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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Amazon EMR on EKS？
Amazon EMR on EKS 为 Amazon EMR 提供了部署选项，可让您在 Amazon Elastic Kubernetes 
Service（Amazon EKS）上运行开源大数据框架。借助此部署选项，您可以专注于运行分析工作负载，同时 
Amazon EMR on EKS 为开源应用程序构建、配置和管理容器。

如果您已经使用 Amazon EMR，您现在可以在同一 Amazon EKS 集群上使用其它类型的应用程序来运行基
于 Amazon EMR 的应用程序。此部署选项还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并简化了跨多个可用区的基础设施管理。
如果您已在 Amazon EKS 上运行大数据框架，您现在可以使用 Amazon EMR 自动调配和管理，并更快地运
行 Apache Spark。

Amazon EMR on EKS 可让您的团队更加高效地协作，并以更轻松、经济实惠的方式来处理海量数据：

• 您可以在公共资源池上运行应用程序，而无需预置基础设施。您可以使用 Amazon EMR Studio 和 
Amazon SDK 或 Amazon CLI 来开发、提交及诊断在 EKS 集群上运行的分析应用程序。您可以使用自行
托管式 Apache Airflow 或 Amazon Managed Workflows for Apache Airflow（MWAA），在 Amazon EMR 
on EKS 上运行计划任务。

• 基础设施团队可以集中管理通用计算平台，将 Amazon EMR 工作负载与其它基于容器的应用程序整合起
来。您可以使用常用 Amazon EKS 工具简化基础设施管理，并利用共享集群来处理需要不同版本开源框架
的工作负载。您还可以通过自动化 Kubernetes 集群管理和操作系统修补来减少运营开销。使用 Amazon 
EC2 和 Amazon Fargate，您可以启用多个计算资源来满足性能、运营或财务方面的要求。

下图展示了 Amazon EMR 的两种不同的部署模型。

主题
• 架构 (p. 2)
• 概念 (p. 2)
• 这些组件如何协同工作 (p.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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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

架构
Amazon EMR on EKS 会松散地将应用程序与它们运行的基础设施结合起来。每个基础设施层都为后续层提
供编排。向 Amazon EMR 提交任务时，您的任务定义将包含其所有特定于应用程序的参数。Amazon EMR 
使用这些参数指示 Amazon EKS 要部署哪些 Pod 和容器。然后，Amazon EKS 将从 Amazon EC2 带来在线
的计算资源，并请求 Amazon Fargate 运行任务。

通过这种松散的服务耦合，您可以同时运行多个安全隔离任务。您还可以使用不同的计算后端对同一任务进
行基准测试，或将您的任务分布到多个可用区，以提高可用性。

下图说明了 Amazon EMR on EKS 如何与其它Amazon服务结合使用。

概念
Kubernetes 命名空间
Amazon EKS 使用 Kubernetes 命名空间在多位用户和多个应用程序之间划分集群资源。这些命名空间是多
租户环境的基础。Kubernetes 命名空间可以使用 Amazon EC2 或 Amazon Fargate 作为计算提供程序。这
种灵活度为您提供了不同的性能和成本选项，供您运行任务。

虚拟集群
虚拟集群是 Amazon EMR 注册的 Kubernetes 命名空间。Amazon EMR 使用虚拟集群运行任务和主机终端
节点。同一个物理集群可以支持多个虚拟集群。但是，每个虚拟集群都映射到 EKS 集群上的命名空间。虚拟
集群不会创建任何可增加您账单的活动资源，以及需要在服务之外进行生命周期管理的活动资源。

任务运行
任务运行是指您提交给 Amazon EMR on EKS 的工作单位，例如 Spark jar、PySpark 脚本或 SparkSQL 查
询。一个任务可以有多个任务运行。提交任务运行时，需要包括以下信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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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EMR 容器

• 任务运行时所在的虚拟集群。
• 用来标识任务的任务名称。
• 执行角色 – 一种范围限定 IAM 角色，可运行任务并允许您指定任务可以访问哪些资源。
• Amazon EMR 发行版标注，可指定要使用的开源应用程序版本。
• 提交任务时要使用的构件，例如 spark-submit 参数。

默认情况下，日志将上载到 Spark 历史记录服务器，并可通过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
访问。您还可以将事件日志、执行日志和指标推送到 Amazon S3 和 Amazon CloudWatch。

Amazon EMR 容器
Amazon EMR 容器是在 Amazon EMR on EKS 的 API 名称。以下情况使用 emr-containers 前缀：

