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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工具

一键迁云工具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11 15:12:01

Linux 和 macOS 系统。

前往迁移服务平台控制台下载 一键迁云工具 。

解压工具包，正确解压后的工具目录结构如下所示：

概述

迁移过程中，需要预先梳理要迁移的资源、在腾讯侧进行选型和创建，并需要手动配置迁移任务等多项操作。

一体化工具提供了自动化模式，能够自动检测需要迁移的资源，并根据所检测的资源信息提供腾讯云侧的选型推荐和创

建迁移任务。大大降低了迁移难度、提高迁移效率。帮助中小规模环境快速完成迁移。

使用环境

操作步骤

步骤1：获取工具

步骤2：解压工具包

maxim

| - linux

| - mac

| - start.sh

步骤3：执行命令

./start.sh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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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现工具界面后，按照提示进行操作即可开始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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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化迁云工具箱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06 14:52:25

MSP 迁移服务平台官网控制台上提供的工具，使用腾讯云内公共服务资源、通过公网进行迁移，对于部分迁移项目有以下

情况及说明：

工具箱采用 Docker 镜像方式提供，可以通过镜像仓库拉取或直接下载镜像包到本地。

Docker 镜像准备就绪后，运行 Docker 命令启动镜像，因迁移项目全周期时间跨度较大，运行在 Docker 中的迁移工

具所产生的数据（任务信息、状态、报告、日志等）可能因容器的销毁、升级等操作而无法长期保持，因此建议利用本地目

录作为数据持久化存储。例如：

概述

公共资源的迁移性能不满足项目要求。

迁移项目本身已有专线的情况下通过公网迁移的效率和成本并非最优。

说明

为便于具备专线或希望通过自有资源提升迁移效率的客户，MSP 迁移平台提供了可以本地化运行的迁云工具箱。

获取工具箱

镜像仓库：可以直接使用 docker pull  命令从镜像仓库拉取。

docker pull ccr.ccs.tencentyun.com/mspya/toolbox:latest

镜像下载地址：单击下载 工具箱 ，下载到本地后，通过 docker import  命令导入。

docker import xxxxxxxx.tar toolbox:xxxxx

启动工具箱

本地创建目录： /mspdata 。

启动时指定数据路径：

docker run -d -p 9091:8080 -v /mspdata:/data/run-data  ccr.ccs.tencentyun.com/mspya/toolbox:

https://tools-release-1256125716.cos.ap-shanghai.myqcloud.com/package/toolbox/toolbox.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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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Docker 启动后，在浏览器中输入 ip:9091 ，即可看到工具箱页面。 

可通过 docker inspect  命令查看版本号。 

将整个迁移过程按照不同阶段进行细化，在每一个具体的实施步骤中提供最佳实践和相应的工具。即使对迁云项目不熟悉，

也可以跟随迁云步骤的引导一步步完成迁云实施。

针对不同的迁移阶段和需要迁移的产品，提供了多种迁移工具以及迁移辅助工具，帮助提高项目迁移效率。

所有的迁移都需要从梳理“需要迁移哪些资源”开始，工具箱中提供了“资源扫描工具”能够快速扫描迁移源的资源信息，

并对扫描结果进行分析。大大缩减资源梳理工作量的同时，可以将分析的结果与迁移成本估算、进度规划等模块衔接，为迁

移过程提供更多的支持。

查看版本号

工具箱包含功能

迁云步骤和方案

迁云工具

资源分析

产品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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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友商云迁移到腾讯云，会面临同一类型产品名称不同、规格不同的困难。产品选型对照表将友商云与腾讯云常用对标产品

的名称/缩写以及具体的规格型号进行一一对应，解决迁移选型的困难。

针对迁移过程中最关键的割接环节，工具箱单独提供了最佳实践和割接工具，确保割接环节的安全和效率。

迁移割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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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工具离线版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2 13:38:48

