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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本文的内容

本文记述了 Apache Cassandra 的详细内容。
说明范围如下。

Apache Cassandra 的概要

Apache Cassandra 的安装方法

Apache Cassandra 的使用方法

面向的读者

面向以下使用者。

在模块构成中加上IMBox 安装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用户

管理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数据库（Cassandra ）的运行负责人

本文中记述的外部网站的URL

本文内记述的外部URL是2014年3月当前的URL。

Cassandra 的概要

在此，对 Apache Cassandra 的概要及基本知识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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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项目目

什么是什么是 Apache Cassandra
Cassandra 的特点的特点
Cassandra 的一的一贯贯性保性保证证

什么是什么是 Apache Cassandra

Facebook公司开发的开源的Key-Value格式数据库管理系统。
被用于Facebook内的用户消息检索功能，其后，于2009年3月将此系统赠与了Apache Foundation，
2010年2月此系统被推至Apache Foundation的顶级项目

Cassandra 的特点的特点

由于 Cassandra 重视Brewer的CAP定理中的AP(可用性：Availability和网络分区容错性：Partition Tolerance)
，因此具有下述特点。

高性能
分布式可自由伸缩的可扩充性
无单一故障点（SPOF）的整体结构
高可用性

Cassandra 的一的一贯贯性保性保证证

这样，为了提高可用性，作为代价牺牲了Brewer的CAP定理中的一致性：Consistency。
但通过与延迟相权衡，可设定一致性的级别，在 Cassandra 中可设定的级别是：

Zero（不保证一致性）
One（只保证一个一致性）
Quorum（保证(节点数+1)/2个一致性）
ALL（保证全部节点的一致性）

IMBox中采用了 Quorum 。

注解注解

Brewer的的CAP定理定理

在分布式计算机系统的数据复制中，无法同时提供下述3种保证的定理。

一致性（Consistency）

所有节点在同一时间必须看到相同的数据。

可用性（Availability）

特定节点的故障不会影响其他节点的功能性。

网络分区容错性（Partition Tolerance）

即使发生网络故障等通信故障等的信息丢失，动作都会继续进行。

一般来说RDB是满足了一致性（Consistency）和可用性（Availability）的CA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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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sandra 的安装

在此，对 Cassandra 安装方法和各种设定进行说明。

Apache Cassandra 的取得

请从 Apache Cassandra 主页下载Release Note中记述的 Cassandra 版本。

注解注解

URL（（2014年年3月当前）月当前）

Apache Cassandra 项目页面：http://cassandra.apache.org/ (English)
发行存档：http://archive.apache.org/dist/cassandra/ (English)
Apache Cassandra 1.1.12：http://archive.apache.org/dist/cassandra/1.1.12/apache-
cassandra-1.1.12-bin.tar.gz

警告警告

虽然2014年3月当前的ApacheCassandra 最新版是2.0.6，
但由于1.2〜2.0不支持intra-mart Accel Platform中使用的Cassandra库，
所以，当前请使用1.1的最新1.1.12 。
关于Cassandra的版本升级，请参照 Cassandra 的版本升的版本升级级  。

Cassandra 的安装 for Windows

在此，对Windows环境下的 Cassandra 安装方法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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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项目目

展开文件展开文件
各种各种设设定定

Cassandra 的的设设定定
内存内存设设定定
设设定定环环境境变变量量

展开文件展开文件

将通过 Apache Cassandra 的取得的取得  下载的<apache-cassandra-1.1.12 -bin.tar.gz>文件展开到任意路
径。
※展开文件时，请使用可展开TAR-GZ格式压缩文件的解压缩工具。

注解注解

本书中，作为例子指定了下述目录。

「C:/cassandra/apache-cassandra-1.1.12 」

以下将展开了Cassandra的目录略称为%CASSANDRA_HOME%。

各种各种设设定定

启动 Cassandra 前需要以下设定。

Cassandra 的的设设定定

在编辑器中打开记述着 Cassandra 设定的%CASSANDRA_HOME%/conf/cassandra.yaml>文件，进行编辑。
关于cassandra.yaml文件相关详细情况，请参照“ Cassandra 参考信息参考信息  ”的“cassandra.yaml主要项目一览”。

1. 集群名的指定

在“cluster_name” 属性中指定任意集群名称。

cluster_name: 'IMBox Cluster'

警告警告

存在多个Cassandra服务器时，有可能根据集群名判断是否为同一集群的
Cassandra，并组建成集群。
新构筑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时，建议变更初始值。

2. 数据保存场所的指定

在“data_file_directories”属性中指定任意路径。
指定的目录不存在时，会在启动时自动生成。

data_file_directories:
   - C:/cassandra/data

3. 提交日志保存场所的指定

在“commitlog_directory”属性中指定任意路径。
指定的目录不存在时，会在启动时自动生成。

# commit log
commitlog_directory: %CASSANDRA_HOME%/commit_log

4. 缓存数据保存场所的指定

在“saved_caches_directory”属性中指定任意路径。
指定的目录不存在时，会在启动时自动生成。

# saved caches
saved_caches_directory: %CASSANDRA_HOME%/saved_caches

注解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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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Cassandra进行版本升级时，会沿用旧版本的数据用作新版本的数据。
关于版本升级详细情况，请参照 Cassandra 的版本升的版本升级级  。

5. 指定与其他 Cassandra 通信用的地址

Cassandra中虽然也接受用Java的InetAddress.getLocalHost()取得的IP地址与其他Cassandra进行通信，但有多
个地址时，需要明确地指定通信中使用的IP地址。

listen_address: 192.168.xxx.xxx(任意IP地址)

rpc_address: 192.168.xxx.xxx(任意IP地址)

6. 指定系统日志

在编辑器中打开<%CASSANDRA_HOME%/conf/log4j-server.properties>文件，在“log4j.appender.R.File”属性中
指定任意路径。

log4j.appender.R.File=%CASSANDRA_HOME%/system.log

内存内存设设定定

指定与安装环境相符的内存值。
在编辑器中打开<%CASSANDRA_HOME%/bin/cassandra.bat>文件。
在“Xms”属性中指定最小的堆Size，在“Xmx”属性中指定最大的堆Size。必须指定比下述例子更大的值。

set JAVA_OPTS=-ea^
 -javaagent:”%CASSANDRA_HOME%lib\jamm-0.2.5.jar”^
 -Xms512M^
 -Xmx512M^

警告警告

请设定“512M”以上的值。
设定了比“512M”小的值时，有可能不会正常运行。
建议为Cassandra设定1GB以上的值。

设设定定环环境境变变量量

在Windows环境变量中添加安装了JDK的主目录。
根据WindowsOS用户手册，进行下述设定。

变量 JAVA_HOME

值 安装了JDK的主目录

注解注解

请事先安装JDK6或JDK7。

Windows服务的登记/删除

在此，对将 Cassandra 登录到Windows服务以及从中删除的方法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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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项目目

登登记记到到Windows服服务务
Apache commons daemon 的取得的取得
登登记记到到Windows服服务务

Windows服服务务的的删删除除
Apache commons daemon的降的降级级方法方法

登登记记到到Windows服服务务

Apache commons daemon 的取得的取得

请从下述URL下载<commons-daemon-1.00.14-bin-windows.zip>。

http://archive.apache.org/dist/commons/daemon/binaries/windows/ (English)