• 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的 CLI 命令中的前缀。例如：aws emr-containers start-job-run。
• 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的 IAM 策略操作之前的前缀。例如："Action": [ "emr-
containers:StartJobRun"]。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的策略操作。

• 在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中使用的前缀。例如：emr-containers.us-
east-1.amazonaws.com。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这些组件如何协同工作
以下步骤和图说明了 Amazon EMR on EKS 工作流：

• 使用现有的 Amazon EKS 集群，或通过使用 eksctl 命令行实用程序或 Amazon EKS 控制台来创建 
Amazon EKS 集群。

• 通过在 EKS 集群上使用命名空间注册 Amazon EMR 来创建虚拟集群。
• 使用 Amazon CLI 或 SDK 将您的任务提交到虚拟集群。

使用 Kubernetes 命名空间在 Amazon EKS 上注册 Amazon EMR，以此创建虚拟集群。然后，Amazon 
EMR 可以在该命名空间上运行分析工作负载。当您使用 Amazon EMR on EKS 将 Spark 提交提交到虚拟集
群时，Amazon EMR on EKS 会请求 Amazon EKS 上的 Kubernetes 计划程序来安排 Pod。

对于您运行的每个任务，Amazon EMR on EKS 会创建包含 Amazon Linux 2 基础镜像、Apache Spark 和相
关依赖项的容器。每个任务都在下载容器的 Pod 中运行，并开始运行 Pod。任务终止后，Pod 也会终止。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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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容器的镜像之前已部署到节点，则会使用缓存镜像并绕过下载。日志或指标转发服务器等 Sidecar 容器可
部署到 Pod 中。任务终止后，您仍可以使用 Amazon EMR 控制台中的 Spark 应用程序 UI 对其进行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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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要开始设置 Amazon EMR on EKS，请完成以下任务。如果您已注册了 Amazon Web Services（Amazon）
并且一直在使用 Amazon EKS，您几乎已准备好使用 Amazon EMR on EKS 了。如果您已完成以下任何步
骤，可以跳过这些步骤并继续执行下一步。

Note

您也可以按照 Amazon EMR on EKS 研讨会中的说明来设置所有必要的资源，以便在 EKS 上在 
Amazon EMR on EKS 上运行 Spark 任务。研讨会还通过使用 CloudFormation 模板来创建您入门
所需的资源来实现自动化。有关其他模板和最佳实践，请参阅《EMR 容器最佳实践指南》（EMR 
容器最佳实践指南） GitHub。

1. 安装 Amazon CLI (p. 5)
2. 安装 eksctl (p. 7)
3. 设置 Amazon EKS 集群 (p. 8)
4. 启用 Amazon EMR on EKS 的集群访问 (p. 11)
5. 在 EKS 集群上为服务账户（IRSA）启用 IAM 角色 (p. 14)
6. 创建任务执行角色 (p. 15)
7. 更新任务执行角色的信任策略 (p. 16)
8. 授予用户访问 Amazon EMR on EKS 的权限 (p. 16)
9. 通过 Amazon EMR 注册 Amazon EKS 集群 (p. 19)

安装 Amazon CLI
您可以安装适用于 macOS、Linux 或 Windows 的 Amazon CLI 最新版本。

Important

要设置 Amazon EMR on EKS，您必须已安装 Amazon CLI 的最新版本。

要安装或更新适用于 macOS 的 Amazon CLI
1. 如果您当前已安装 Amazon CLI，请确定您已安装的版本。

aws --version

2. 如果您使用早期版本的 Amazon CLI，然后使用以下命令来安装最新的 Amazon CLI 版本 2。有关其它
安装选项或要升级当前安装的版本 2，请参阅在 macOS 上升级 Amazon CLI 版本 2。

curl "https://awscli.amazonaws.com/AWSCLIV2.pkg" -o "AWSCLIV2.pkg"
sudo installer -pkg AWSCLIV2.pkg -target /

如果无法使用 Amazon CLI 版本 2，请确保使用以下命令安装了 Amazon CLI 版本 1 的最新版本。

pip3 install awscli --upgrade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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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安装或更新 Linux 的 Amazon CLI
1. 如果您当前已安装 Amazon CLI，请确定您已安装的版本。

aws --version

2. 如果您使用早期版本的 Amazon CLI，然后使用以下命令来安装最新的 Amazon CLI 版本 2。有关其它
安装选项或要升级当前安装的版本 2，请参阅在 Linux 上升级 Amazon CLI 版本 2。

curl "https://awscli.amazonaws.com/awscli-exe-linux-x86_64.zip" -o "awscliv2.zip"
unzip awscliv2.zip
sudo ./aws/install

