在资源配置资源配置右上角，单击配置新增操作配置新增操作 >  > 重新获取配置信息重新获取配置信息。

v. 在资源配置资源配置右上角，单击配置新增操作配置新增操作 >  > 应用当前配置应用当前配置。

vi. 重新上线上线作业。

说明 说明 在重新上线时，请选择手动资源配置手动资源配置。

报错：NoClassDefFoundError或NoSuchMethodError报错：NoClassDefFoundError或NoSuchMethodError
报错信息

java.lang.NoSuchMethodError

java.lang.NoClassDefFoundError

报错原因

依赖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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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请参见概述和Datastream开发中的POM文件，配置依赖。

说明说明

POM依赖的版本需要和开发开发页面右下角的版本版本保持一致。

Blink相关的依赖请使用  <scope>provided</scope> 的方式进行打包。

自定义的依赖请使用Shade的方式进行打包，避免与Blink底层依赖发生冲突。

报错：cp path NOT exist or is empty!报错：cp path NOT exist or is empty!
报错信息

作业暂停恢复时，报错如下。

Submit job for the [1] times,last error occurred at [Tue Nov 10 00:00:00 CST 2020],lastErro
rMessage is as follows:
run instance failed, BLINK error: bayes submit job failed.job name:[random_print], brs erro
rCode:[30026], brs errorMessage:
code:[30026], brief info:[hdfs://a****/]ification fai verled], context info:[details:cp pat
h NOT exist or is empty!]

报错原因

在作业CheckPoint未成功时，进行暂停恢复操作，导致作业恢复时，无法查询到对应的HDFS路径。

解决方案

您需要停止再启动作业，详情请参见停止和启动。

本文汇总了实时计算Flink版运行Failover常见报错与解决方案。

报错：java.long.ArrayIndexOutOfBoundsException -1

报错：java.util.concurrent.TimeoutException

报错：the message body size over max value

报错：Caused by: org.codehaus.janino.JaninoRuntimeException: Code of method...64KB

报错：Caused by: java.net.SocketException: Connection reset

报错：Seek out of range

报错：pool.GetConnectionTimeoutException

报错：the last  packet sent successfully to the server was milliseconds ago

报错：Incorrect  String value:'\xF0\x9F...'for column

报错：Some executions status are not reported and failing the job now

报错：The heartbeat of TaskManager with id container...t imed out

报错：cause by:java.lang.IndexOutOfBoundsException

报错：No pooled slot  available and request  to ResourceManager for new slot  failed

报错：Ots attribute key type error, table ots_sink column key uv

报错：OutOfMemory

报错：OutOfMemoryError: Java heap space

6.5. 运行Failover6.5. 运行Fail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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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错：java.lang.StackOverflowError

报错：Suspend the old job to update it

报错：MySQLSyntaxErrorException: Unknown column

报错：TaskManager lost/killed

报错：The sts token has been expired

报错：OTSParameterInvalid, Message: Invalid update row request: missing cells in request

报错：There is an invalid character in tagvalue

报错：Caused by: com.mysql.jdbc.exceptions.jdbc4.MySQLTransactionRollbackException: Deadlock
found when trying to get lock; try restart ing transaction

报错：Value '0000-00-00 00:00:00' can not be represented as java.sql.Timestamp

报错：Failover:offset  (0) + length (8) exceed the capacity of the array: 1

作业启动一段时间后报错停止，Failover里出现报错信息，应该如何处理？

报错：java.long.ArrayIndexOutOfBoundsException -1报错：java.long.ArrayIndexOutOfBoundsException -1
报错信息

报错原因

实时计算Flink版引用的外部数据源主键字段大小写敏感。

解决方案

修改结果表的主键字段大小写，和外部数据源表保持一致。例如，如果分析型数据库MySQL版结果表的字段
是大写的，则在实时计算Flink版的DDL语句中，结果表的主键字段也必须是大写的。

报错：java.util.concurrent.TimeoutException报错：java.util.concurrent.TimeoutException
报错信息

AutoScale启动时，报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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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util.concurrent.TimeoutException
  at org.apache.flink.runtime.concurrent.FutureUtils$Timeout.run(FutureUtils.java:834)
  at java.util.concurrent.Executors$RunnableAdapter.call(Executors.java:511)
  at java.util.concurrent.FutureTask.run(FutureTask.java:266)
  at java.util.concurrent.ScheduledThreadPoolExecutor$ScheduledFutureTask.access$201(Schedu
ledThreadPoolExecutor.java:186)
  at java.util.concurrent.ScheduledThreadPoolExecutor$ScheduledFutureTask.run(ScheduledThre
adPoolExecutor.java:299)
  at java.util.concurrent.ThreadPoolExecutor.runWorker(ThreadPoolExecutor.java:1147)
  at java.util.concurrent.ThreadPoolExecutor$Worker.run(ThreadPoolExecutor.java:622)
  at java.lang.Thread.run(Thread.java:834)   

报错原因

作业上线时指定的CU数，不足以支持AutoScale进行迭代。

解决方案

在作业开启上线时，如果开启AutoScale，则提高到最大CU数最大CU数。详情请参见AutoScale自动配置调试。

报错：the message body size over max value报错：the message body size over max value
报错信息

错误原因

在数据写入MQ结果表时，MQ消息超过了Body的长度限制。详情请参见消息队列RocketMQ版消息Body的长度限
制是多少？。

解决方案

调整MQ消息写入Body的长度，限制在Body长度范围内。

报错：Caused by: org.codehaus.janino.JaninoRuntimeException: Code报错：Caused by: org.codehaus.janino.JaninoRuntimeException: Code
of method...64KBof method...64KB