资源扫描工具（离线版）供目前没有腾讯云账号的客户使用，下载工具本地执行。

如果云资源地域在境外，将扫描工具下载到境外节点进行扫描，可以减少因为网络问题造成的云厂商 API 调用失败。

下文将介绍如何使用资源扫描工具。

扫描工具工作需要指定云资源所在的云厂商名称, 资源所在地域 Region 和访问云资源的密钥对（AccessKeyID 和 

AccessKeySecret）。

下面以阿里云为例：

1. 确认资源所在地域，例如 cn-shanghai, cn-beijing

2. 获取云资源访问密钥

3. 登录 迁移服务平台控制台 。

4. 在迁移服务概览中，找到资源扫描工具（本地版），单击下载。

1. 解压扫描工具压缩包

解压后的目录结构如下

操作场景

准备工作

说明

 扫描工具不会对资源进行写操作，也可以直接使用主账号的访问密钥。 

登录 RAM 控制台。

选择人员管理 > 用户 > 新建用户。

勾选控制台密码登录和编程访问，之后填写用户账号信息。

保存生成的账号、密码、AccessKeyID 和 AccessKeySecret。

勾选用户登录名称，单击添加权限，授予子账号读权限。

操作步骤

tar xzvf mspcli.tar.gz

cd mspcli

mspcli

├── agent.conf

├── linux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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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辑配置文件

3. 执行扫描

扫描执行信息会打印到终端标准输出, 结束后，会在同级目录生成扫描报告。

│   └── msp

├── mac

│   └── msp

└── readme.txt

./agent.conf

UrpAgent

# 填写云厂商名称, 当前支持 aliyun 和 AWS'

Src = aliyun

# 填写访问密钥

SecretId = my-AccessKeyId

SecretKey = my-AccessKeySecret

# 需要扫描地域，多个地域以英文逗号隔开

Regions = cn-shanghai, cn-beijing

# 需要扫描的云资源，多个类型以英文逗号隔开，

# aliyun 支持的产品:

#   cvm,vpc,rds,clb,eip,sg,redis,nat,cos,es,

#   nas,acr,rabbitmq,rocketmq,kafka,mongodb,

#   ack,bh,cdn,dns,tsdb,waf,vpn,ddos,

#   polardb,emr,hbase,ram

Products = cvm, rds, es

[ ]

./linux/msp urp scan

2021-07-21T15:17:50.437+0800 INFO cmd/urp_scan.go:31 start urp scan

2021-07-21T15:17:50.439+0800 INFO offlineagent/agent.go:86 scan result to be added +  

.

2021-07-21T15:17:57.427+0800 INFO offlineagent/report.go:19 dump result JSON  to ur

2021-07-21T15:17:58.765+0800 INFO dump/dump.go:99 dump result xlsx  to urp_scan_2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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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有两份，分别是 urp_scan_xxx.json  和  urp_scan_xxx.xlsx 。 

xlsx 格式的表格是资源的统计数据，每种资源对应一个标签页，主要用于资源盘点。 

JSON 格式包含资源的配置详情。 

4. 其他说明

工具默认在当前目录查找配置文件 agent.conf , 如果想要手动指定配置文件，可以使用 --conf  参数，例如 

--conf=my.conf 。

工具的命令和子命令都提供了帮助选项, 使用 -h  或者 --help  查看，例如 msp urp scan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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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迁移批量辅助工具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20 00:06:54

对于需要迁移大量数据库的场景，为提高迁移期间操作 数据传输服务 DTS  的效率，MSP 提供了“数据库批量迁移辅助

工具”，帮助客户可以批量创建、启动、校验、结束任务。

Windows、Linux 和 macOS 系统。

1. 登录 迁移服务平台控制台 。

2. 在迁移服务概览中，找到数据库批量迁移辅助工具，单击下载。

解压工具包，解压并保存到某个目录，例如：

正确解压后的工具目录结构如下所示：

数据库批量迁移辅助工具使用任务列表来进行批量任务的操作，任务列表为纯文本文件，文件中的每一行代表一个迁移任务

记录，每条记录有28个字段，字段定义如下：

概述

使用环境

系统环境

步骤1：获取工具

步骤2：解压工具包

unzip batch-dts-cmd-1.1.3.zip && cd batch-dts-cmd

步骤3：工具目录结构

batch-dts-cmd

|— linux

|    ｜— batchDtsCmd    # Linux 版本工具执行文件

|— logs                 # 工具执行中生成的日志

|— mac

|    ｜— batchDtsCmd    # macOS 版本工具执行文件

|— windows

|    ｜— batchDtsCmd    # Windows 版本工具执行文件

|— miTask.txt           # 批量任务列表的示例文件

|— readme               # 工具使用说明

步骤4：准备批量任务列表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7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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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段