注解注解

URL（（2014年年3月当前）月当前）

Apache commons daemon 项目页面：http://commons.apache.org/daemon/
(English)
下载页面： http://commons.apache.org/daemon/download_daemon.cgi
(English)
commons-daemon-
1.0.14：http://archive.apache.org/dist/commons/daemon/binaries/windows/commons-
daemon-1.0.14-bin-windows.zip

建立<%CASSANDRA_HOME%/bin/daemon>文件夹，将展开到<commons-daemon-1.0.14-bin-windows.zip>其他
文件夹。
请将prunsrv.exe和prunmgr.exe配置到<%CASSANDRA_HOME%/bin/daemon>文件夹。

注解注解

关于prunsrv.exe，根据运行服务器的CPU不同，执行文件也不同。

ia64的CPU时，请使用ia64文件夹中的prunsrv.exe
amd64的CPU时，请使用amd64文件夹中的prunsrv.exe

登登记记到到Windows服服务务

请以管理员身份执行“命令提示”。

%CASSANDRA_HOME%/bin/cassandra install

Setting the parameters for "cassandra"
Installation of "cassandra" is complete

被显示，且在“显示本地服务”中的显示内容如下，则登记完成。
请根据需要将启动种类变更成“自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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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服服务务的的删删除除

以管理员身份执行“命令提示”，

%CASSANDRA_HOME%/bin/cassandra uninstall

trying to delete service if it has been created already

若“cassandra”服务已被从“本地服务的显示”中删除，则删除完成。

Apache commons daemon的降的降级级方法方法

警告警告

由于Apache commons daemon 1.0.15存在Windows服务无法停止的错误，将推荐版本
变更成为1.0.14。
以下内容面向已使用Apache commons daemon 1.0.15设定了Windows服务顾客。

1. 取得和展开Apache commons daemon 1.0.14

请从下述URL取得用于Windows的 Apache commons daemon 1.0.14 的Binary文件，并展开zip文件。

http://archive.apache.org/dist/commons/daemon/binaries/windows/commons-daemon-1.0.14-bin-
windows.zip

2. 替换prunsrv.exe

请从展开的zip文件取得prunsrv.exe。
请将位于 Cassandra 安装文件夹下的 bin\daemon 文件夹下的 prunsrv.exe 替换成下述取得的文件。
替换时，不需要停止已启动的 Cassandra 服务。

注解注解

关于prunsrv.exe，根据运行服务器的CPU不同，执行文件也不同。

ia64的CPU时，请使用ia64文件夹中的prunsrv.exe
amd64的CPU时，请使用amd64文件夹中的prunsrv.exe

3. 动作确认

请将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运行的Application Server停止后，确认服务一览中的Cassandra服务可正常停止
及启动。

Cassandra 的安装 for Linux

在此，对于在Linux环境下的 Cassandra 安装方法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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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项目目

展开文件展开文件
各种各种设设定定

Cassandra 的的设设定定
文件描述符数的文件描述符数的变变更更
内存内存设设定定
设设定定环环境境变变量量

展开文件展开文件

将通过 Apache Cassandra 的取得的取得  下载的<apache-cassandra-1.1.12 -bin.tar.gz>文件展开到任意路
径。

注解注解

本书中，作为例子指定了下述目录。

“/usr/local/cassandra”

注解注解

建立从展开到/usr/local/apache-cassandra-1.1.12 的内容
/usr/local/cassandra的符号连接，版本升级时会易于访问。

# ln -s /usr/local/apache-cassandra-1.1.12 /usr/local/cassandra

各种各种设设定定

启动 Cassandra 前需要以下设定。

Cassandra 的的设设定定

在编辑器中打开记述着 Cassandra 设定的</usr/local/cassandra/conf/cassandra.yaml>文件，进行编辑。
关于cassandra.yaml文件相关详细情况，请参照“Cassandra 参考信息参考信息”的“cassandra.yaml主要项目一览”。

1. 集群名的指定

在“cluster_name” 属性中指定任意集群名称。

cluster_name: 'IMBox Cluster'

警告警告

存在多个Cassandra服务器时，有可能根据集群名判断是否为同一集群的
Cassandra，并组建成集群。
新构筑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时，建议变更初始值。

2. 数据保存场所的指定

在“data_file_directories”属性中指定任意路径。
指定的目录不存在时，会在启动时自动生成。

data_file_directories:
  - /var/lib/cassandra/data

3. 提交日志保存场所的指定

在“commitlog_directory”属性中指定任意路径。
指定的目录不存在时，会在启动时自动生成。

# commit log
commitlog_directory: /var/lib/cassandra/commit_log/1.1.12

4. 缓存数据保存场所的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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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aved_caches_directory”属性中指定任意路径。
指定的目录不存在时，会在启动时自动生成。

# saved caches
saved_caches_directory: /var/lib/cassandra/saved_caches/1.1.12

5. 指定与其他 Cassandra 通信用的地址

Cassandra中虽然也接受用Java的InetAddress.getLocalHost()取得的IP地址与其他Cassandra进行通信，但有多
个地址时，需要明确地指定通信中使用的IP地址。

listen_address: 192.168.xxx.xxx(任意IP地址)

rpc_address: 192.168.xxx.xxx(任意IP地址)

6. 指定系统日志

在编辑器中打开</usr/local/cassandra/conf/log4j-server.properties>文件，在“log4j.appender.R.File”属性中指定
任意路径

log4j.appender.R.File=/var/log/cassandra/1.1.12/system.log

警告警告

设设定上的注意事定上的注意事项项

根据OS和JDK版本的不同组合，有可能出现JVM参数的Xss不足，Cassandra启动失败的情况。
以确认会在以下组合发生。

OS: Linux系OS
JDK: Oracle JDK 1.7u40 , Oracle JDK 1.7u45

回避方法回避方法

可通过变更在${cassandra}/conf/cassandra-env.sh中设定的Xss的值来回避上述现象。

Cassandra的版本是1.1.4时

   if [ "`uname`" = "Linux" ] ; then
   # reduce the per-thread stack size to minimize the impact of Thrift
   # thread-per-client.  (Best practice is for client connections to
   # be pooled anyway.) Only do so on Linux where it is known to be
   # supported.
     if startswith "$JVM_VERSION" '1.7.'
     then
#         JVM_OPTS="$JVM_OPTS -Xss160k"
       JVM_OPTS="$JVM_OPTS -Xss228k"
     else
       JVM_OPTS="$JVM_OPTS -Xss128k"
     fi
 fi

Cassandra的版本是1.1.12时

 if [ "`uname`" = "Linux" ] ; then
   # reduce the per-thread stack size to minimize the impact of Thrift
   # thread-per-client.  (Best practice is for client connections to
   # be pooled anyway.) Only do so on Linux where it is known to be
   # supported.
   # u34 and greater need 180k

  #     JVM_OPTS="$JVM_OPTS -Xss180k"
  JVM_OPTS="$JVM_OPTS -Xss228k"
fi

文件描述符数的文件描述符数的变变更更

根据OS设定情况，在运行中有可能发生IOException, FileNotFoundException等， 而且 Cassandra 有可能无法正常
动作。
这是由于 Cassandra 进程可使用（Open）的文件数上限超过了OS限制的上限数而造成的。
就是说，可通过在/etc/system/limits.conf 或/etc/security/limits.conf中添加下述与环境相符的OS文件描述符设定数
以下数目可以回避此问题，请变更成适当值。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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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ft nofile 32768
* hard nofile 32768
root soft nofile 32768
root hard nofile 32768