如果无法使用 Amazon CLI 版本 2，请确保使用以下命令安装了 Amazon CLI 版本 1 的最新版本。

pip3 install --upgrade --user awscli

要安装或更新适用于 Windows 的 Amazon CLI
1. 如果您当前已安装 Amazon CLI，请确定您已安装的版本。

aws --version

2. 如果您使用早期版本的 Amazon CLI，然后使用以下命令来安装最新的 Amazon CLI 版本 2。有关其它
安装选项或要升级当前安装的版本 2，请参阅在 Windows 上升级 Amazon CLI 版本 2。

1. 下载适用于 Windows（64 位）（64 位）AWSCLIV的Amazon CLI MSI 安装程序（6 4 位 https://
awscli.amazonaws.com/ 2.msi

2. 运行下载的 MSI 安装程序并按照屏幕上的说明操作。默认情况下，Amazon CLI 将安装到 C:
\Program Files\Amazon\AWSCLIV2。

如果无法使用 Amazon CLI 版本 2，请确保使用以下命令安装了 Amazon CLI 版本 1 的最新版本。

pip3 install --user --upgrade awscli

配置 Amazon CLI凭证
eksctl 和 Amazon CLI 均要求您在环境中配置Amazon凭证。对于一般用途，aws configure 命令是设置 
Amazon CLI 安装的最快方法。

$ aws configure
Amazon Access Key ID [None]: <AKIAIOSFODNN7EXAMPLE>
Amazon Secret Access Key [None]: <wJalrXUtnFEMI/K7MDENG/bPxRfiCYEXAMPLEKEY>
Default region name [None]: <region-code>
Default output format [None]: <json>

键入该命令时，Amazon CLI 会提示您输入四条信息：访问密钥、秘密访问密钥、Amazon区域和输出格式。
此信息存储在名为 default 的配置文件（一个设置集合）中。除非您指定另一个命令，否则在运行命令时
使用此配置文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Command Line Interface 用户指南》中的配置 Amazon 
C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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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eksctl
您需要在 macOS、Linux 或 Windows 上安装最新版本的 eksctl 命令行实用程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s://eksctl.io/。

Important

要设置 Amazon EMR on EKS，您必须具有 eksctl 0.34.0 版本或更高版本。

使用 Homebrew 在 macOS 上安装或升级 eksctl
开始使用 Amazon EKS 和 macOS 的最简单方式是安装 eksctl 与 Homebrew。eksctl Homebrew 配方安装 
eksctl 和 Amazon EKS 所需的其它任何依赖项，如 kubectl。配方还会安装使用 aws-iam-authenticator，如
果您没有安装Amazon CLI版本 1.16.156 或更高版本，则这是必需的。

1. 如果您尚未在 macOS 上安装 Homebrew，请使用以下命令安装它。

/bin/bash -c "$(curl -fsSL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Homebrew/install/master/
install.sh)"

2. 安装 Weaveworks Homebrew tap。

brew tap weaveworks/tap

3. 1. 安装或升级 eksctl。
• 使用以下命令安装 eksctl。

brew install weaveworks/tap/eksctl

• 如果已安装 eksctl，请运行以下命令进行升级。

brew upgrade eksctl & brew link --overwrite eksctl

2. 使用以下命令测试您的安装是否成功。您必须使用 eksctl 0.34.0 版本或更高版本。

eksctl version

使用 curl 在 Linux 上安装或升级 eksctl
1. 使用以下命令下载并提取最新版本的 eksctl。

curl --silent --location "https://github.com/weaveworks/eksctl/releases/latest/
download/eksctl_$(uname -s)_amd64.tar.gz" | tar xz -C /tmp

2. 将提取的二进制文件移动到 /usr/local/bin。

sudo mv /tmp/eksctl /usr/local/bin

3. 使用以下命令测试您的安装是否成功。您必须使用 eksctl 0.34.0 版本或更高版本。

eksctl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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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hocolatey 在 Windows 上安装或升级 eksctl
1. 如果您尚未在 Windows 系统上安装 Chocolatey，请参阅安装 Chocolatey。
2. 安装或升级 eksctl。