报错信息

实时计算（流计算） 常见问题··SQL常见问题

> 文档版本：20220525 87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11870.html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69240.html#concept-2047170


Caused by: java.lang.RuntimeException: Compiling "StreamExecCalcRule$6109": Code of method 
"calcProjectApply_1$(LStreamExecCalcRule$6109;Lorg/apache/flink/table/dataformat/BaseRow;)V
" of class "StreamExecCalcRule$6109" grows beyond 64 KB
  at org.codehaus.janino.UnitCompiler.compileUnit(UnitCompiler.java:361)
  at org.codehaus.janino.SimpleCompiler.cook(SimpleCompiler.java:234)
  at org.codehaus.janino.SimpleCompiler.compileToClassLoader(SimpleCompiler.java:446)
  at org.codehaus.janino.SimpleCompiler.cook(SimpleCompiler.java:213)
  at org.codehaus.janino.SimpleCompiler.cook(SimpleCompiler.java:204)
  at org.codehaus.commons.compiler.Cookable.cook(Cookable.java:80)
  at org.codehaus.commons.compiler.Cookable.cook(Cookable.java:75)
  at org.apache.flink.table.codegen.CodeGenUtils$.compile(CodeGenUtils.scala:997)
  ... 18 more
Caused by: org.codehaus.janino.JaninoRuntimeException: Code of method "calcProjectApply_1$(
LStreamExecCalcRule$6109;Lorg/apache/flink/table/dataformat/BaseRow;)V" of class "StreamExe
cCalcRule$6109" grows beyond 64 KB
  at org.codehaus.janino.CodeContext.makeSpace(CodeContext.java:974)
  at org.codehaus.janino.CodeContext.write(CodeContext.java:884)
  ...           

报错原因

JVM对某个方法的字节编码长度限制为64KB。而此作业中，单个字段的字节编码长度就已超过了64KB。

解决方案

使用自定义标量函数（UDF）方法修改此作业。

报错：Caused by: java.net.SocketException: Connection reset报错：Caused by: java.net.SocketException: Connection reset
报错信息

The last packet successfully received from the server was 3,991 milliseconds ago.  The last
packet sent successfully to the server was 3,992 milliseconds ago.
  at sun.reflect.NativeConstructorAccessorImpl.newInstance0(Native Method)
  at sun.reflect.NativeConstructorAccessorImpl.newInstance(NativeConstructorAccessorImpl.ja
va:62)
  at sun.reflect.DelegatingConstructorAccessorImpl.newInstance(DelegatingConstructorAccesso
rImpl.java:45)
  at java.lang.reflect.Constructor.newInstance(Constructor.java:423)
  at com.mysql.jdbc.Util.handleNewInstance(Util.java:425)
  at com.mysql.jdbc.SQLError.createCommunicationsException(SQLError.java:989)
  at com.mysql.jdbc.MysqlIO.send(MysqlIO.java:3743)
  at com.mysql.jdbc.MysqlIO.sendCommand(MysqlIO.java:2506)
  at com.mysql.jdbc.MysqlIO.sqlQueryDirect(MysqlIO.java:2677)
  at com.mysql.jdbc.ConnectionImpl.execSQL(ConnectionImpl.java:2545)
  at com.mysql.jdbc.ConnectionImpl.setAutoCommit(ConnectionImpl.java:4842)
  at com.alibaba.druid.pool.DruidPooledConnection.setAutoCommit(DruidPooledConnection.java:
709)
  ... 6 more
Caused by: java.net.SocketException: Connection reset
  at java.net.SocketOutputStream.socketWrite(SocketOutputStream.java:113)
  at java.net.SocketOutputStream.write(SocketOutputStream.java:153)
  at java.io.BufferedOutputStream.flushBuffer(BufferedOutputStream.java:82)
  at java.io.BufferedOutputStream.flush(BufferedOutputStream.java:140)
  at com.mysql.jdbc.MysqlIO.send(MysqlIO.java:3725)
  ... 11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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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错原因

链接超时导致了Failover。

解决方案

i. 检查RDS是否为高可用模式，如果不是，请切换至高可用模式。

ii. With参数中的  URL 中设置  autoReconnect=true ，如下图所示。

如果有多个参数，请用and（&）符号进行连接。

说明 说明 如果按照以上方案操作后，还是报错，请您提交工单。

报错：Seek out of range报错：Seek out of range
报错信息

原因分析

实时计算Flink版处理数据的速率小于数据进入DataHub的速率，会造成数据堆积，延时增加。当延时大于
DataHub生命周期时，实时计算Flink版读取的数据已经过期，最终导致系统报错。

您的本地设备系统时间大于DataHub所在机器的时间。实时计算Flink版作业启动位点默认时间为您本地设
备的系统时间，如果启动位点在DataHub机器时间之后，则会导致  Seek out of Range 的报错。

解决方案

对实时计算Flink版的性能进行调优，使实时计算Flink版处理数据的速率大于等于数据进入DataHub的速
率。调优方法请参见：

高性能Flink SQL优化技巧

AutoConf自动配置调优

AutoScale自动配置调优

手动配置调优

实时计算（流计算） 常见问题··SQL常见问题

> 文档版本：20220525 89

https://selfservice.console.aliyun.com/ticket/createIndex?accounttraceid=f7b76db740fa486baa4b63bd5848fbc1idr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98981.html#concept-xdd-nbz-zf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66930.html#concept-66930-zh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11870.html#concept-nc3-3qd-2h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62491.html#concept-qc2-khm-bgb