※ 用户以及值只是示例，请设定与环境相符的适当值。

注解注解

文件描述符的当前设定值可通过

ulimit -n

来确认。

内存内存设设定定

Linux环境时，在通过</usr/local/cassandra/conf/cassandra-env.sh>启动时，最大heap size（Xmx）会被自动设定为以
下的值。

搭载内存量是2048MB以下时，搭载内存的一半
搭载内存量是2049MB以上、4099MB以下时，1024MB
搭载内存量是4100MB以上、32768MB以下时，搭载内存量的1/4
搭载内存量是32769MB以上时，搭载内存量的8196MB

若要将其设定为任意值，请将</usr/local/cassandra/conf/cassandra-env.sh>中以下项目的屏蔽去除，设定为任意值。

#MAX_HEAP_SIZE="4G"
#HEAP_NEWSIZE="800M"

警告警告

请在MAX_HEAP_SIZE中设定“512M”以上的值。
设定了比“512M”小的值时，有可能不会正常运行。
建议为Cassandra设定1GB以上的值。
请根据MAX_HEAP_SIZE的设定值，为HEAP_NEWSIZE设定适当的值。

设设定定环环境境变变量量

在环境变量中添加安装了JDK的主目录。
在执行 Cassandra 的用户环境变量中，进行下述设定。

变量 JAVA_HOME

值 安装了JDK的主目录

Linux守护进程的登记，删除

在此，对 Cassandra 的Linux后台程序登记、删除方法进行说明。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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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项目目

登登记记到到Linux守守护进护进程程
从从Linux守守护进护进程程删删除除

登登记记到到Linux守守护进护进程程

请生成内容如下的/etc/init.d/cassandra文件并授予其执行权限。

# chkconfig: 345 99 1
# description: cassandra
# processname: cassandra
#!/bin/sh

CASSANDRA_BIN=/usr/local/cassandra/bin/cassandra
CASSANDRA_PID=/var/run/cassandra.pid

case "$1" in
  start)
     $CASSANDRA_BIN -p $CASSANDRA_PID
     echo "Running Cassandra"
     ;;
  stop)
     kill `cat $CASSANDRA_PID`
     rm -f $CASSANDRA_PID
     echo "Stopped Cassandra"
     ;;
  *)
     echo "Usage: $0 {start|stop}"
     exit 1
esac
exit 0

请执行下述chkconfig命令，以便能够在启动时自动执行。

# chkconfig --add cassandra

执行下述chkconfig命令，若结果显示如下，则登记成功。

# chkconfig --list cassandra
cassandra       0:off   1:off   2:off   3:on    4:on    5:on    6:off

从从Linux守守护进护进程程删删除除

请执行下述chkconfig命令并从Linux后台程序中删除。

# chkconfig --del cassandra

执行下述chkconfig命令，若结果显示如下，则登记成功。

# chkconfig --list cassandra
虽然cassandra服务支持chkconfig但无法从执行级别参照 (run 'chkconfig --add cassandra')

请根据需要删除/etc/init.d/cassandra。

注解注解

关于面向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Cassandra的设定，请另行参照安装指南 Apache Cassandra （ 使用IMBox时）。
安装 Cassandra 后以及进行了设定变更时，请务必参照。

安装指南安装指南 - Apache Cassandra （使用（使用IMBox时时）（日文））（日文）

Cassandra 的启动、停止方法

在此，对 Cassandra 的启动、停止方法进行说明。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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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项目目

Cassandra 的的启动启动 for Windows
Cassandra 的停止的停止 for Windows
Cassandra 的的启动启动 for Linux
Cassandra 的停止的停止 for Linux

警告警告

请一定通过NTP等同步运行Cassandra的各节点的时间。
各节点的时间不一致时，Cassandra本身有可能停止。

Cassandra 的的启动启动 for Windows

双击<%CASSANDRA_HOME%/bin/cassandra.bat>。

在命令提示上显示了下述消息后，启动完成。

INFO 12:55:11,319 Using synchronous/threadpool thrift server on localhost/127.0.0.1 : 9160
INFO 12:55:11,320 Listening for thrift clients...

服务化时，请通过“显示本地服务”来启动。

注解注解

启动Apache Cassandra时，若发生了下述错误，请变更端口号的设定。

错误: 代理抛出了异常。 : java.rmi.server.ExportException: Port already in use: 7199;
nested exception is: java.net.BindException: Address already in use: JVM_Bind

在编辑器中打开<%CASSANDRA_HOME%/bin/cassandra.bat>文件。

请将在-Dcom.sun.management.jmxremote.port属性中设定的“7199”变更成“7198”等
未被使用的端口号。

-Dcom.sun.management.jmxremote.port=8199^

完成变更后，请再次启动Apache Cassandra。

Cassandra 的停止的停止 for Windows

在启动时建立的命令提示上执行 “Ctrl”+“C” 命令，即可停止处理。

警告警告

通过点击命令提示右上角的×按钮来结束时，将无法正确进行结束处理，也会损坏数据，
所以请一定使用 “Ctrl”+“C” 命令来结束。

通过 Windows服服务务的登的登记记/删删除除 将其Windows服务化时，请从“本地服务的显示”执行停止操作。

Cassandra 的的启动启动 for Linux

在后台执行下述命令。

/usr/local/cassandra/bin/cassandra -p /var/run/cassandra.pid

控制台上显示了下述消息后，启动完成。

INFO 12:55:11,319 Using synchronous/threadpool thrift server on localhost/127.0.0.1 : 9160
INFO 12:55:11,320 Listening for thrift clients...

使用下述命令来防止Cassandra成为后台程序，而是在前台强制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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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local/cassandra/bin/cassandra -f

通过 Linux守守护进护进程的登程的登记记，，删删除除 将其作为Linux后台程序时，使用下述命令在后台执行。

/etc/init.d/cassandra start

注解注解

启动Apache Cassandra时，若发生了下述错误，请变更端口号的设定。

错误: 代理抛出了异常。 : java.rmi.server.ExportException: Port already in use: 7199;
nested exception is: java.net.BindException: Address already in use: JVM_Bind

在编辑器中打开</usr/local/cassandra/bin/cassandra.in.sh>文件。

请将在-Dcom.sun.management.jmxremote.port属性中设定的“7199”变更成“7198”等
未被使用的端口号。

-Dcom.sun.management.jmxremote.port=8199^

完成变更后，请再次启动Apache Cassandra。

Cassandra 的停止的停止 for Linux

可使用下述命令来停止。

kill `cat /var/run/cassandra.pid`

用下述命令启动时， 执行 “Ctrl”+“C” 命令，停止进程。

/usr/local/cassandra/bin/cassandra -f

若是通过 Linux守守护进护进程的登程的登记记，，删删除除 将其设为了Linux后台程序，使用下述命令来停止。

/etc/init.d/cassandra stop

Cassandra 的集群构筑

在此，将对 Cassandra 的集群构筑方法进行介绍。
本文使用【表1. Cassandra连接信息设定例子】来记述以下说明。

【表1. Cassandra连接信息设定例子】

第1台的节点（种子节点） 192.168.0.1
第2台的节点 192.168.0.2
第3台的节点 192.168.0.3
键空间 default

警告警告

为了构筑集群而变更了replication-factor或host时，需要在安装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时进行设定。
详细信息请参照“ 安装指南安装指南 - Apache Cassandra （使用（使用IMBox时时）（日文））（日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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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项目目