序

号

字段 填写内容

1
SrcDatab

aseType
源库类型 mysql、redis

2
SrcAcce

ssType

接入类型 extranet(外网)、CVM（CVM 自建实例）、dcg（专线接入的实例）、

vpncloud（云 VPN 接入的实例）、cdb（腾讯云数据库实例）、ccn（云联网实例）

3
UniqDcgI

d
专线网关 ID，无效可填写“-”

4 VpcId 私有网络 ID，无效可填写“-”

5 SubnetId 子网 ID，无效可填写“-”

6
MigrateT

ype
迁移类型：1（结构迁移）、2（全量迁移）、3（全量+增量迁移）。无效可填写“-”

7
MigrateO

bject
指定库表迁移：1（整个实例）、2（指定库表）。无效可填写“-”

8
DataBas

eInfo

库表，仅当 migrate_object=2 时生效，字符串类型，例

如：'[{"Database":"test","Table":["user","log"]}]'，如不使用“-”

9
Consiste

ncyType

检验，抽样数据一致性检测参数，1-未配置，2-全量检测，3-抽样检测，4-仅校验不一致

表，5-不检测。结构迁移和全量迁移，只能填5，无效可填写“-”

1

0

IsOverrid

eRoot

是否用源库 Root 账户覆盖目标库，值包括：0-不覆盖，1-覆盖，选择库表或者结构迁移

时应该为0

11

SelectRo

wsPerTa

ble

数据内容检测参数。表中选出用来数据对比的行，占表的总行数的百分比。取值范围是整数

[1-100]

1

2

TablesSe

lectAll

数据内容检测参数。迁移库表中，要进行数据内容检测的表，占所有表的百分比。取值范围

是整数[1-100]

1

3

TablesSe

lectCoun

t

数据数量检测，检测表行数是否一致。迁移库表中，要进行数据数量检测的表，占所有表的

百分比。取值范围是整数[1-100]

1

4

SrcRegio

n
源数据库对应区域（对应腾讯云侧区域），无效可填写“-”

1

5

SrcInsta

nceId
源实例 ID，无效可填写“-”

1 SrcUser 源数据库账号，无效可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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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网迁移阿里云 RDS 的配置文件示例：

数据库批量迁移辅助工具调用方式为：

6

1

7

SrcPass

word
源数据库密码，无效可填写“-”

1

8

SrcInsta

nceIp
源实例的 IP 地址，无效可填写“-”

1

9

SrcInsta

ncePort
源实例的端口，无效可填写“-”

2

0

UniqVpn

GwId
VPN 网关 ID，无效可填写“-”

2

1
CcnId 云联网 ID，无效可填写“-”

2

2

CvmInsta

nceId

CVM 实例短 ID，格式如：ins-olgl39y8，与云服务器控制台页面显示的实例 ID 相同。

如果是 CVM 自建实例，需要传递此字段，无效可填写“-”

2

3

SrcSuppl

ier
服务商 aliyun、others，无效可填写“-”

2

4

EngineV

ersion
数据库版本，当实例为 RDS 实例时才有效，格式如：5.6或者5.7，默认为5.6

2

5

DstRegio

n
迁移目标地域（腾讯云侧地域），无效可填写“-”

2

6

DstInsta

nceId
迁移目标实例 ID（腾讯云侧 CDB），无效可填写“-”

2

7

ReadOnl

y
目前只对 MySQL 有效。当为整实例迁移时，1-只读，0-可读写。

2

8

TaskNa

me
用户指定的任务名，可填写“-”时将由工具指定文件名

mysql||extranet||-||-||-||1||1||-||5||0||-||-||-||ap-shanghai||rm-bp15p360cw55n****||msptest||hlwFT

mysql||extranet||-||-||-||3||1||-||3||0||5||5||5||ap-shanghai||rm-bp15l4gmk981e****||msptest||hlw

mysql||extranet||-||-||-||3||2||[{"Database":"test","Table":["user","log"]}]||5||0||-||-||-||ap-shangha

步骤5：执行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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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类型 type 可选参数为：