调整用户本地设备系统时间，使其和DataHub所在机器时间保持一致。

报错：pool.GetConnectionTimeoutException报错：pool.GetConnectionTimeoutException
报错信息

报错原因

Pool的链接池最大值为30个，而您的链接数大于30，导致数据写入失败。

解决方案

调大维表或流表JOIN节点的Core参数。例如，Core的默认值是0.1，可以调成0.25或1。详情请参见手动配置调
优。

报错：the last packet sent successfully to the server was milliseconds报错：the last packet sent successfully to the server was milliseconds
agoago

报错信息

 the last packet successfully received from the server was milliseconds ago 

 the last packet sent successfully to the server was milliseconds ago 

报错原因

如果RDS的  net_read_timeout 和  net_write_timeout 参数设置过小，在网络条件较差或客户端处理
Block耗时较长时，会导致RDS连接实时计算Flink版提示连接超时的报错。

参数 作用

 net_read_timeout 和  net_w
rite_timeout 

服务器端等待客户端发送的网络包和发送给客户端网络包的超时时间，该参数
仅对TCP/IP链接并且是Activity状态下的线程有效。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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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  net_read_timeout 参数和  net_write_timeout 参数值，操作步骤如下：

i.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ii. 在页面左上角，选择实例所在区域。

iii. 单击目标实例ID。

iv.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参数设置参数设置。

v. 在可修改参数可修改参数页签，查找  net_read_timeout 和  net_write_timeout 。

说明 说明 可以使用ctrl+f或command+f的组合键在页面中搜索您需要修改的参数。

vi. 单击  net_read_timeout 和  net_write_timeout 后的 。

vii. 输入目标值，并单击确定确定。

viii. 单击可修改参数可修改参数页签右上角的提交参数提交参数。

ix.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定确定，完成参数修改。

报错：Incorrect String value:'\xF0\x9F...'for column报错：Incorrect String value:'\xF0\x9F...'for column
报错信息

错误原因

数据中存在Emoji表情，数据库编码不能解析。

解决方案

您需要在RDS控制台对应实例的参数设置参数设置中，修改character_set_server参数值为utf8mb4。此外，数据库
和表的字符集也要同样设置为utf8mb4。

说明说明

character_set_server参数修改后，需要重启实例重启实例才能生效。

如果需要将\xF0\x9F...字符串存入数据库，则将反斜线（\）替换为双反斜线（\\）。

报错：Some executions status are not reported and failing the job now报错：Some executions status are not reported and failing the job now
报错信息

 Some executions status are not reported and failing the job now. 

实时计算（流计算） 常见问题··SQL常见问题

> 文档版本：20220525 91

https://rds.console.aliyun.com/


 Some executions status are not reported and failing the job now. 

错误原因

因为作业没有启动成功，所以没有记录启动时间。默认启动时间为UNIX起始时间  1970-01-01 08：
00:00 。

解决方案

请重新上线并启动作业。

报错：The heartbeat of TaskManager with id container...t imed out报错：The heartbeat of TaskManager with id container...t imed out
报错信息

报错原因

分布式物理机网络失联。

Failover的节点对应Taskmanager的内存设置太小，垃圾回收机制会导致心跳超时。

解决方案

如果此问题出现的不频繁，则不用关注，通常Failover后作业能正常恢复。

调大Failover的节点对应Taskmanager的内存值。

报错：cause by:java.lang.IndexOutOfBoundsException报错：cause by:java.lang.IndexOutOfBoundsException
报错信息

引用MaxCompute维表时，报错如下。

报错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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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支持Schema定义中写入分区列。

解决方案

将分区列从DDL中删除，详情请参见创建MaxCompute维表。

报错：No pooled slot available and request to ResourceManager for报错：No pooled slot available and request to ResourceManager for
new slot failednew slot failed

报错信息

错误原因

作业指定的CU不足。

解决方案

您需要进行手动配置调优。

报错：Ots attribute key type error, table ots_sink column key uv报错：Ots attribute key type error, table ots_sink column key uv
报错信息