集群集群构构成成
添加添加节节点点

已已经构经构筑了筑了IMBox环环境境时时
删删除除节节点点

集群集群构构成成

虽然Cassandra只可在1台上运行，但也可为了实现在处理大量消息时分散负荷和冗余化而构筑集群式构成。
如 Cassandra 的一的一贯贯性保性保证证  中所记述的那样，由于 IMBox 中采用了“ 保保证证Quorum（（(节节点数点数+1)/2个一个一贯贯性）性） ”的一贯性保证方
式，所以强烈建议将集群的节点数设为 3台以上台以上 。

添加添加节节点点

replication-factor 和host的变更

replication-factor （以下记作RF）指的是在集群内部有几个数据副本的设定。
若采用标准的1个副本，则持有该副本的相应节点宕机后，将无法参照数据。
IMBox 中，由于在前述的一致性保证中采用了Quorum，为了保证一致性建议使用下表中RF值。

节节点数点数 RF值值（推荐（推荐值值）） 说说明明
1 1  
3 3 将RF值设为2时，由于在某一个节点停止时将无法保证一致性， IMBox 动作

也会停止。
4 以上 3 以上节点数以下 请在考虑了故障性和每个节点的基础上，设定为任意值。

指定种子节点。

在编辑器中打开各节点的<%CASSANDRA_HOME%/conf/cassandra.yaml>文件，在“seeds”属性中将第一台节点
(192.168.0.1)指定为种子节点。

seed_provider:
    # Addresses of hosts that are deemed contact points.
    # Cassandra nodes use this list of hosts to find each other and learn
    # the topology of the ring.  You must change this if you are running
    # multiple nodes!
    - class_name: org.apache.cassandra.locator.SimpleSeedProvider
      parameters:
          # seeds is actually a comma-delimited list of addresses.
          # Ex: "<ip1>,<ip2>,<ip3>"
          - seeds: "192.168.0.1"

在各节点进行了设定后，启动 Cassandra 。

执行下述命令，各节点会显示如下，若能确认Effective-Ownership的合计值是“RF * 100%”，则操作完成。

# /usr/local/cassandra/bin/nodetool ring
 （OS是windows时：C:/ > %CASSANDRA_HOME%/bin/nodetool ring）

Starting NodeTool
Address      DC          Rack        Status  State   Load         Effective-Ownership  Token
134073324684581098149220982299151052417
192.168.0.1  datacenter1 rack1       Up      Normal  117.33 KB    88.35%               72029913264419379591431889264009303469
192.168.0.2  datacenter1 rack1       Up      Normal  225.3 KB     59.54%               110436698385580468589163673403640885580
192.168.0.3  datacenter1 rack1       Up      Normal  213.4 KB     52.11%               134073324684581098149220982299151052417

注解注解

Cassandra 中默认使用下述端口与其他 Cassandra 进行通信。
OS为Linux时，请根据需要变更iptables和Selinux的设定，OS为Windows时，请根据需要变更防火墙设定。

9160 : 客户端连接端口（rpc_port） [1]
7000 : 节点间通信端口（storage_port）
7001 : 节点间通信端口（ssl_storage_port） [1]
7199 : JMX连接端口（JMX_PORT）

客客户户端端连连接端口接端口 及 节节点点间间通信端口通信端口 是在<%CASSANDRA_HOME%/conf/cassandra.yaml>中设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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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为Linux时，在 <%CASSANDRA_HOME%/conf/cassandra-env.sh>中设定 JMX连连接端口接端口，OS为Windows时，
在<%CASSANDRA_HOME%/bin/cassandra.bat> 中进行设定。

[1] (1, 2) 不可变更

[2] 在节点间通信中使用了SSL时

警告警告

在客户端连接端口中指定了9160以外的值时，新建节点的查出功能中会发生错误。
不要变更初始值的9160，请直接使用。

注解注解

什么是什么是“种子种子节节点点”？？

Cassandra 集群上起到中心（枢纽）作用的功能，新加入到集群的节点会从 种子节点取得其他节点的
状态信息，并取得集群整体信息。 由于即使没有种子节点，动作本身也没有问题，种子节点本身虽然不
是单一故障点， 但在查出集群内节点的状态变化时需要花费更多时间。

已已经构经构筑了筑了IMBox环环境境时时

若已安装Tenant环境并构筑了IMBox环境时，则请按下述步骤进行

1. 在以下目录执行cassandra-cli。

# 使用%CASSANDRA_HOME%/bin/cassandra-cli.sh（或，cassandra-cli.bat）

2. 的下述命令链接到 Cassandra 。

[default@unknown] connect 127.0.0.1/9160;

3. 使用下述命令指定IMBox 中使用的Keyspace。

[default@unknown] use default;

4. 使用下述命令在 IMBox中变更replication_factor。

[default@default] update keyspace default with strategy_options={replication_factor:2};

5. 若显示了以下消息，则表示成功。

Waiting for schema agreement...
... schemas agree across the cluster

6. 请使用下述命令结束cassandra-cli，并重新启动 Cassandra 。

[default@default] exit;

7. 重新启动后，请执行下述命令。

# /usr/local/cassandra/bin/nodetool repair
（OS是windows时：C:/ > %CASSANDRA_HOME%/bin/nodetool repair）

删删除除节节点点

想从集群删除任意节点时，在想要删除的节点上执行decommission。
由于要将删除节点的数据传送至其他节点，需要花费一些时间。

# /usr/local/cassandra/bin/nodetool -h “想删除的节点的IP地址” decommission
（OS为windows时：C:/ > C:/%CASSANDRA_HOME%/bin/nodetool -h “想删除的节点的IP地址” decommission）

连接到 Cassandra 的认证设定

在此，对于连接到 Cassandra 时，通过连接用户名以及密码来进行认证设定的方法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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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警告

进行了连接认证设定时，需要在安装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时设定认证信息。
详细信息请参照“ 安装指南安装指南 - Apache Cassandra （使用（使用IMBox时时）（日文））（日文）  ”。

构筑由多台 Cassandra 构成的集群时，需要对全部节点进行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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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项目目

取得和展开取得和展开认证库认证库

配置配置库库和和设设定文件定文件
变变更使用的更使用的认证类认证类

认证设认证设定的添加定的添加
for Windows
for Linux

设设定文件解定文件解说说
连连接接认证设认证设定定 (passwd.properties)
访问权设访问权设定定 (access.properties)

连连接接认证认证的确的确认认方法方法

取得和展开取得和展开认证库认证库

获得全部 Cassandra 用的认证库。
可通过下述URL下载认证库。

http://www.intra-mart.jp/download/product/iap/imbox/cassandra_simple_auth.zip

在任意路径展开所获得的文件。

配置配置库库和和设设定文件定文件

展开全部认证库，即成为存放的文件。

1. ./lib/cassandra_simple_auth-1.0.0.jar

存放了连接认证以及访问控制实现类的库文件。

2. ./conf/passwd.properties

用于记述在连接认证中需要的连接用户名和密码的设定文件。

3. ./conf/access.properties

用于记述每位连接用户的访问权控制设定的设定文件。

将各个文件复制到与%CASSANDRA_HOME%内相对路径相应的目录。

将 ./lib/cassandra_simple_auth-1.0.0.jar 复制到 <%CASSANDRA_HOME%/lib/>
将 ./conf/passwd.properties 复制到 <%CASSANDRA_HOME%/conf/>
将 ./conf/access.properties 复制到 <%CASSANDRA_HOME%/conf/>