命令行调用示例：

数据库批量迁移辅助工具的执行结果，请前往 数据传输服务 DTS  控制台查看。

batchDtsCmd -type <操作类型> -dst_secretId <腾讯云 secretid> -dst_secretKey <腾讯云 secretke

create：创建数据迁移任务。

check：创建校验迁移任务。

checkResult：获取迁移校验结果。

start：启动数据迁移任务。

finish：完成数据迁移任务。

delete：删除迁移任务。

查看工具版本号

# ./batchDtsCmd -v

批量创建迁移任务

# ./batchDtsCmd -type create -dst_secretId XXXXXXX -dst_secretKey XXXXXXX -src_ak XXXXXX

批量校验迁移任务

# ./batchDtsCmd -type check -dst_secretId XXXXXXX -dst_secretKey XXXXXXX -f batchJobid.201

批量获取迁移校验结果

# ./batchDtsCmd -type checkResult -dst_secretId XXXXXXX -dst_secretKey XXXXXXX -f batchJob

批量启动迁移任务

# ./batchDtsCmd -type start -dst_secretId XXXXXXX -dst_secretKey XXXXXXX -f batchJobid.2019

批量完成（停止）迁移任务

# ./batchDtsCmd -type finish -dst_secretId XXXXXXX -dst_secretKey XXXXXXX -f batchJobid.201

批量删除迁移任务

# ./batchDtsCmd -type delete -dst_secretId XXXXXXX -dst_secretKey XXXXXXX -f batchJobid.20

步骤6：执行结果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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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迁移割接工具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20 00:06:48

数据库迁移的不同阶段，客户需要对所有迁移库进行前置检查、迁移监控和割接判断。在数据库数量多、迁移时间窗口短的

情况下操作将较为复杂且存在风险。DB 割接工具内置了分阶段的检测功能，包括前置阶段的源库一致性（主从一致）、规

格和容量检测（以免目标库规格不匹配或容量不足）、关键参数检测（引擎版本、字符集、连接数、bufferpool等）；迁

移监控（同步延时、一致性、连接数）；割接检测（一致性、参与流量清理、库权限变更、迁移任务关闭）。通过图形化界

面和批量自动化检测，降低割接环节的人工检查工作量。

Windows、Linux 和 macOS 系统。

1. 登录 迁移服务平台控制台 。

2. 在迁移服务概览中，找到数据库迁移割接工具，单击下载。

解压工具包，正确解压后的工具目录结构如下所示：

确保服务器上具备可用的 docker 环境并执行如下命令：

概述

使用环境

系统环境

软件依赖

具开发语 基于 Go，运行工具需要寄主机具备以下条件：为了减少用户使用工具安装依赖的环节，割接工具以 

docker 镜像方式交付，则用户需要有 docker 环境。

用户使 中只需要 docker < verify1.0.tar（具体版本请求根据实际版本定）导入镜像即可。

步骤1：获取工具

步骤2：解压工具包

db-verify_vXxxx

| — verify_vX.x.x.tar      # 割接工具需要导入docker的镜像包

| — DB割接工具使用文档.pdf   # 当前版本的使用说明

| — 批量创建任务&导出任务详情模板.xlsx  # 用于批量操作的文件模板

步骤3：启动服务

# docker run -p 9090:8080 -it --rm database/dbverify:v2.0 bash

bash-4.2$

bash-4.2$ whereis nginx

nginx: /etc/nginx /usr/share/nginx /opt/rh/rh-nginx112/root/usr/sbin/nginx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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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 的寄主机8080端 通常情况下被占用，因此这里通过端口映射默认使用9090，容器运行后进入命令行，启动 

nginx 服务，并在 home 录执行命令 sh start.sh 。 

获取当前机器 IP，在浏览器输入 http://xxx.xxx.xxx.xxxx:9090/index.html ，进 工具控制台后即可创建任务，如下

图所示：

bash-4.2$ /opt/rh/rh-nginx112/root/usr/sbin/nginx

bash-4.2$ sh start.sh

注意

1. 创建任务时，需要确保待割接数据库可通过容器环境访问，否则会出现无法联通而导致创建失败。

2. 任务创建成功后，工具不会自动检测一致性，需要单击“校验”按钮进行一致性校验。

3. 清除数据库连接时，部分友商数据库的系统账号连接无法关闭，如确认残留连接为系统账号忽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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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迁移校验工具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20 00:06:44

