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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 Flink 

关于 Flink 基础知识

使用 Flink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分享内容



业务需求及痛点

• ⽇志的量⽐较⼤, 每⼩时⽇志在百 G 左右

• 单机处理, 速度慢, 扩容不⽅便

• 代码抽象程度低, 对时间排序, 字段统计等

需求重复编码

• 流程复杂, 数据需要在多个服务间流转

采集日志

处理日志

输出结果



1. OLTP, Online Transaction Processing. 

OLTP 数据库最大的特点是支持事务, 增删

查改等功能强大, 适合需要被频繁修改的"

热数据".

2. OLAP, 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 数

据分析为主. 不支持事务, 或对事务的支持

有限. 

3. NewSQL. ClickHouse, TiDB 等

小结：日志数据有什么特点? 

方案1: 我们需要一个数据库吗?



日志数据的特点: 

数据库存储的数据都是二维的, 有行和列

两个维度，但是日志只有行一个维度

MapReduce 没有落地的原因:

• 机器资源

• 存储分离是趋势

小结：计算引擎 + 云上部署

方案2: Hadoop 生态圈



存在较多问题

• 提交任务: Restful API 接口

• Web 控制台: 容器的虚拟 IP

方案3: Spark 



Flink Web UI



日志数据特点 可调用资源 系统可观察性
和维护性

小结：为什么选择 Flink 



Flink 相关知识介绍

Flink 组件栈 JobManager 和 TaskManager Flink 提交任务 Flink 部署



Flink 组件栈



流处理和批处理在 API 层是
分开的；在 Flink 1.12.0 中, 
API 层开始合并

Table 等 API 不稳定, bug 
多, 很多功能尚未实现

实现了
UpyunStoreOutputFormat 
等功能, 上传到又拍云存储

Flink 组件栈



JobManager 和 TaskManager 

   



Flink 部署



 Standalone 模式下，Master 和 TaskManager 可以运

行在同一台机器或者不同的机器上。

 Master 进程中，Standalone ResourceManager 的作

用是对资源进行管理。当用户通过 Flink Cluster Client 

将 JobGraph 提交给 Master 时，JobGraph 先经过 

Dispatcher。

 当 Dispatcher 收到请求，生成 JobManager。接着 

JobManager 进程向 Standalone ResourceManager 

申请资源，最终再启动 TaskManager。

 TaskManager 启动后，经历注册后 JobManager 将具

体的 Task 任务分发给 TaskManager 去执行。

Standalone on Docker 模式



Flink 提供丰富的客户端操作提交任务和与任务进

行交互，包括 Flink 命令行，Scala Shell，SQL 

Client，Restful API 和 Web

最重要的是命令行，其次是 SQL Client 用于提交 

SQL 任务的运行，以及 Scala Shell 提交 Table 

API 的任务

还提供 Restful 服务，可以通过 http 方式进行调

用。此外，还有 Web 的方式可以提交任务。

Flink 提交任务



批处理场景下的网络问题



java.util.concurrent.TimeoutException: Heartbeat of TaskManager with id 
0baf4590112de86da3d4dddb8943850c timed out.

Connection reset by peer



批处理场景下的网络问题

   

缓解网络问题

• 调大网络容错性, 也就是配置参数中 timeout 相关的部分
• 开启压缩
• 利用缓存, 如 

`taskmanager.memory.network.fraction` 等
• 减少单个 task manager 下 task slots 的数量

Connection reset by peer

• 不要有异构网络环境（尽量不要跨机房访问）
• 云服务商的机器配置网卡多队列 (将实例中的网络中断分

散给不同的CPU处理，从而提升性能)
• 选取云服务商提供的高性能网络插件：例如阿里云的 

Terway
• Host network，绕开 K8s 的虚拟化网络（需要一定的开

发量）Flink on K8s 实践经验总结：我们都踩过哪些坑？



资源浪费的问题



job 卡死



引入 Flink 带来的收益

Flink

存储任务管理



以 Standalone on Docker 部署的 Flink,  进行百G 以上的批处理

任务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这不是 Flink 的典型应用场景, 很多配置也做不到 “开箱即用”, 

需要经验去调优

但是目前 Flink 的发展方向是 “流批一体化”, 所以对 Flink 今后

的发展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总结



关注又拍云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干货！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