com.alibaba.blink.streaming.connectors.common.exception.BlinkRuntimeException: 
************
ERR_ID:
     CON-04000038
CAUSE:
     Ots attribute key type error, table ots_sink  column key  uv
ACTION:
     contact ots admin for help.
DETAIL:
************
    at com.alibaba.blink.streaming.connectors.common.exception.ErrorUtils.getException(Erro
rUtils.java:39)
    at com.alibaba.blink.streaming.connectors.common.exception.ErrorUtils.throwException(Er
rorUtils.java:53)
    at com.alibaba.blink.connectors.ots.OtsOutputFormat.createPut(OtsOutputFormat.java:416)
    at com.alibaba.blink.connectors.ots.OtsOutputFormat.writeAddRecord(OtsOutputFormat.java
:257)
    at com.alibaba.blink.streaming.connectors.common.output.TupleRichOutputFormat.writeReco
rd(TupleRichOutputFormat.java: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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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TupleRichOutputFormat.java:50)
    at com.alibaba.blink.streaming.connectors.common.output.TupleRichOutputFormat.writeReco
rd(TupleRichOutputFormat.java:34)
    at com.alibaba.blink.streaming.connectors.common.output.TupleOutputFormatAdapterSink.in
voke(TupleOutputFormatAdapterSink.java:71)
    at com.alibaba.blink.streaming.connectors.common.output.TupleOutputFormatAdapterSink.in
voke(TupleOutputFormatAdapterSink.java:34)
    at org.apache.flink.streaming.api.functions.sink.SinkFunction.invoke(SinkFunction.java:
52)
    at org.apache.flink.streaming.api.operators.StreamSink.processElement(StreamSink.java:5
6)
    at org.apache.flink.streaming.runtime.tasks.OperatorChain$ChainingWithOneInputStreamOpe
ratorOutput.pushToOperator(OperatorChain.java:635)
    at org.apache.flink.streaming.runtime.tasks.OperatorChain$ChainingWithOneInputStreamOpe
ratorOutput.collect(OperatorChain.java:612)
    at org.apache.flink.streaming.runtime.tasks.OperatorChain$ChainingWithOneInputStreamOpe
ratorOutput.collect(OperatorChain.java:575)
    at org.apache.flink.streaming.api.operators.AbstractStreamOperator$CountingOutput.colle
ct(AbstractStreamOperator.java:763)
    at org.apache.flink.streaming.api.operators.AbstractStreamOperator$CountingOutput.colle
ct(AbstractStreamOperator.java:741)
    at DataStreamSinkConversion$50.processElement(Unknown Source)
    at org.apache.flink.streaming.runtime.tasks.OperatorChain$ChainingWithOneInputStreamOpe
ratorOutput.pushToOperator(OperatorChain.java:635)
    at org.apache.flink.streaming.runtime.tasks.OperatorChain$ChainingWithOneInputStreamOpe
ratorOutput.collect(OperatorChain.java:612)
    at org.apache.flink.streaming.runtime.tasks.OperatorChain$ChainingWithOneInputStreamOpe
ratorOutput.collect(OperatorChain.java:575)
    at org.apache.flink.streaming.api.operators.AbstractStreamOperator$CountingOutput.colle
ct(AbstractStreamOperator.java:763)
    at org.apache.flink.streaming.api.operators.AbstractStreamOperator$CountingOutput.colle
ct(AbstractStreamOperator.java:741)
    at org.apache.flink.table.runtime.util.StreamRecordCollector.collect(StreamRecordCollec
tor.java:44)
    at org.apache.flink.table.runtime.aggregate.GroupAggFunction.processElement(GroupAggFun
ction.scala:152)
    at org.apache.flink.table.runtime.aggregate.GroupAggFunction.processElement(GroupAggFun
ction.scala:44)
    at org.apache.flink.table.runtime.KeyedProcessOperator.processElement(KeyedProcessOpera
tor.java:167)
    at org.apache.flink.streaming.runtime.io.StreamInputProcessor.processRecordOrMark(Strea
mInputProcessor.java:286)
    at org.apache.flink.streaming.runtime.io.StreamInputProcessor.processInput(StreamInputP
rocessor.java:231)
    at org.apache.flink.streaming.runtime.tasks.OneInputStreamTask.run(OneInputStreamTask.j
ava:112)
    at org.apache.flink.streaming.runtime.tasks.StreamTask.invoke(StreamTask.java:348)
    at org.apache.flink.runtime.taskmanager.Task.run(Task.java:732)
    at java.lang.Thread.run(Thread.java:834)

报错原因

valueColumns参数中包含主键。

valueColumns参数中各字段之间存在空格。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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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设置在valueColumns参数中的主键。

删除valueColumns参数中各字段之间的空格。

报错：OutOfMemory报错：OutOfMemory
报错信息

在线上阶段和调试阶段出现内存溢出（OutOfMemory）的报错。

报错原因

调试阶段

调试分配的内存不足。

测试引用的源表过多。

数据量过大（每个上传文件里面的测试数据均为1000条以上）。

线上阶段

作业的内存分配不足导致内存溢出。

解决方案

调试阶段

在不影响测试结果情况下，建议您缩减测试数据为每个文件20条左右。

线上阶段

在运行拓扑图中查看资源健康分在60分以下的节点，上调该节点的CU数。具体步骤请参看手动配置调优。

报错：OutOfMemoryError: Java heap space报错：OutOfMemoryError: Java heap space
报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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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错原因