• 使用以下命令安装二进制文件。

chocolatey install -y eksctl

• 如果已安装，请运行以下命令进行升级：

chocolatey upgrade -y eksctl

3. 使用以下命令测试您的安装是否成功。您必须使用 eksctl 0.34.0 版本或更高版本。

eksctl version

设置 Amazon EKS 集群
Amazon EKS 是一项托管式服务，可让您在Amazon上轻松运行 Kubernetes，而无需安装、操作和维护您
自己的 Kubernetes 控制层面和节点。按照下方所述的步骤创建具有 Amazon EKS 节点的新 Kubernetes 集
群。

先决条件
在创建 Amazon EKS 集群之前，应遵循所有 Amazon EKS VPC 和子网要求和注意事项，以确保 Amazon 
EKS 集群的设置和运行正确。

您必须安装和配置创建和管理 Amazon EKS 集群所需要的以下工具和资源：

• 最新版本的 Amazon CLI。
• kubectl 版本 1.20 或更高版本。
• 最新版本的 eksctl。

有关更多信息安装 Amazon CLI (p. 5)，请参阅安装kubectl和安装 eksctl (p. 7)。

使用 eksctl 创建 Amazon EKS 集群
请按照以下步骤使用 eksctl 创建 Amazon EKS 集群。

Important

要快速入门，您可以使用默认设置创建 EKS 集群和节点。但是，对于生产用途，我们建议您自定
义集群和节点的设置，以满足您的特定要求。有关所有设置和选项的列表，请运行命令 eksctl 
create cluster -h。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eksctl 文档中的创建和管理集群。

1. 创建 Amazon EC2 密钥对。

如果您没有现有密钥对，则可以运行以下命令以创建新的密钥对。用您要创建集群的区域来替换 us-
west-2。

aws ec2 create-key-pair --region us-west-2 --key-name myKey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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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返回的输出保存在本地计算机上的文件中。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适用于 Linux 实例的 Amazon 
EC2 用户指南》中的创建或导入密钥对。

Note

创建 EKS 集群时不需要密钥对。但是，指定密钥对允许您在创建节点后对节点进行 SSH 访
问。只有在创建节点组时，您才能指定密钥对。

2. 创建 EKS 集群。

运行以下命令创建 EKS 集群和节点。myKeyPair使用您自己的#####key pair ##### my-clu ster 
和。用您要创建集群的区域来替换 us-west-2。有关 Amazon EKS 支持的区域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lastic Kubernetes Service 终端节点和配额。

eksctl create cluster \
--name my-cluster \
--region us-west-2 \
--with-oidc \
--ssh-access \
--ssh-public-key myKeyPair \
--instance-types=m5.xlarge \
--managed

Important

创建 EKS 集群时，请使用 m5.xlarge 作为实例类型，或使用具有较高 CPU 和内存的任何其它
实例类型。与 m5.xlarge 相比，使用具有较低 CPU 或内存的实例类型可能会由于集群中可用资
源不足而导致任务失败。要查看已创建的所有资源，请在 Amazon Cloud Formation 控制台中
查看名为 eksctl-my-cluster-cluster 的堆栈。

集群和节点的创建过程需要几分钟时间。创建集群和节点时，您将看到几行输出。以下示例演示了输出
的最后一行。

...
[#]  EKS cluster "my-cluster" in "us-west-2" region is ready

eksctl 在 ~/.kube 中创建了 kubectl 配置文件，或在 ~/.kube 的现有的配置文件中添加了新集群
的配置。

3. 查看和验证资源

运行以下命令，查看您的集群节点。

kubectl get nodes -o wide

下面显示了示例输出。

Amazon EC2 node output

NAME                                           STATUS   ROLES    AGE    VERSION         
      INTERNAL-IP      EXTERNAL-IP     OS-IMAGE         KERNEL-VERSION                  
 CONTAINER-RUNTIME
ip-192-168-12-49.us-west-2.compute.internal    Ready    none     6m7s   
 v1.18.9-eks-d1db3c   192.168.12.49    52.35.116.65    Amazon Linux 2   
 4.14.209-160.335.amzn2.x86_64   docker://19.3.6
ip-192-168-72-129.us-west-2.compute.internal   Ready    none     6m4s   
 v1.18.9-eks-d1db3c   192.168.72.129   44.242.140.21   Amazon Linux 2   
 4.14.209-160.335.amzn2.x86_64   docker://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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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查看节点。