客户完成 Hive 文件数据迁移后需要确认迁移是否完整，校验工具以 jar 包的形式提供针对迁移源数据和目的数据的多维度

的校验，判断迁移前后数据是否一致。

Windows、Linux 和 macOS 系统。

1. 登录 迁移服务平台控制台 。

2. 在迁移服务概览中，找到大数据迁移校验工具，单击下载。

解压并保存到某个目录，例如：

1. Java 虚拟机的运行参数 

请根据实际迁移文件数量和机器的资源进行指定，否则默认配置，具体例子设置如下：

2. 校验模式

目前支持指定格式的校验方式有三种，通过 -m 参数指定：

概述

使用环境

系统环境

软件依赖

Java Platform（JDK）版本1.8以上。

安装 Hadoop 环境。

步骤1：获取工具

步骤2：解压缩工具包

unzip hive-verify-3.0.1.zip && cd hive-verify

步骤3：使用工具

java -Xms???m -Xmx ????m -XX:PermSize=????m -XX:MaxPermSize=???m -XX:MaxNewSize=

-XX:NewRatio=??? -XX:SurvivorRatio=???

-jar hive-check.jar

校验方式
命令参数

（-m）
校验内容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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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目录校验

单目录校验示例1：指定文件格式校验

单目录校验示例2：自动识别文件格式校验

4. 批量校验

HDFS 基本信

息校验

hive-

base

基于 HDFS 文件总长度、文件空间大小以及包含的副本块数对比校验

ORC 文件中元

数据文件内容

信息校验

hive-

orc-

content

基于 ORC 文件结构中列块、行块、每个 ORC 文件的起始偏移量、Footer 中

使用压缩方式、统计信息、Stripe 中的所有信息以及每条 Column 中的属性字

段等对比校验

PARQUET 

元数据文件内

容信息校验

hive-

parquet

-

content

基于 PARQUET 文件结构中列块行、组、页大小、每页起始偏移量、每行数据

起始偏移量、表 scheme 结构定义以及文件创建使用的 API 库等详细信息进行

对比

java -jar hive-check.jar 

  -src 源数据目录/源数据文件具体路径；注：source&target 库(/表)(/分区)要求一致

  -tgt 迁移目的数据数据库目录/目的具体文件绝对路径；注：source&target 库(/表)(/分区)要求一致

  -log 对比差异输出文件（若没有该文件会自行创建，无需手动创建，若不传默认输出当前目录difference

  -m  校验方式（如果是自动识别，可以不传；指定校验方式的话，请参考下表格中的支持校验方式,如果不

  -checkacl 对文件的权限进行检测(不传则不进行权限校验)

java -jar hive-check.jar

 -src hdfs://host:9000/user/hive/warehouse/raw.db/

 -tgt hdfs://remote-host:9000/user/hive/warehouse/targe.db/

 -log hive-orc-content-diff.log

 -m hive-orc-content  

 -checkacl

java -jar hive-check.jar

 -checkacl

 -src hdfs://host:9000/user/hive/warehouse/raw.db/

 -tgt hdfs://remote-host:9000/user/hive/warehouse/targe.db/

 -log hive-orc-content-diff.log

java -jar hive-check.jar 

 -plist：批量文件目录，具体文件内容格式请参考下述的表格，若格式不符合，将无法读取；注意：sourc

 -log：对比差异输出文件（若没有该文件会自行创建，无需手动创建，若不传默认输出 difference.log）

 -m：校验方式（若自动识别，可以不传；指定校验方式的话，请参考下表格中的支持校验方式；若不传默

 -t：并发线程数（如果不指定，该参数可以不传，默认异步线程256个）

 -checkacl：对文件的权限进行检测（不传则不进行权限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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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文件中，每一行是一个校验的源和目标记录。源目录和目的目录之间支持英文符号 , 和 ; 以及以一个 tab 三种方

式作分割，即“ \t ”；示例如下：

批量校验示例1：指定文件格式校验

批量校验示例2：自动识别文件格式校验

对比校验过程中需要网络请求远程文件，因此性能主要在于寄主机的带宽，而对于性能要求高的场景，需要将校验文件拆成

多批，多台服务节点并行分配校验。

 在带宽理想的情况下，可适当增加启动内存，保证文件读内存时，不会因 Jvm 发生 GC 而影响性能，至于回收器方式，

请启动时自行选择。

 文件校验中将读入内存一次性操作，不存在持久对象，则可考虑适当增加年轻代的堆大小，建议比例8:2（G1回收不适

用）。

 在批量情况下，该版本开放了批量目录任务调度的异步线程数，仅对于批量目录情况下，可指定异步执行各目录的线程

数。由于工具在校验完成即关闭进程，并考虑到占用资源的临时性，传入的线程数就是异步线程池的核心线程数也是最大线

程数。

 针对单个目录下的文件异步执行的线程数目前仍是工具默认，考虑到服务的默认线程数在1500个左右以及存在混合部署的

进程，因此目前处理目录下的文件对比最大备用异步线程数是300。

hdfs://host:9000/user/hive/warehouse/source.db0;hdfs://host:9000/user/hive/warehouse/targ