内存不足。

解决方案

在运行拓扑图中查看资源健康分在60分以下的节点，上调该节点的CU数。具体步骤请参看手动配置调优。

报错：java.lang.StackOverflowError报错：java.lang.StackOverflowError
报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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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30017], brief info:[get app plan failed], context info:[detail:[java.lang.StackOverfl
owError
at java.util.HashMap.hash(HashMap.java:338)
at java.util.HashMap.get(HashMap.java:556)
at GeneratedMetadataHandler_RowCount.getRowCount(Unknown Source)
at org.apache.calcite.rel.metadata.RelMetadataQuery.getRowCount(RelMetadataQuery.java:236)
at org.apache.calcite.rel.metadata.RelMdUtil.estimateFilteredRows(RelMdUtil.java:718)
at org.apache.calcite.rel.metadata.RelMdRowCount.getRowCount(RelMdRowCount.java:123)
at GeneratedMetadataHandlerRowCount.getRowCount$(Unknown Source)
at GeneratedMetadataHandler_RowCount.getRowCount(Unknown Source)
at org.apache.calcite.rel.metadata.RelMetadataQuery.getRowCount(RelMetadataQuery.java:236)
at org.apache.calcite.rel.metadata.RelMdRowCount.getRowCount(RelMdRowCount.java:71)
at GeneratedMetadataHandlerRowCount.getRowCount$(Unknown Source)
at GeneratedMetadataHandler_RowCount.getRowCount(Unknown Source)
at org.apache.calcite.rel.metadata.RelMetadataQuery.getRowCount(RelMetadataQuery.java:236)
at org.apache.calcite.rel.metadata.RelMdRowCount.getRowCount(RelMdRowCount.java:132)
at GeneratedMetadataHandlerRowCount.getRowCount$(Unknown Source)
at GeneratedMetadataHandler_RowCount.getRowCount(Unknown Source)
at org.apache.calcite.rel.metadata.RelMetadataQuery.getRowCount(RelMetadataQuery.java:236)
at org.apache.calcite.rel.metadata.RelMdRowCount.getRowCount(RelMdRowCount.java:71)
at GeneratedMetadataHandlerRowCount.getRowCount$(Unknown Source)
at GeneratedMetadataHandler_RowCount.getRowCount(Unknown Source)
at org.apache.calcite.rel.metadata.RelMetadataQuery.getRowCount(RelMetadataQuery.java:236) 

报错原因

Flink SQL语句中多次使用的UNION ALL会导致堆栈溢出。

解决方案

在作业参数中添加以下的参数。

client.jvm.option=-Xss20m
blink.job.submit.timeoutInSeconds=300
blink.job.option=-yD env.java.opts='-Xss20m'            

报错：Suspend the old job to update it报错：Suspend the old job to update it
报错信息

org.apache.flink.util.FlinkException: Suspend the old job to update it.
  at org.apache.flink.runtime.jobmaster.JobMaster.lambda$updateJob$16(JobMaster.java:1671)
  at org.apache.flink.runtime.rpc.akka.AkkaRpcActor.handleRunAsync(AkkaRpcActor.java:332)
  at org.apache.flink.runtime.rpc.akka.AkkaRpcActor.handleRpcMessage(AkkaRpcActor.java:158)
  at org.apache.flink.runtime.rpc.akka.FencedAkkaRpcActor.handleRpcMessage(FencedAkkaRpcAct
or.java:70)
  at org.apache.flink.runtime.rpc.akka.AkkaRpcActor.onReceive(AkkaRpcActor.java:142)
  at org.apache.flink.runtime.rpc.akka.FencedAkkaRpcActor.onReceive(FencedAkkaRpcActor.java
:40)
  at akka.actor.UntypedActor$$anonfun$receive$1.applyOrElse(UntypedActor.scala:165)
  at akka.actor.Actor$class.aroundReceive(Actor.scala:502)
  at akka.actor.UntypedActor.aroundReceive(UntypedActor.scala:95)

报错原因

作业触发了AutoScale功能，AutoScale功能正在运行。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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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报错不影响作业，AutoScale功能完成后，作业即可恢复运行。

报错：MySQLSyntaxErrorException: Unknown column报错：MySQLSyntaxErrorException: Unknown column
报错信息

Caused by: com.mysql.jdbc.exceptions.jdbc4.MySQLSyntaxErrorException: Unknown column 'd' in
'field list'

报错原因

Flink SQL中字段的定义和您上传的表字段的定义不一致。

解决方案

请您根据FailoverFailover界面的报错提示，修改Flink SQL字段的定义，确保和您上传的表字段的定义一致。

报错：TaskManager lost/killed报错：TaskManager lost/killed
报错信息

java.lang.Exception: The assigned slot: SimpleSlot (1) - container_e05_1505041177764_25978_
01_000033 @ hdpet2mainse011132138130.et2.tbsite.net (dataPort=59317) - ALLOCATED/ALIVE is a
sked to release from TaskManager: container_e05_1505041177764_25978_01_000033 @ hdpet2mains
e011132138130.et2.tbsite.net (dataPort=59317), probably due to TaskManager lost/killed
    at org.apache.flink.runtime.instance.SimpleSlot.releaseSlot(SimpleSlot.java:217)
    at org.apache.flink.runtime.instance.SlotPool.releaseTaskManager(SlotPool.java:699)
    at sun.reflect.GeneratedMethodAccessor44.invoke(Unknown Source)
    at sun.reflect.DelegatingMethodAccessorImpl.invoke(DelegatingMethodAccessorImpl.java:43
)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Method.java:498)
    at org.apache.flink.runtime.rpc.akka.AkkaRpcActor.handleRpcInvocation(AkkaRpcActor.java
:183)
    at org.apache.flink.runtime.rpc.akka.AkkaRpcActor.handleMessage(AkkaRpcActor.java:135)
    at org.apache.flink.runtime.rpc.akka.AkkaRpcActor.access$000(AkkaRpcActor.java:72)
    at org.apache.flink.runtime.rpc.akka.AkkaRpcActor$1.apply(AkkaRpcActor.java:110)
    at akka.actor.ActorCell$$anonfun$become$1.applyOrElse(ActorCell.scala:534)
    at akka.actor.Actor$class.aroundReceive(Actor.scala:467)
    at akka.actor.UntypedActor.aroundReceive(UntypedActor.scala:97)
    at akka.actor.ActorCell.receiveMessage(ActorCell.scala:516)
    at akka.actor.ActorCell.invoke(ActorCell.scala:487)
    at akka.dispatch.Mailbox.processMailbox(Mailbox.scala:238)
    at akka.dispatch.Mailbox.run(Mailbox.scala:220)
    at akka.dispatch.ForkJoinExecutorConfigurator$AkkaForkJoinTask.exec(AbstractDispatcher.
scala:397)
    at scala.concurrent.forkjoin.ForkJoinTask.doExec(ForkJoinTask.java:260)
    at scala.concurrent.forkjoin.ForkJoinPool$WorkQueue.runTask(ForkJoinPool.java:1339)
    at scala.concurrent.forkjoin.ForkJoinPool.runWorker(ForkJoinPool.java:1979)
    at scala.concurrent.forkjoin.ForkJoinWorkerThread.run(ForkJoinWorkerThread.java:107)