使用以下命令查看集群上运行的工作负载。

kubectl get pods --all-namespaces -o wide

下面显示了示例输出。

Amazon EC2 output

NAMESPACE     NAME                       READY   STATUS    RESTARTS   AGE     IP        
        NODE                                           NOMINATED NODE   READINESS GATES
kube-system   aws-node-6ctpm             1/1     Running   0          7m43s   
 192.168.72.129   ip-192-168-72-129.us-west-2.compute.internal   none             none
kube-system   aws-node-cbntg             1/1     Running   0          7m46s   
 192.168.12.49    ip-192-168-12-49.us-west-2.compute.internal    none             none
kube-system   coredns-559b5db75d-26t47   1/1     Running   0          14m     
 192.168.78.81    ip-192-168-72-129.us-west-2.compute.internal   none             none
kube-system   coredns-559b5db75d-9rvnk   1/1     Running   0          14m     
 192.168.29.248   ip-192-168-12-49.us-west-2.compute.internal    none             none
kube-system   kube-proxy-l8pbd           1/1     Running   0          7m46s   
 192.168.12.49    ip-192-168-12-49.us-west-2.compute.internal    none             none
kube-system   kube-proxy-zh85h           1/1     Running   0          7m43s   
 192.168.72.129   ip-192-168-72-129.us-west-2.compute.internal   none             none

有关您在此处看到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查看工作负载。

使用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和 
Amazon CLI 创建 EKS 集群
您还可以使用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和 Amazon CLI 创建 EKS 集群。按 Amazon 
EKS 入门 - 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和 Amazon CLI 中的步骤操作。这可让您完全了解
每个资源针对 EKS 集群的创建方式以及资源之间如何相互交互。

Important

创建 EKS 集群节点时，请使用 m5.xlarge 作为实例类型，或使用具有较高 CPU 和内存的任何其它
实例类型。

使用 Amazon Fargate 创建 EKS 集群
您还可以使用运行在 Amazon Fargate 的 Pod 来创建 EKS 集群。

1. 要使用运行在 Fargate 的 Pod 来创建 EKS 集群，请按照通过 Amazon EKS 开始使用 Amazon Fargate
中的步骤操作。

Note

Amazon EMR on EKS 需要 CoreDNS 以在 EKS 集群上运行任务。如果您只想在 Fargate 上运
行您的 Pod，您必须遵循更新 CoreDNS 中的步骤。

2. 运行以下命令，查看您的集群节点。

kubectl get nodes -o wide

下面显示了一个 Fargate 输出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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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gate node output

NAME                                                    STATUS   ROLES    AGE     
 VERSION              INTERNAL-IP       EXTERNAL-IP   OS-IMAGE         KERNEL-VERSION   
                CONTAINER-RUNTIME
fargate-ip-192-168-141-147.us-west-2.compute.internal   Ready    none     
 8m3s    v1.18.8-eks-7c9bda   192.168.141.147   none          Amazon Linux 2   
 4.14.209-160.335.amzn2.x86_64   containerd://1.3.2
fargate-ip-192-168-164-53.us-west-2.compute.internal    Ready    none     
 7m30s   v1.18.8-eks-7c9bda   192.168.164.53    none          Amazon Linux 2   
 4.14.209-160.335.amzn2.x86_64   containerd://1.3.2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查看节点。
3. 运行以下命令，查看集群上运行的工作负载。

kubectl get pods --all-namespaces -o wide

下面显示了一个 Fargate 输出的示例。

Fargate output

NAMESPACE     NAME                       READY   STATUS    RESTARTS   AGE   IP      
           NODE                                                    NOMINATED NODE   
 READINESS GATES
kube-system   coredns-69dfb8f894-9z95l   1/1     Running   0          18m   
 192.168.164.53    fargate-ip-192-168-164-53.us-west-2.compute.internal    none         
     none
kube-system   coredns-69dfb8f894-c8v66   1/1     Running   0          18m   
 192.168.141.147   fargate-ip-192-168-141-147.us-west-2.compute.internal   none         
     none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查看工作负载。

启用 Amazon EMR on EKS 的集群访问
您必须通过执行以下操作来允许 Amazon EMR on EKS 访问集群中的特定命名空间：创建 
Kubernetes 角色、将角色绑定到 Kubernetes 用户以及将 Kubernetes 用户映射为服务关联角色
AWSServiceRoleForAmazonEMRContainers。当 IAM 身份映射命令与 emr-containers 一起作为服
务名称时，这些操作在 eksctl 中自动执行。您可以使用以下命令轻松地执行这些操作。

eksctl create iamidentitymapping \ 
    --cluster my_eks_cluster \ 
    --namespace kubernetes_namespace \ 
    --service-name "emr-containers"

用 Amazon EKS 集群的名称来替换 my_eks_cluster，并使用创建用来运行 Amazon EMR 工作负载的 
Kubernetes 命名空间来替换 kubernetes_namespace。