hdfs://host:9000/user/hive/warehouse/source.db1;hdfs://host:9000/user/hive/warehouse/targ

hdfs://host:9000/user/hive/warehouse/source.db2,hdfs://host:9000/user/hive/warehouse/targ

java -jar hive-check.jar

 -plist filePath.txt (文件格式最好是 txt 或 log，避免因为格式而出现解析出错)

 -log hive-orc-content-diff.log

 -m hive-orc-content 

 -t 300（指定线程数300）

 -checkacl

java -jar hive-check.jar

 -plist filePath.txt (文件格式最好是 txt 或 log，避免因为格式而出现解析出错)

 -log hive-orc-content-diff.log

 -checkacl

工具性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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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迁移工具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1 11:30:10

ES 迁移过程中，需要对源集群进行快照、数据传输、目标机群快照恢复等多步操作，在数据量大、迁移时间窗口短的情况

下操作繁琐并且易出错。ES 迁移工具基于快照和对象存储，能够快速完成全流程的操作，提高迁移效率和安全性。

Windows、Linux 和 macOS 系统。

1. 登录 迁移服务平台控制台 。

2. 在迁移服务概览中，找到 ES 迁移工具，单击下载。

解压工具包，正确解压后的工具目录结构如下所示：

执行如下命令，迁移数据。

概述

使用环境

系统环境

步骤1：获取工具

步骤2：解压工具包

migration-kit

    | - linux

    | - mac

    | - windows

    | — config.yaml      # 迁移工具配置文件

步骤3：迁移数据

./migration-kit es --help

./migration-kit es all -c config.yaml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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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C 基准性能压测工具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20 00:06:39

1. 获取镜像。

镜像下载地址： 镜像地址

2.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不同操作进行导入：

1. 获取镜像。

镜像下载地址： 镜像地址

2. 将已获取的镜像上传到 OSS 桶中，并导入镜像。具体操作可参见 阿里云文档 。

通过镜像创建实例后，使用浏览器直接访问8081端口，即可进入测试工具界面。

1. 进入主机测试界面，单击添加测试项。

步骤1：导入镜像

腾讯云导入镜像

使用迁移服务平台（Migration Service Platform，MSP）将已获取的镜像迁移到对象存储（Cloud Object 

Storage，COS）bucket 中。

自行将已获取的镜像上传到 bucket，并导入镜像。具体操作可参见 导入镜像  文档。

阿里云导入镜像

步骤2：通过镜像创建服务器

如果测试云主机性能，创建需要测试对应规格的云服务器。

如果测试数据库性能，建议创建高于数据库实例规格的云服务器（例如数据库规格4核8G，建议测试服务器4核或8

核），确保压力机性能高于被测实例。

步骤3：测试

https://tool-release-1305426035.cos.ap-shanghai.myqcloud.com/benchtool-img-latest.raw
https://tool-release.oss-cn-shanghai.aliyuncs.com/benchtoolimg_m-uf6bf66km21460pwjcj5_system.raw.tar.gz
https://help.aliyun.com/?spm=5176.19720258.J_3207526240.32.e9392c4awzPjR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945#.E5.AF.BC.E5.85.A5.E6.AD.A5.E9.AA.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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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弹出的窗口中，单击“测试项”下拉菜单，选择需要测试的项目（如需测试多个项目，可多次添加不同的测试项，同

一个测试项也可以使用不同的测试参数添加多次）。

3. 根据实际需要，调整测试参数，单击确定。

4. 待需要测试的项目添加完成后，确认测试项信息，单击启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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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结果查询，查看测试任务的状态。

您可以对测试任务进行如下操作：

单击测试组ID，查看该测试组（包含多个测试项的任务）详情。 

单击查看日志，查看测试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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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产品（Redis、MySQL、CBS）测试均与主机测试方式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