报错原因

由于GROUP BY、JOIN等节点的state_size默认为0，不会申请Native Memory。当节点的Native Memory没有
申请或太小时，就被YARN断开了。

解决方案

使用手动配置调优进行资源调优。

配置GROUP BY、JOIN等节点的state_size为1。每个Group，建议Native Memory配置为至少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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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错：The sts token has been expired报错：The sts token has been expired
报错信息

java.lang.RuntimeException: java.lang.RuntimeException: com.aliyun.datahub.exception.NoPerm
issionException: The sts token has been expired. (Status Code: 403; Error Code: NoPermissio
n; Request ID: 201802230613304db99a0a76d8a13b)
  at com.alibaba.blink.streaming.connectors.common.reader.ParallelReader.run(ParallelReader
.java:131)
  at com.alibaba.blink.streaming.connectors.common.source.AbstractParallelSource.run(Abstra
ctParallelSource.java:107)
  at org.apache.flink.streaming.api.operators.StreamSource.run(StreamSource.java:142)
  at org.apache.flink.streaming.api.operators.StreamSource.run(StreamSource.java:78)
  at org.apache.flink.streaming.runtime.tasks.SourceStreamTask.run(SourceStreamTask.java:56
)
  at org.apache.flink.streaming.runtime.tasks.StreamTask.invoke(StreamTask.java:307)
  at org.apache.flink.runtime.taskmanager.Task.run(Task.java:762)
  at java.lang.Thread.run(Thread.java:834)
Caused by: java.lang.RuntimeException: com.aliyun.datahub.exception.NoPermissionException: 
The sts token has been expired. (Status Code: 403; Error Code: NoPermission; Request ID: 20
1802230613304db99a0a76d8a13b)
  at com.alibaba.blink.streaming.connectors.common.reader.ParallelReader.runImpl(ParallelRe
ader.java:210)
  at com.alibaba.blink.streaming.connectors.common.reader.ParallelReader.run(ParallelReader
.java:126)
  ... 7 more
Caused by: com.aliyun.datahub.exception.NoPermissionException: The sts token has been expir
ed. (Status Code: 403; Error Code: NoPermission; Request ID: 201802230613304db99a0a76d8a13b
)
  at com.aliyun.datahub.model.serialize.JsonErrorParser.parse(JsonErrorParser.java:44)
  at com.aliyun.datahub.model.serialize.GetCursorResultJsonDeser.deserialize(GetCursorResul
tJsonDeser.java:19)
  at com.aliyun.datahub.model.serialize.GetCursorResultJsonDeser.deserialize(GetCursorResul
tJsonDeser.java:14)
  at com.aliyun.datahub.DatahubClient.getCursor(DatahubClient.java:627)
  at com.aliyun.datahub.DatahubClient.getCursor(DatahubClient.java:699)
  at com.alibaba.blink.streaming.connectors.datahub.input.RawDatahubRecordReader.seek(RawDa
tahubRecordReader.java:397)
  at com.alibaba.blink.streaming.connectors.datahub.input.RawDatahubRecordReader.next(RawDa
tahubRecordReader.java:278)
  at com.alibaba.blink.streaming.connectors.common.reader.ParallelReader$ReaderRunner.run(P
arallelReader.java:341)
  at java.util.concurrent.Executors$RunnableAdapter.call(Executors.java:511)
  at java.util.concurrent.FutureTask.run(FutureTask.java:266)
  at java.util.concurrent.ThreadPoolExecutor.runWorker(ThreadPoolExecutor.java:1147)
  at java.util.concurrent.ThreadPoolExecutor$Worker.run(ThreadPoolExecutor.java:622)
  ... 1 more                   

报错原因

为了保证用户的数据安全，STS Token会有一定的生命周期，系统会自动重新获取Token。

解决方案

建议您在With参数中设置stsUpdateSeconds='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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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
    type='datahub',
    url='',
    username='',
    password='',
    tableName='',
    stsUpdateSeconds='3600'
)             

stsUpdateSeconds主动更新roleArn的时间，时间单位为秒。

stsUpdateSeconds设置的值，需比各存储中，登录Session的过期时间值小。例如，如果登录Session过
期时间设置为6小时，则stsUpdateSeconds参数建议设置为stsUpdateSeconds=‘10800’。

报错：OTSParameterInvalid, Message: Invalid update row request:报错：OTSParameterInvalid, Message: Invalid update row request:
missing cells in requestmissing cells in request

报错信息

数据写入OTS结果表时，报错如下。

Code: OTSParameterInvalid, Message: Invalid update row request: missing cells in request.