变变更使用的更使用的认证类认证类

在编辑器中打开<%CASSANDRA_HOME%/conf/cassandra.yaml>文件。
Cassandra 标准设定中，设定了下述连接认证以及访问控制类。

# authentication backend, implementing IAuthenticator; used to identify users
authenticator: org.apache.cassandra.auth.AllowAllAuthenticator

# authorization backend, implementing IAuthority; used to limit access/provide permissions
authority: org.apache.cassandra.auth.AllowAllAuthority

标准设定中，如名称Allow All的意思一样，不进行连接认证和访问控制，许可全部连接。
如下所述进行修正，指定所下载认证库内的类。

# authentication backend, implementing IAuthenticator; used to identify users
# authenticator: org.apache.cassandra.auth.AllowAllAuthenticator
authenticator: org.apache.cassandra.auth.SimpleAuthenticator

# authorization backend, implementing IAuthority; used to limit access/provide permissions
# authority: org.apache.cassandra.auth.AllowAllAuthority
authority: org.apache.cassandra.auth.SimpleAuthority

这样就能替换连接认证以及访问控制类的实现。

警告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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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网站所提供的认证库内的 SimpleAuthority 对于 Cassandra 所提供的示例实现进行了
定制，可通过**access.properties**来批量设定对键空间内全列族的访问权。

认证设认证设定的添加定的添加

对于在上一段替换的实现类，需要在启动参数中指定设定文件 access.properties 和 passwd.properties 的路径。
在此，对每种OS的启动参数的设定方法进行说明。

for Windows

在编辑器中打开<%CASSANDRA_HOME%/bin/cassandra.bat>文件。
参考下述示例，补记 access.properties 和 passwd.properties 属性。

补记前

...
-XX:+UseCMSInitiatingOccupancyOnly^
-Dcom.sun.management.jmxremote.port=7199^
...

补记后

...
-XX:+UseCMSInitiatingOccupancyOnly^
-Daccess.properties=%CASSANDRA_HOME%/conf/access.properties^
-Dpasswd.properties=%CASSANDRA_HOME%/conf/passwd.properties^
-Dcom.sun.management.jmxremote.port=7199^
...

for Linux

在编辑器中打开</usr/local/cassandra/conf/cassandra-env.sh>文件。
参考下述示例，补记 access.properties 和 passwd.properties 。

补记前

...
# Prefer binding to IPv4 network intefaces (when net.ipv6.bindv6only=1). See
# http://bugs.sun.com/bugdatabase/view_bug.do?bug_id=6342561 (short version:
# comment out this entry to enable IPv6 support).
JVM_OPTS="$JVM_OPTS -Djava.net.preferIPv4Stack=true"

# jmx: metrics and administration interface
...

补记后

...
# Prefer binding to IPv4 network intefaces (when net.ipv6.bindv6only=1). See
# http://bugs.sun.com/bugdatabase/view_bug.do?bug_id=6342561 (short version:
# comment out this entry to enable IPv6 support).
JVM_OPTS="$JVM_OPTS -Djava.net.preferIPv4Stack=true"

# set authentication parameter properties path.
JVM_OPTS="$JVM_OPTS -Daccess.properties=$CASSANDRA_HOME/conf/access.properties"
JVM_OPTS="$JVM_OPTS -Dpasswd.properties=$CASSANDRA_HOME/conf/passwd.properties"

# jmx: metrics and administration interface
...

警告警告

构筑集群并在多个Cassandra上将认证设为有效时，需要在集群内的全部节点使用相同设定。

各个集群有着自己的认证设定的有效/无效设定，所以同一集群内的全部键空间是认证设定的对象。

将认证设定设为有效时，可为每个键空间变更连接用户名及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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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设定文件解定文件解说说

在此，对设定文件的设定值进行说明。

连连接接认证设认证设定定 (passwd.properties)

标准 passwd.properties 中，设定了假设是管理员的 admin 和只进行参照操作的用户 user 。

下面是省略了备注行的设定值。

admin=admin_pwd
user=user_pwd

设定值的格式是“%连接用户名%=%密码%”。

访问权设访问权设定定 (access.properties)

设定值的格式是“%访问权%=%连接用户名%”。
访问权中定义了下述3个内容。

1. 键空间的编辑权限

<modify-keyspaces> : 可生成/删除键空间的权限。

警告警告

Apache Cassandra 1.1.12中无法使用modify-keyspaces。

2. 键空间的访问权限

键键空空间间名名.<rw> : 只可浏览及变更键空间内列族的权限。
键键空空间间名名.<ro> : 只可浏览键空间内列族的权限。

3. 访问键空间内列族的权限

键键空空间间名名.列族名列族名.<rw> : 只可浏览及变更键空间内特定列族内数据的权限。
键键空空间间名名.列族名列族名.<ro> : 只可浏览键空间内特定列族内数据的权限。

通过在 列族名列族名 中指定 *，可指定全列族。
由于在今后的功能扩展中有添加列族的可能性，请为在cassandra-cnofig.xml记述的连接用户设定全
列族的变更权限。

标准的 access.properties 中为 passwd.properties 中指定的各用户设定了下述权限。

admin

键空间编辑权限
default键空间的Read&Write权限
default键空间全列族的Read&Write权限

user

default键空间的ReadOnly权限
default键空间内全列族的ReadOnly权限

下面是省略了部分备注行的设定值。

# The magical '<modify-keyspaces>' property lists users who can modify the
# list of keyspaces: all users will be able to view the list of keyspaces.
<modify-keyspaces>=admin

# Access to Keyspace 'default'
default.<rw>=admin
default.<ro>=user

# Access to all ColumnFamily
default.*.<rw>=admin
default.*.<ro>=user

警告警告

使用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2014 Spring(Granada) 之前的版本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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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sandra-config.xml中设定的连接用户需要持有全部变更权限。

编辑cassandra-config.xml变更了键空间名时，以及进行在多个键空间上的运行时，请变更对键空间以及
键空间内列族的访问权的设定值。

使用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2014 Spring(Granada) 之后的版本时

安装Tenant环境时设定的Cassandra连接信息的认证用户名需要持有全部变更权限。

编辑cassandra-config.xml变更了键空间名时，以及进行在多个键空间上的运行时，请变更对键空间以及
键空间内列族的访问权的设定值。

连连接接认证认证的确的确认认方法方法

确认连接到 Cassandra 时需要认证。
在此，假想进行的是通过标准设定文件进行认证设定。

1. 启动 Cassandra 。

2. 确认 Cassandra 已启动，并启动cassandra-cli。

OS是Windows时，双击<%CASSANDRA_HOME%/bin/cassandra-cli.bat>。

OS是Linux时，使用下述命令启动。

/usr/local/cassandra/bin/cassandra-cli

3. 启动控制台后，请输入下述命令。

connect localhost/9160;

由于未指定认证信息，会输出下述消息且连接会失败。

Login failure. Did you specify 'keyspace', 'username' and 'password'?