Important

您必须使用前一步骤安装 eksctl (p. 7)下载最新的 eksctl 以使用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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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手动步骤以启用 Amazon EMR on EKS 的集群访
问
您还可以使用以下手动步骤来启用 Amazon EMR on EKS 的集群访问。

1. 在特定命名空间中创建 Kubernetes 角色

Amazon EKS 1.22

使用 Amazon EKS 1.22，运行以下命令以在特定命名空间中创建 Kubernetes 角色。此角色向 
Amazon EMR on EKS 授予必要的 RBAC 权限。

namespace=my-namespace
cat - >>EOF | kubectl apply -f - >>namespace "${namespace}"
apiVersion: rbac.authorization.k8s.io/v1
kind: Role
metadata: 
  name: emr-containers 
  namespace: ${namespace}
rules: 
  - apiGroups: [""] 
    resources: ["namespaces"] 
    verbs: ["get"] 
  - apiGroups: [""] 
    resources: ["serviceaccounts", "services", "configmaps", "events", "pods", 
 "pods/log"] 
    verbs: ["get", "list", "watch", "describe", "create", "edit", "delete", 
 "deletecollection", "annotate", "patch", "label"] 
  - apiGroups: [""] 
    resources: ["secrets"] 
    verbs: ["create", "patch", "delete", "watch"] 
  - apiGroups: ["apps"] 
    resources: ["statefulsets", "deployments"] 
    verbs: ["get", "list", "watch", "describe", "create", "edit", "delete", 
 "annotate", "patch", "label"] 
  - apiGroups: ["batch"] 
    resources: ["jobs"] 
    verbs: ["get", "list", "watch", "describe", "create", "edit", "delete", 
 "annotate", "patch", "label"] 
  - apiGroups: ["extensions", "networking.k8s.io"] 
    resources: ["ingresses"] 
    verbs: ["get", "list", "watch", "describe", "create", "edit", "delete", 
 "annotate", "patch", "label"] 
  - apiGroups: ["rbac.authorization.k8s.io"] 
    resources: ["roles", "rolebindings"] 
    verbs: ["get", "list", "watch", "describe", "create", "edit", "delete", 
 "deletecollection", "annotate", "patch", "label"] 
  - apiGroups: [""], 
    resources: ["persistentvolumeclaims"], 
    verbs: ["get", "list", "watch", "describe", "create", "edit", "delete", 
 "annotate", "patch", "label"]
EOF 
       

Amazon EKS 1.21 and below

使用 Amazon EKS 1.21 及更低版本，运行以下命令以在特定命名空间中创建 Kubernetes 角色。此
角色向 Amazon EMR on EKS 授予必要的 RBAC 权限。

namespace=my-namespac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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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 - >>EOF | kubectl apply -f - >>namespace "${namespace}"
apiVersion: rbac.authorization.k8s.io/v1
kind: Role
metadata: 
  name: emr-containers 
  namespace: ${namespace}
rules: 
  - apiGroups: [""] 
    resources: ["namespaces"] 
    verbs: ["get"] 
  - apiGroups: [""] 
    resources: ["serviceaccounts", "services", "configmaps", "events", "pods", 
 "pods/log"] 
    verbs: ["get", "list", "watch", "describe", "create", "edit", "delete", 
 "deletecollection", "annotate", "patch", "label"] 
  - apiGroups: [""] 
    resources: ["secrets"] 
    verbs: ["create", "patch", "delete", "watch"] 
  - apiGroups: ["apps"] 
    resources: ["statefulsets", "deployments"] 
    verbs: ["get", "list", "watch", "describe", "create", "edit", "delete", 
 "annotate", "patch", "label"] 
  - apiGroups: ["batch"] 
    resources: ["jobs"] 
    verbs: ["get", "list", "watch", "describe", "create", "edit", "delete", 
 "annotate", "patch", "label"] 
  - apiGroups: ["extensions"] 
    resources: ["ingresses"] 
    verbs: ["get", "list", "watch", "describe", "create", "edit", "delete", 
 "annotate", "patch", "label"] 
  - apiGroups: ["rbac.authorization.k8s.io"] 
    resources: ["roles", "rolebindings"] 
    verbs: ["get", "list", "watch", "describe", "create", "edit", "delete", 
 "deletecollection", "annotate", "patch", "label"] 
  - apiGroups: [""], 
    resources: ["persistentvolumeclaims"], 
    verbs: ["get", "list", "watch", "describe", "create", "edit", "delete", 
 "annotate", "patch", "label"]
EOF 
       

