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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Mirror-yum是一款基于EulerOS的数据同步工具，它的主要功能是将UDS中的元数据下
载到本地服务器，同时也为OBS维护人员提供将本地服务器数据上传到UDS功能。

说明

l UDS：是Universal Distributed Storage简称，中文解释统一分布式存储。

l OBS：是object storage service简称，中文解释对象存储服务。

l 桶： 桶（Bucket）是对OBS中的一个存储空间的形象称呼，是存储对象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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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

1. 创建含有yum公共仓库地址的repo文件，利用vi命令在/etc/yum.repos.d/目录配置
EulerOS-base.repo文件添加如下信息：
[base]
name=EulerOS-2.0SP2 base
baseurl=http://developer.huawei.com/ict/site-euleros/euleros/repo/yum/2.2/os/x86_64/
enabled=1
gpgcheck=1
gpgkey=http://developer.huawei.com/ict/site-euleros/euleros/repo/yum/2.2/os/RPM-GPG-
KEYEulerOS

2. 配置完repo文件需要清空cache中原有的yum源信息，并生成新的yum信息，命令如
下：
yum clean all
yum makecache

3. 生成新的yum源信息后，利用如下命令安装mirror-yum工具：
yum install mirror-yum

若打印信息如下，表示mirror-yum软件安装成功：

Resolving Dependencies
--> Running transaction check
---> Package mirror-yum.noarch 0:1.0.0-3 will be installed
--> Finished Dependency Resolution

Dependencies Resolved

===================================================================
 Package      Arch           Version           Repository           Size
===================================================================
Installing:
 mirror-yum   noarch          1.0.0-3           est1                4.8 k

Transaction Summary
===================================================================
Install  1 Package

Total download size: 4.8 k
Installed size: 2.7 k
Is this ok [y/d/N]: y
Downloading packages:
Running transaction check
Running transaction test
Transaction test succeeded
Running transaction
  Installing : mirror-
yum-1.0.0-3.noarch                                                          1/1 
  Verifying  : mirror-
yum-1.0.0-3.noarch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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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lled:
  mirror-yum.noarch 
0:1.0.0-3                                                                         

Comp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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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配置

Mirror-yum工具使用前需要调用一些环境变量，这些变量需用户通过命令直接输入系
统，可配置环境变量信息如表 1所示：

表 3-1 环境变量配置

环境变量 注释

export UDS_AK= UDS访问密钥ID

export UDS_SK= UDS访问密钥

export UDS_BKT_NAME= UDS桶名称

export HOST_URL= UDS主机服务地址

export RSYNC_UP_DELETE=1 同步数据到UDS是否删除与本地无关数
据

0：否

1：是（默认）

export RSYNC_DOWN_DELETE=1 同步数据到本地是否删除与UDS无关数
据

0：否

1：是（默认）

export UDS_TMP_MNT=/mnt/uds-mnt 本地挂载点UDS，默认为/mnt/uds-mnt

export UDS_DOWN_SYNC=0 是否同步UDS数据到本地

0：否

1：是（默认）

export UDS_UP_SYNC=1 是否同步本地数据到UDS
0：否（默认）

1：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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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无任何环境变量输入情况下直接启动mirror-yum工具，默认以镜像同步方式，将华为公共yum仓
库中的全部数据同步到本地。

所有环境变量输入系统，且未同步数据时不能断开连接，否则环境配置失效。建议经常同步数据
且有固定UDS的用户可将环境变量保存在/etc/profile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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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操作说明

4.1 下载数据

4.2 上传数据

4.1 下载数据
将UDS数据向本地服务器同步只需配置UDS桶名和UDS主机服务地址信息的环境变
量，环境变量配置完成后，启动mirror-yum工具，命令如下：

mirror-yum /home/EulerOS

说明

“/home/EulerOS/”为本地存放数据目录示例，用户可自行配置。

以UDS桶euleros-yum-data为数据源，/home/EulerOS为存放数据目录同步数据示例步骤
如下：

1. 配置环境变量，结果打印如下：
[root@repo4 ~]# export UDS_BKT_NAME=euleros-yum-data
[root@repo4 ~]# export HOST_URL=10.107.193.157:5080