连接到本地环境的 Cassandra 时，在cassandra-cli启动时也会输出上述消息。

4. 输入下述命令，结束cassandra-cli。。

quit;

5. 接下来，指定认证信息并启动cassandra-cli。

OS是Windows时，启动命令提示，并执行下述命令。

%CASSANDRA_HOME%/bin/cassandra-cli -u admin -pw admin_pwd

OS是Linux时，使用下述命令启动。

/usr/local/cassandra/bin/cassandra-cli -u admin -pw admin_pwd

注解注解

-u 是指定连接用户名的参数。
-pw 是指定密码的参数。

6. 启动控制台后，请输入下述命令。

connect localhost/9160;

会显示下述消息，可确认连接已成功。

Connected to: "IMBox Cluster" on localhost/9160

警告警告

通过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2014 Spring(Granada) 使用连接认证时，需要事先创建键空间
关于键空间的创建、添加，请参照“ Cassandra 的操作的操作  ”的“ 键键空空间间的生成方法的生成方法 ”，“ 键键空空间间的生成方法（有的生成方法（有认证设认证设定定
时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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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sandra 的操作

在此，对 Cassandra 的操作方法进行说明。
本文使用【表1. Cassandra连接信息设定例子】来记述以下说明。

【表1. Cassandra连接信息设定例子】

集群名 IMBox Cluster
主机IP地址 localhost
主机端口号 9160
认证设定的有效化 false
键空间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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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项目目

键键空空间间的生成方法的生成方法
键键空空间间的生成方法（有的生成方法（有认证设认证设定定时时））
键键空空间间的的删删除方法除方法
快快闪备闪备份份
快照快照
通通过过快照数据恢复（快照数据恢复（还还原）原）

键键空空间间的生成方法的生成方法

1. 启动 Cassandra 。

2. 确认 Cassandra 已启动，并启动cassandra-cli。

OS是Windows时，双击<%CASSANDRA_HOME%/bin/cassandra-cli.bat>。
OS是Linux时，使用下述命令启动。

/usr/local/cassandra/bin/cassandra-cli

3. 启动控制台后，请输入下述命令。

connect localhost/9160;

4. 请确认连接已成功，并输入下述命令。

create keyspace default;

5. 显示以下信息，可确认键空间“default”的生成已成功。

... schemas agree across the cluster

键键空空间间的生成方法（有的生成方法（有认证设认证设定定时时））

对 Cassandra 中在以下条件下生成键空间的步骤进行介绍。

连接用户名 ： aoyagi
密码 ： aoyagi_pwd
键空间名 ： imbox_keyspace

1. 在连接认证设定 (passwd.properties)中添加密码。

admin=admin_pwd
user=user_pwd
aoyagi=aoyagi_pwd

2. 在访问权设定 (access.properties)中添加aoyagi可访问的键空间。

# The magical '<modify-keyspaces>' property lists users who can modify the
# list of keyspaces: all users will be able to view the list of keyspaces.
<modify-keyspaces>=admin

# Access to Keyspace 'default'
default.<rw>=admin
default.<ro>=user
# Access to all ColumnFamily
default.*.<rw>=admin
default.*.<ro>=user

# Access to Keyspace 'imbox_keyspace'
imbox_keyspace.<rw>=aoyagi
imbox_keyspace.<ro>=user
# Access to all ColumnFamily
imbox_keyspace.*.<rw>=aoyagi
imbox_keyspace.*.<ro>=user

警告警告

使用了认证设定时，无法生成已在access.properties中设定的键空间以外键空间。

3. 启动 Cassand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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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接下来，指定认证信息并启动cassandra-cli。

OS是Windows时，启动命令提示，并执行下述命令。

%CASSANDRA_HOME%/bin/cassandra-cli -u aoyagi -pw aoyagi_pwd

OS是Linux时，使用下述命令启动。

/usr/local/cassandra/bin/cassandra-cli -u aoyagi -pw aoyagi_pwd

注解注解

关于认证信息的指定方法，请参照“连连接接认证认证的确的确认认方法方法”。

5. 确认连接已成功，并输入下述命令，生成“imbox_keyspace”。

create keyspace imbox_keyspace;

6. 显示以下信息，可确认键空间“imbox_keyspace”已被添加。

... schemas agree across the cluster

注解注解

构筑集群并要在多个Cassandra上生成键空间时，可在种子节点的Cassandra上生成键空间后通过执行
nodetool repair命令在其他节点上也生成键空间，因此不需要在全部节点上生成键空间。

键键空空间间的的删删除方法除方法

1. 启动 Cassandra 。

2. 确认 Cassandra 已启动，并启动cassandra-cli。

cassandra-cli的启动方法如下。

OS是Windows时，双击<%CASSANDRA_HOME%/bin/cassandra-cli.bat>。

OS是Linux时，使用下述命令启动。

/usr/local/cassandra/bin/cassandra-cli

3. 启动控制台后，请输入下述命令。

connect localhost/9160;

4. 在控制台中会显示“Connected to: “IMBox Cluster” on localhost/9160”，请输入下述命令。

drop keyspace default;

5. 若控制台中显示了“... schemas agree across the cluster”则删除完成。

快快闪备闪备份份

Cassandra 中，数据被保存在被称为memtable的内存上。
若要将数据写入到已在cassandra.yaml的“data_file_directories”属性中设定的文件系统上的SStable，需要执行nodetool的flush命
令。
未采取冗余化措施时，有可能会因为在将memtable的数据写入到SStable之前发生服务器停止而产生数据损失，因此建议定期执行
Flush。

OS是Windows时，启动命令提示，并执行下述命令。

%CASSANDRA_HOME%/bin/nodetool -h “想执行Flush的节点的IP地址” flush

OS是Linux时，使用下述命令启动。

# /usr/local/cassandra/bin/nodetool -h “想执行的节点的IP地址” fl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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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后，会在 Cassandra 输出下述日志。

INFO 15:12:11,104 Enqueuing flush of Memtable-Versions@2895088(83/103 serialized/live bytes, 3 ops)
INFO 15:12:11,105 Writing Memtable-Versions@2895088(83/103 serialized/live bytes, 3 ops)
INFO 15:12:11,258 Completed flushing %CASSANDRA_HOME%\data\system\Versions\system-Versions-he-3-Data.db (247 bytes) for commitlog position ReplayPosition(segmentId=42805933509718, position=544)

快照快照

若要备份 Cassandra 的数据，需要使用nodetool的snapshot命令来取得快照。
但是，由于 Cassandra 的快照只复制SStable文件，所以必须在执行快照之前，执行Flush命令。
执行Flush的步骤如下。

OS是Windows时，启动命令提示，并执行下述命令。

%CASSANDRA_HOME%/bin/nodetool -h “想执行Flush的节点的IP地址” flush
%CASSANDRA_HOME%/bin/nodetool -h “想执行操作的节点的IP地址” snapshot -t （任意快照名）

OS是Linux时，使用下述命令启动。

# /usr/local/cassandra/bin/nodetool -h “想执行的节点的IP地址” flush
# /usr/local/cassandra/bin/nodetool -h “想执行操作的节点的IP地址” snapshot -t （任意快照名）

注解注解

快照数据被存放于由conf/cassandra.yaml的“data_file_directories”属性指定的目录下面。详细信息请参照下述内
容。
以下是%CASSANDRA_HOME%/conf/cassandra.yaml的“data_file_directories”为/var/lib/cassandra/data/时的