2. 创建作用域为命名空间的 Kubernetes 角色绑定

运行以下命令以创建绑定在特定命名空间中的 Kubernetes 角色。此角色绑定将在上一步中创建的角色
中定义的权限授予名为 emr-containers 的用户。此用户确定 Amazon EMR on EKS 的服务相关角
色，因此允许 Amazon EMR on EKS 执行由您创建的角色所定义的操作。

namespace=my-namespace

cat - <<EOF | kubectl apply -f - --namespace "${namespace}"
apiVersion: rbac.authorization.k8s.io/v1
kind: RoleBinding
metadata: 
  name: emr-containers 
  namespace: ${namespace}
subjects:
- kind: User 
  name: emr-containers 
  apiGroup: rbac.authorization.k8s.io
roleRef: 
  kind: Role 
  name: emr-containers 
  apiGroup: rbac.authorization.k8s.io
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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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更新 Kubernetes aws-auth 配置映射

您可以使用以下选项之一将 Amazon EMR on EKS 与服务关联的角色映射到 emr-containers 用户，
并且该用户在上一步中绑定了 Kubernetes 角色。

选项 1：使用 eksctl

运行以下 eksctl 命令：将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相关角色映射到 emr-containers 用户。

eksctl create iamidentitymapping \ 
    --cluster my-cluster-name \ 
    --arn "arn:aws:iam::my-account-id:role/AWSServiceRoleForAmazonEMRContainers" \ 
    --username emr-containers

选项 2：不使用 eksctl

1. 运行以下命令可在文本编辑器中打开 aws-auth 配置映射。

kubectl edit -n kube-system configmap/aws-auth

Note

如果您收到一条错误消息Error from server (NotFound): configmaps "aws-
auth" not found，请参阅 Amazon EKS 用户指南中添加用户角色中的步骤来申请股票 
ConfigMap。

2. 在 data 下，将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相关角色详细信息添加到 ConfigMap 的 mapRoles 部
分。如果此部分在文件中尚不存在，请添加它。已更新的 mapRoles 部分类似于以下示例。

apiVersion: v1
data: 
  mapRoles: | 
    - rolearn: arn:aws:iam::<your-account-id>:role/
AWSServiceRoleForAmazonEMRContainers 
      username: emr-containers 
    - ... <other previously existing role entries, if there's any>.

3. 保存文件并退出文本编辑器。

在 EKS 集群上为服务账户（IRSA）启用 IAM 角色
服务账户的 IAM 角色功能适用于 Amazon EKS 版本 1.14 及更高版本，也适用于在 2019 年 9 月 3 日及之后
更新为版本 1.13 及更高版本的 EKS 集群。要使用此功能，您可将现有 EKS 集群更新到版本 1.14 或更高版
本。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更新 Amazon EKS 集群 Kubernetes 版本。

如果您的集群支持服务账户的 IAM 角色，则它会关联 OpenID Connect 发布者的 URL。您可以在 Amazon 
EKS 控制台中查看此 URL，也可以使用以下 Amazon CLI 命令检索它。

Important

您必须使用 Amazon CLI 的最新版本，才能从此命令接收适合的输出。

aws eks describe-cluster --name cluster_name --query "cluster.identity.oidc.issuer" --
output text

预期的输出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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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idc.eks.<region-code>.amazonaws.com/id/EXAMPLED539D4633E53DE1B716D3041E

要为集群中的服务账户使用 IAM 角色，您必须使用 eksctl 或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创
建 OIDC 身份提供商。

使用 eksctl 为集群创建 IAM OIDC 身份提供商
使用以下命令查看您的 eksctl 版本。此过程假定您已安装 eksctl，且您的 eksctl 版本最低为 0.32.0 或
更高版本。

eksctl version

有关安装或升级 eksctl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安装或升级 eksctl。

使用以下命令为您的集群创建 OIDC 身份提供商。使用自己的值替换 cluster_name。

eksctl utils associate-iam-oidc-provider --cluster cluster_name --approve

使用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为集
群创建 IAM OIDC 身份提供商
从集群的 Amazon EKS 控制台描述中检索 OIDC 发布者 URL，或者使用以下 Amazon CLI 命令。

使用以下命令检索 Amazon CLI 中 OIDC 发布者的 URL。

aws eks describe-cluster --name <cluster_name> --query "cluster.identity.oidc.issuer" --
output text