报错原因

通常是因为valueColumns整行数据都为NULL。

排查思路

设置结果表Type为Print，查找valueColumns整行全部都是NULL的数据。

说明 说明 如果数据量大时，您可以添加WHERE条件快速排查valueColumns整行全部都是NULL的数
据。

报错：There is an invalid character in tagvalue报错：There is an invalid character in tagvalue
报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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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lang.IllegalArgumentException: There is an invalid character in tagvalue. the tag is +
<method:getFishpoolFollower$401> , the char is '$'
  at com.alibaba.hitsdb.client.value.request.Point.checkTag(Point.java:355)
  at com.alibaba.hitsdb.client.value.request.Point.checkPoint(Point.java:313)
  at com.alibaba.hitsdb.client.value.request.Point$MetricBuilder.build(Point.java:278)
  at com.alibaba.blink.connectors.hitsdb.DefaultRowPointConverter.convert(DefaultRowPointCo
nverter.java:63)
  at com.alibaba.blink.connectors.hitsdb.HiTSDBOutputFormat.writeAddRecord(HiTSDBOutputForm
at.java:130)
  at com.alibaba.blink.streaming.connectors.common.output.TupleRichOutputFormat.writeRecord
(TupleRichOutputFormat.java:50)
  at com.alibaba.blink.streaming.connectors.common.output.TupleRichOutputFormat.writeRecord
(TupleRichOutputFormat.java:34)
  at com.alibaba.blink.streaming.connectors.common.output.TupleOutputFormatAdapterSink.invo
ke(TupleOutputFormatAdapterSink.java:71)
  at com.alibaba.blink.streaming.connectors.common.output.TupleOutputFormatAdapterSink.invo
ke(TupleOutputFormatAdapterSink.java:34)
  at org.apache.flink.streaming.api.functions.sink.SinkFunction.invoke(SinkFunction.java:52
)
  at org.apache.flink.streaming.api.operators.StreamSink.processElement(StreamSink.java:56)
  at org.apache.flink.streaming.runtime.tasks.OperatorChain$OutputAdapter.lambda$new$0(Oper
atorChain.java:767)
  at org.apache.flink.streaming.runtime.tasks.OperatorChain$OutputAdapter.processElement(Op
eratorChain.java:841)
  at org.apache.flink.streaming.runtime.tasks.OperatorChain$ChainingOutput.pushToOperator(O
peratorChain.java:689)
  at org.apache.flink.streaming.runtime.tasks.OperatorChain$ChainingOutput.collect(Operator
Chain.java:673)
  at org.apache.flink.streaming.runtime.tasks.OperatorChain$ChainingOutput.collect(Operator
Chain.java:639)
  at org.apache.flink.streaming.api.operators.AbstractStreamOperator$CountingOutput.collect
(AbstractStreamOperator.java:1106)
  at org.apache.flink.streaming.api.operators.AbstractStreamOperator$CountingOutput.collect
(AbstractStreamOperator.java:1084)
  at DataStreamSinkConversion$373.processElement(Unknown Source)
  at org.apache.flink.streaming.runtime.io.StreamInputProcessor.processInput(StreamInputPro
cessor.java:255)
  at org.apache.flink.streaming.runtime.tasks.OneInputStreamTask.run(OneInputStreamTask.jav
a:89)
  at org.apache.flink.streaming.runtime.tasks.StreamTask.invoke(StreamTask.java:298)
  at org.apache.flink.runtime.taskmanager.Task.run(Task.java:747)
  at java.lang.Thread.run(Thread.java:834)

报错原因

TSDB输入数据中存在非法字符  $ 。

解决方案

TSDB输入数据只可包含大小写英文字母、中文、数字，以及特殊字符  - 、  _ 、  . 、  / 、  () 、  
: 、  , 、  [] 、  = 、  ‘ 、  # 。详情请参见TSDB请求参数输入限制。

说明 说明 建议您在写入数据前进行字符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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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错：Caused by:报错：Caused by:
com.mysql.jdbc.exceptions.jdbc4.MySQLTransactionRollbackException:com.mysql.jdbc.exceptions.jdbc4.MySQLTransactionRollbackException:
Deadlock found when trying to get lock; try restarting transactionDeadlock found when trying to get lock; try restarting transaction

报错信息

写MySQL（TDDL/RDS）时，出现死锁（DeadLock）。

说明 说明 在实时计算Flink中，下游数据库使用MySQL等关系数据库（对应的Connector为
TDDL/RDS），当实时计算Flink版频繁写某个表或者资源时，存在死锁风险。

死锁形成的示例

假设完成一次INSERT需要依次抢占(A,B)2个锁。A是一个范围锁，有2个事务(T1,T2)，表的Schema为(id(自增
主键),nid(唯一键))。T1包含2条insert(null,2),(null,1)，T2包含1条insert(null,2)。

i. t时刻，T1第一条INSERT插入，此时T1持有(A,B)2个锁。

ii. t+1时刻T2开始插入，需要等待锁A来锁住(-inf,2]，此时A被T1拥有，且锁住了(-inf,2]，区间存在包含
关系，所以T2依赖T1释放A。

iii. t+2时刻T1第二条INSERT执行，需要A锁住(-inf,1]，该区间属于(-inf,2]，所以需要排队等T2释放锁，所
以T1依赖T2释放A。

当T1和T2相互依赖且相互等待时死锁形成。

RDS/TDDL、OTS数据库引擎锁的区别

RDS/T DDLRDS/T DDL：InnoDB的行锁是针对索引加的锁，不是针对单条记录加的锁。所以虽然是访问不同行的记
录，但是如果使用相同的索引键，会出现锁冲突，造成了整个区域的数据都无法更新。