Cassandra 的系统信息 /var/lib/cassandra/data/system/（列族
名）/snapshot/（快照名）

IMBox数据 /var/lib/cassandra/data/default/（列族
名）/snapshot/（快照名）

注解注解

快照的快照的删删除除

删除全部snapshot目录。

# /usr/local/cassandra/bin/nodetool -h “想执行的节点的IP地址” clearsnapshot

删除任意snapshot。

# /usr/local/cassandra/bin/nodetool -h “想执行操作的节点的IP地址” clearsnapshot -t （任意快照名）

警告警告

Windows环境中执行clearsnapshot命令时，由于要删除的文件被Cassandra进程占用，删除处理会失败。
通过执行下述命令可重新生成SSTable，并解除对文件的参照。

nodetool upgradesstables

之后可通过执行clearsnapshot来正常删除快照。

此外，Linux环境下不会发生上述问题。

通通过过快照数据恢复（快照数据恢复（还还原）原）

使用快照存档数据后，可通过下述步骤，将数据恢复（还原）到快照时间点时的数据。

OS为Windows时

1. 停止 Cassand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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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删除commitlog文件（例如：C:/var/lib/cassandra/commit_log）
3. 删除SSTable（删除C:/var/lib/cassandra/data/default/（列族名）/的各db文件）
4. 将快照的各db文件复制到C:/var/lib/cassandra/data/default/（列族名）。
5. 启动 Cassandra

OS为Linux时

1. 停止 Cassandra
2. 删除commitlog文件（例如：/var/lib/cassandra/commit_log）
3. 删除SSTable（删除/var/lib/cassandra/data/default/(列族名)/ 的各db文件）
4. 将快照的各db文件复制到/var/lib/cassandra/data/default/(列族名)。
5. 启动 Cassandra

Cassandra 的运行

在此，对 Cassandra 的运行方法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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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项目目

状状态变态变化的化的时间时间点和点和风险风险
计计划停止划停止
异常停止异常停止
网网络络切断切断

风险对风险对策策
计计划停止前的划停止前的Flush执执行行
定期定期执执行行Flush
集群集群构构成的成的构构筑筑
总结总结

在在单单一一节节点上点上运运行行Cassandra时时
用集群用集群构构成方式成方式运运行行Cassandra时时

数据的复原数据的复原
可复原的数据可复原的数据
不可复原的数据不可复原的数据

调调整整时间时间

状状态变态变化的化的时间时间点和点和风险风险

对 Cassandra 运行状态变化的时间点和该时间点的风险进行考察。

计计划停止划停止

假想通过手动或服务在计划好的时间点停止的情况。
另外作为前提，需要在停止Cassandra的时间点上没有来自ApplicationServer的更新要求。

注解注解

应对应对例子例子

在停止前先停止ApplicationServer。

执行nodetool drain命令，切换到不接受写入要求的状态。

执行drain时，同时执行Flush操作。

Flush成功时
通常期待的状态。由于执行了Flush，所以不会有数据损失，当然就不需要考虑对策。

Flush失败时
通常按计划停止时可确保执行了Flush并停止时的数据正确，但停止时Flush有可能失败。
由于Flush未能被正常执行，所以存在于内存上的数据会丢失。

异常停止异常停止

设想出于某些原因，Cassandra出现了意想之外的停止时。

注解注解

设设想以下状况。想以下状况。

Cassandra内发生了不可继续服务的异常（OutOfMemoryError）时
Cassandra的进程被强行停止时
Cassandra启动中OS停止时

执行了Flush时
异常停止前有可能执行Flush。
由于执行了Flush，所以不会有数据损失，当然就不需要考虑对策。

未执行Flush，或Flush失败时
异常停止前通常不会执行Flush。因此，即使执行也可能会失败。
由于Flush未能被正常执行，所以存在于内存上的数据会丢失。

注解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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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计划停止还是异常停止，都会存在由于Flush失败带来的数据损失风险。

网网络络切断切断

Cassandra节点被网络切断时，不会发生数据损失的情况。
但是，根据构成状态不同会发生无法使用服务的情况。

用单一节点构筑时
直到Cassandra恢复为止IMBox都无法使用。

注解注解

在单一节点上运行时，由于网络切断时无法进行读入/写入操作，所以不会发生数据损失。

用集群构成的方式构筑时
状况会随着由网络切断的节点数不同而发生变化。

存在可继续服务的台数时
例如“节点数是3台（复制因子是3）”时，在运行中有1台被切断后，服务可在其他两个节点正常进行。
被切断的节点再次连接到网络时，缺少的数据会被Replicate（复制）并恢复到通常的运行状态。

无法再继续服务的台数时
直到Cassandra恢复为止IMBox都无法使用。
例如“节点数是3台，复制因子是3”时，若有两台被切断，则无法再使用服务。
由于服务无法使用后也无法进行读入/写入操作，所以不会发生数据损失。

风险对风险对策策

根据前项的描述，基本上需要对Flush的失败或未实施Flush时采取对策。
关于应对措施，将对几个方案进行考察。

计计划停止前的划停止前的Flush执执行行

计划停止前进行一次Flush处理。
这样就可回避在计划停止时执行Flush失败的风险。

定期定期执执行行Flush

Cassandra启动时通过cron等定期执行Flush，即使发生了由于异常停止等造成数据损失的情况，也可确保到最后一次执行Flush时
的内容。

注解注解

此对策总的来说是一个降低数据损失的概率和减少损失量的对策。
关于 快快闪备闪备份份 ，请参照此处。

注解注解

需要在运行设计中根据被要求的条件来调整Flush的执行频率。
需要研讨的项目如下。

数据损失可能性所容许的最长时间
由于定期执行Flush而带来的I/O负荷增加对服务响应和服务器负荷的影响

集群集群构构成的成的构构筑筑

通过构筑并运行Cassandra集群，可大幅减少数据损失及服务停止的可能性。
此时，强烈建议构成集群的节点数在3个以上。

节点数是两台时
构成集群的节点是2个时，任一节点停止后服务（数据的读入及写入）都无法继续。
但是，由于在服务不可继续时也无法进行写入数据操作，所以不会发生数据损失。

节点数是3台（或3台以上）时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30

index.html#flush


构成集群的节点有3个（以及复制因子是3）时，即使任一节点停止服务都可继续。
停止了的节点恢复时，会复制停止节点所缺少的数据，在复制结束时恢复到通常的运行状态。

3个节点中的2个同时停止时，服务无法再继续，所以需要在只有1个节点停止的阶段采取恢复措施。
但是，由于在服务不可继续时也无法进行写入数据操作，所以不会发生数据损失。

总结总结

在此，对各构成的有效对策进行总结。

在在单单一一节节点上点上运运行行Cassandra时时

在单一节点上运行Cassandra时，完全无法防止发生异常停止时的数据损失。
以下是异常停止发生时的有效对策。

在停止前执行Flush

定期执行Flush

注解注解

参考信息参考信息

在本公司的公司内系统中，Cassandra在单一节点上运行，每隔15分钟执行一次Flush。
已运行了大约两年，至今发生了4次左右最接近15分钟（最大）的提交数据损失的现象。
※ 由于本公司系统兼具运行试验环境的作用，使用了发行前（RC版）的版本，所以与通常使用相比发
生错误的概率比较高。