2. 查看UDS桶euleros-yum-data数据，如图4-1所示：

图 4-1 查看桶数据

3. 同步数据，显示打印结果如下，：
[root@repo4 ~]# ll /home/EulerOS/
total 0
[root@repo4 ~]# mirror-yum /home/EulerOS/
local repo path is /home/EulerOS/
 
sending incremental file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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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ps1
717 100%    0.00kB/s    0:00:00 (xfer#1, to-check=0/2)

sent 801 bytes  received 31 bytes  1664.00 bytes/sec
total size is 717  speedup is 0.86
sending incremental file list

sent 41 bytes  received 12 bytes  106.00 bytes/sec
total size is 717  speedup is 13.53
[root@repo4 ~]# ll /home/EulerOS/
total 4
----------. 1 root root 717 Apr 19 10:25 test.ps1

从上述打印信息可以看出/home/EulerOS/目录在同步数据前为空，同步数据后/
home/EulerOS/目录下同euleros-yum-data桶数据相同，表示数据同步成功。

4.2 上传数据
将本地服务器数据向UDS同步，需配置UDS桶名、UDS地址、AK和SK等环境变量信
息，并且需配置数据同步方向，完成后启动mirror-yum工具，命令如下：

mirror-yum /home/EulerOS

说明

“/home/EulerOS/”为本地存放数据目录示例，用户可自行配置。

以/home/EulerOS目录为数据源，euleros-yum-data桶为数据存放地址同步数据示例步骤
如下：

1. 配置环境变量，显示打印结果如下：
[root@repo4 ~]# export UDS_AK=AAAAAA  #请根据实际情况配置密钥ID

[root@repo4 ~]# export UDS_SK=BBBBBB  #请根据实际情况配置密钥

[root@repo4 ~]# export UDS_BKT_NAME=euleros-yum-data
[root@repo4 ~]# export HOST_URL=10.107.193.157:5080
[root@repo4 ~]# export UDS_DOWN_SYNC=0
[root@repo4 ~]# export UDS_UP_SYNC=1

2. 查看UDS桶euleros-yum-data数据，如图4-2所示：

图 4-2 查看桶数据

3. 同步数据，显示打印结果如下：
[root@repo4 ~]# ll /home/EulerOS/
total 16
-rw-------. 1 root root   4 Apr 19 14:25 test1.ps
-rw-------. 1 root root   5 Apr 19 14:25 test2.ps
-rw-------. 1 root root   8 Apr 19 14:25 test3.ps
----------. 1 root root 717 Apr 19 10:25 test.ps1
[root@repo4 ~]# mirror-yum /home/EulerOS/
local repo path is /home/EulerOS/
 
sending incremental file list
test.ps1
         717 100%    0.00kB/s    0:00:00 (xfer#1, to-check=3/5)
test1.ps

EulerOS V2.0SP2 Mirror-yum 工具使用指导 4 操作说明

文档版本 01 (2019-08-12)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7



           4 100%    3.91kB/s    0:00:00 (xfer#2, to-check=2/5)
test2.ps
           5 100%    4.88kB/s    0:00:00 (xfer#3, to-check=1/5)
test3.ps
           8 100%    7.81kB/s    0:00:00 (xfer#4, to-check=0/5)

sent 997 bytes  received 88 bytes  310.00 bytes/sec
total size is 734  speedup is 0.68
sending incremental file list

sent 91 bytes  received 12 bytes  206.00 bytes/sec
total size is 734  speedup is 7.13

4. 查看UDS桶euleros-yum-data数据，如图4-3所示：

图 4-3 同步后的桶数据

从上述打印信息和图中可以看到euleros-yum-data桶在同步数据前只有一个文件，
同步数据后/euleros-yum-data桶内同/home/EulerOS/目录数据相同，表示数据同步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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