OT SOT S：单行锁，不影响其他数据更新。

死锁的解决方案

高QPS/TPS或高并发写入情况场景，建议使用OTS作为结果表，可以解决死锁的问题。通常，不建议使用
TDDL或者RDS作为Flink Job的结果表。

如果必须要使用MySQL等关系数据库作为Sink节点，有以下建议：

确保没有其他读写业务方的干扰。

如果Job的数据量不大可以尝试单并发写入。但是在高QPS/TPS、高并发情况下，写入性能会降低。

尽可能不使用UniqueKey（唯一主键），带UniqueKey表的写入可能会导致死锁。如果业务要求表必须包
含UniqueKey，请按照字段区分能力从大到小排列来定义UniqueKey，可以大幅降低死锁出现概率。例
如，您可以把MD5函数放在day_time(20171010)前面，就可以使得字段区分能力从大到小排列来定义
UniqueKey，从而解决死锁问题。

根据业务特点做分库分表，尽可能避免单表写入，实施细节请联系对应的数据库管理员。

报错：Value '0000-00-00 00:00:00' can not be represented as报错：Value '0000-00-00 00:00:00' can not be represented as
java.sql.Timestampjava.sql.Timestamp

报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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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d by: java.sql.SQLException: Value '0000-00-00 00:00:00' can not be represented as jav
a.sql.Timestamp
    at com.mysql.jdbc.SQLError.createSQLException(SQLError.java:964)
    at com.mysql.jdbc.SQLError.createSQLException(SQLError.java:897)
    at com.mysql.jdbc.SQLError.createSQLException(SQLError.java:886)
    at com.mysql.jdbc.SQLError.createSQLException(SQLError.java:860)
    at com.mysql.jdbc.ResultSetRow.getTimestampFast(ResultSetRow.java:937)
    at com.mysql.jdbc.ByteArrayRow.getTimestampFast(ByteArrayRow.java:130)
    at com.mysql.jdbc.ResultSetImpl.getTimestampInternal(ResultSetImpl.java:5918)
    at com.mysql.jdbc.ResultSetImpl.getTimestamp(ResultSetImpl.java:5588)
    at com.alibaba.druid.pool.DruidPooledResultSet.getTimestamp(DruidPooledResultSet.java:2
20)
    at com.alibaba.blink.connectors.mysql.dim.MySqlRowFetcherBase.deserializeToInnerObject(
MySqlRowFetcherBase.java:316)
    at com.alibaba.blink.connectors.mysql.dim.MySqlRowFetcherBase.toResultRow(MySqlRowFetch
erBase.java:251)
    at com.alibaba.blink.connectors.mysql.dim.MySqlRowFetcherBase.flatMap(MySqlRowFetcherBa
se.java:218)
    at com.alibaba.blink.connectors.mysql.dim.MySqlRowFetcherBase.flatMap(MySqlRowFetcherBa
se.java:58)
    at com.alibaba.blink.streaming.connectors.common.LookupFunctionWrapper.eval(LookupFunct
ionWrapper.java:56)
    at LookupFunction$146.flatMap(Unknown Source)
    at org.apache.flink.table.runtime.join.TemporalTableJoinProcessRunner.processElement(Te
mporalTableJoinProcessRunner.scala:85)
    at org.apache.flink.table.runtime.join.TemporalTableJoinProcessRunner.processElement(Te
mporalTableJoinProcessRunner.scala:33)
    at org.apache.flink.streaming.api.operators.ProcessOperator.processElement(ProcessOpera
tor.java:66)

问题原因

RDS维表中TIMESTAMP类型的字段中存在非法格式的数据0000-00-00 00:00:00，维表JOIN非法格式的数据
就会报错。

解决方案

在RDS维表WITH参数  URL 后添加  ?zeroDateTimeBehavior=convertToNull ，输出为null。

报错：Failover:offset (0) + length (8) exceed the capacity of the array:报错：Failover:offset (0) + length (8) exceed the capacity of the array:
11

报错信息

Caused by: java.lang.IllegalArgumentException: offset (0) + length (8) exceed the capacity 
of the array: 1
    at org.apache.hadoop.hbase.util.Bytes.explainWrongLengthOrOffset(Bytes.java:548)
    at org.apache.hadoop.hbase.util.Bytes.toLong(Bytes.java:522)
    at org.apache.hadoop.hbase.util.Bytes.toLong(Bytes.java:495)

问题原因

云数据库HBase版的数据类型定义错误。

解决方案

修改云数据库HBase版的数据类型和物理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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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启动一段时间后报错停止，Failover里出现报错信息，应该如何处理？作业启动一段时间后报错停止，Failover里出现报错信息，应该如何处理？
STS Token过期

STS Token过期导致的报错，不影响线上作业。详情请参见报错：The sts token has been expired。

脏数据处理失败

排错指引

在Failover中查看脏数据具体内容。

解决方案

修改SQL，过滤脏数据后，重新上线作业。

写入MYSQL类型数据库死锁

排错指引

手动调优后，检查Sink节点拆分后的部分节点与同时写入的其他节点之间，是否出现了Rebalance。

检查Sink节点是否多并发写入数据库。

检查出现死锁的表中PK与数据库表定义的UK是否一致，包括顺序。

检查定义的PK是否按照区分度高低进行排列。

解决方案

详情请参见写MySQL（TDDL/RDS）时，出现死锁（Dead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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