用集群用集群构构成方式成方式运运行行Cassandra时时

仅仅是采用集群构成方式来运行就可大大降低数据损失的发生率。
另外，由于维护等需要停止全部集群时，可采用以下对策来降低发生数据损失的风险。

在停止前执行Flush

数据的复原数据的复原

发生了数据损失时，可复原的数据如下。

可复原的数据可复原的数据

从IM通用主表同步写入的“用户”和“组织”信息

注解注解

可通过执行专用Job（JobNet）来复原。
详细内容请参照“IMBox式式样样 - Job Scheduler”。

不可复原的数据不可复原的数据

在IMBox上更新的“提交内容”和“新建生成的组别”等只保存在Cassandra上。
因此，发生了数据损失时无法复原。

注解注解

附件被保存在文件系统（PublicStorage）上，因此可由系统管理员来恢复。
关于附件的保存位置，请参照“ IMBox式式样样-动动作作-文件文件  ”。

调调整整时间时间

存放在 Cassandra 中的全部数据都带有时间，此时间主要是用于解决集群环境中的数据矛盾问题。
因此，在运行 Cassandra 的服务器上进行了变更时钟等操作时，有可能发生数据不一致并导致数据损坏。
另外，存放于 Cassandra 数据中的时间并非执行 Cassandra 服务器上的时间，而是使用连接到 Cassandra 的应用程序侧上设定
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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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动作环境以及运行 Cassandra 的服务器上时钟的全部时间都必须一致。
为了统一时间，请考虑用ntp服务器。

Cassandra 的版本升级

在此，对 Cassandra 的版本升级方法进行介绍。

注解注解

在Cassandra1.1.12 中修改了若干错误（有可能在运行中发生数据损坏且重新启动失败的错误等），
因此若已使用了Cassandra1.1.4 建议进行版本升级。
2013 Winter(Felicia)以前发行的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也在Cassandra1.1.12 上进行了动作确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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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升级步骤

从Cassandra1.1.4 升级到Cassandra1.1.12 时，需要以下步骤。
建议在版本升级前，事先取得 快照快照 。

1. 启动Cassandra1.1.4 。

2. 使用nodetool命令的drain来使Cassandra1.1.4 不再接受写入操作。

OS是Windows时，启动命令提示，并执行下述命令。

%CASSANDRA_HOME%/bin/nodetool drain

OS是Linux时，使用下述命令启动。

# /usr/local/cassandra/bin/nodetool drain

3. 启动中的Cassandra中会显示“DRAINED”，Cassandra停止。

4. 将位于Cassandra1.1.12 的<%CASSANDRA_HOME%/conf/cassandra.yaml>文件中的“data_file_directories”属性设定成与
Cassandra1.1.4 相同的目录。

data_file_directories 设定例子(Windows)

data_file_directories:
 - C:/cassandra/data

警告警告

若将Cassandra1.1.12 的commitlog_directory、saved_caches_directory设定成与Cassandra1.1.4 相同的目
录，则有可能发生数据不一致的情况，因此请将commitlog_directory、saved_caches_directory设定为其他目
录。

5. 启动Cassandra1.1.12 ，使用nodetool命令的upgradesstables重新构筑数据。

OS是Windows时，启动命令提示，并执行下述命令。

%CASSANDRA_HOME%/bin/nodetool upgradesstables

OS是Linux时，使用下述命令启动。

# /usr/local/cassandra/bin/nodetool upgradesstables

6. Cassandra的重新构筑正常结束后，版本升级操作也会完成。

注解注解

以集群的方式构筑了Cassandra时，请为各个节点重新构筑。
在Cassandra1.1.4 中进行了ref:authentication 、Windows服服务务的登的登记记/删删除除 时，需要在版本升级后在Cassandra1.1.12 中
进行再次设定。

Cassandra 参考信息

在此，对关于 Cassandra 的参考信息进行介绍。

cassandra.yaml主要项目一览

项目名 初始值 说明

cluster_name Test Cluster 集群名称。

initial_token <无记述> 指定Token，要参加集群时在此处记述。
若此处为空，则会按照分担负荷最高的节点所主
管范围的方式
来分配Token。
对于全新节点等没有负荷信息的情况，会随机分
配。

hinted_handoff_enabled true 详细信息请参照Cassandra官方wiki的提示移交
（Hinted Handoff）部分。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33

index.html#snapshot
index.html#windows-service


authenticator org.apache.cassandra.auth.AllowAllAuthenticator 访问Cassandra时是否需要认证。
初始值的设定为不使用。
详细信息请参照“连连接到接到 Cassandra 的的认证设认证设

定定”。

authority org.apache.cassandra.auth.AllowAllAuthority 访问Cassandra时是否需要认证。
初始值的设定为不使用。
详细信息请参照“连连接到接到 Cassandra 的的认证设认证设

定定”。

partitioner org.apache.cassandra.dht.RandomPartitioner 对集群内节点如何配置数据的设定。

data_file_directories /var/lib/cassandra/data 实际数据保存场所。

commitlog_directory /var/lib/cassandra/commitlog CommitLog保存场所。

saved_caches_directory /var/lib/cassandra/saved_caches 缓存数据保存场所。

commitlog_sync periodic CommitLog的保存方法。通过“periodic/batch”选
择是批量写入
还是一点一点写入。

commitlog_sync_period_in_ms 10000 指定毫秒数。在每个指定的期间写入CommitLog

seeds 127.0.0.1 使其加入到集群中时，指定其自身IP和集群内其
他节点
。

disk_access_mode auto mmaped I/O的使用设定。在64bit的JVM中使用
时有效。
建议使用初始值auto。(到Cassandra1.1.4为止)

concurrent_reads 32 同时进行的读入处理个数。建议为1CPU核心数
x2。

concurrent_writes 32 同时进行的读入处理个数。

storage_port 7000 指定在节点间进行数据交互时使用的端口号。

listen_address localhost 与其他节点通信时使用的地址。
记述节点加入多个网络时想使用的
网络地址。

rpc_address localhost 许可其使用Thrift与外部连接的IP地址。

rpc_port 9160 使用Thrift与外部连接时使用的端口号。

rpc_keepalive true 选择在RPC连接中是否使用KeepAlive属性。

thrift_framed_transport_size_in_mb 15 以MB为单位指定在Thrift中使用的帧缓存Size。

snapshot_before_compaction false 是否在Compaction前进行快照。

in_memory_compaction_limit_in_mb 64 被压缩到内存中的列的大小限制。
推荐值是可使用的Java堆大小的5%到10%

rpc_timeout_in_ms 10000 到返回命令错误为止的超时值。

dynamic_snitch true 从由于正在实施Compaction等原因所造成的响
应速度低下的节点
之外读入数据。(到Cassandra1.1.4为止)

request_scheduler org.apache.cassandra.scheduler.NoScheduler 指定在请求发行次数中设置限制时使用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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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网站

网站名 URL

Apache Cassandra http://cassandra.apache.org/ (English)

Cassandra Wiki http://wiki.apache.org/cassandra/FrontPage_JP (日文)
http://wiki.apache.org/cassandra/ (English)
http://wiki.apache.org/cassandra/FrontPage_ZH (中文)

Cassandra的硬件调整 http://wiki.apache.org/cassandra/CassandraHardware_JP (日文)
http://wiki.apache.org/cassandra/CassandraHardware (English)
http://wiki.apache.org/cassandra/CassandraHardware_ZH (中文)

datastax的Apache Cassandra 1.1文档 http://www.datastax.com/docs/1.1/index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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