使用以下步骤检索 Amazon EKS 控制台中 OIDC 发布者的 URL。

1. 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IAM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iam/。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Identity Providers (身份提供商)，然后选择 Create Provider (创建提供商)。

1. 对于 Provider Type（提供商类型），选择 Choose a provider type（选择提供商类型），然后选择
OpenID Connect。

2. 对于 Provider URL（提供商 URL），粘贴集群的 OIDC 发布者 URL。
3. 对于受众，键入 sts.amazonaws.com 并选择 Next Step (下一步)。

3. 验证提供商信息正确，然后选择 Create（创建）以创建身份提供商。

创建任务执行角色
要在 Amazon EMR on EKS 上运行工作负载，您需要创建一个 IAM 角色。我们在本文档中将此角色称为任
务执行角色。有关如何创建 IAM 角色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 AM 用户指南指南》中的创建 IAM 角色。

您必须创建 IAM policy 来指定任务执行角色的权限，然后将 IAM policy 添加到任务执行角色。

任务执行角色的以下策略允许访问资源目标、Amazon S3 和 Amazon S3 和 CloudWatch。这些权限是监控
任务和访问日志所必需的。要遵循使用 Amazon CLI 的相同流程，您还可以使用 Amazon EMR on EKS 研讨
会的为作业执行创建 IAM 角色部分中的步骤设置角色。

Note

应适当限定访问范围，而不是授予对任务执行角色中所有 S3 对象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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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s3:PutObject", 
                "s3:GetObject", 
                "s3:ListBucket" 
            ], 
            "Resource": "arn:aws:s3:::example-bucke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logs:PutLogEvents", 
                "logs:CreateLogStream", 
                "logs:DescribeLogGroups", 
                "logs:DescribeLogStreams" 
            ], 
            "Resource": [ 
                "arn:aws:logs:*:*:*" 
            ] 
        } 
    ]
}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任务执行角色、将任务运行配置为使用 S3 日志和将任务运行配置为使用 
CloudWatch 日志。

更新任务执行角色的信任策略
当您使用服务账户的 IAM 角色（IRSA）在 Kubernetes 命名空间上运行任务时，管理员必须在任务执行角色
和 EMR 托管式服务账户身份之间创建信任关系。通过更新任务执行角色的信任策略来创建信任关系。请注
意，EMR 托管式服务账户将在任务提交时自动创建，作用域为提交任务的命名空间。

要更新信任策略，请运行以下命令。

 aws emr-containers update-role-trust-policy \ 
       --cluster-name cluster \ 
       --namespace namespace \ 
       --role-name iam_role_name_for_job_execution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将任务执行角色与 Amazon EMR on EKS 结合使用 (p. 102)。

Important

运行上述命令的操作员必须具有以下权
限：eks:DescribeCluster、iam:GetRole、iam:UpdateAssumeRolePolicy。

授予用户访问 Amazon EMR on EKS 的权限
对于您在 Amazon EMR on EKS 执行的任何操作，您需要对该操作具有相应的 IAM 权限。您必须创建 IAM 
policy，以便您执行 Amazon EMR on EKS 操作，并将该策略附加到您使用的 IAM 用户或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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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其附加到 IAM 控制台中用户

本主题提供了创建新策略并将其附加到用户。IAM policy 还涵盖了在 EKS 环境上设置 Amazon EMR 所需的
基本权限。我们建议您尽可能根据您的业务需求来优化特定资源的权限。

在 IAM 控制台中创建新 IAM policy 并将其附加到 IAM 
控制台中用户
创建新 IAM policy

1. 登录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IAM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iam/。

2. 在 IAM 控制台的导航窗格中，选择 Policies (策略)。
3. 在策略页面上，选择 Create a policy (创建策略)。
4. 在 Create Policy (创建策略) 窗口中，导航到 Edit JSON (编辑 JSON) 选项卡。创建包含一个或多个 

JSON 语句的策略文档，如该过程以下示例所示。接下来，选择 Review policy (查看策略)。
5. 在 Review Policy (查看策略) 屏幕上，输入您的 Policy Name (策略名称)，例如

AmazonEMROnEKSPolicy。输入可选描述，然后选择 Create policy (创建策略)。

将策略附加到用户或角色

1. 登录 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单击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iam/，打开 
IAM 控制台。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Policies（策略）。
3. 在策略列表中，选中在前一部分中所创建策略旁边的复选框。您可以使用 Filter 菜单和搜索框来筛选策

略列表。
4. 选择 Policy actions（策略操作），然后选择 Attach（附加）。
5. 选择要将此策略附加到的用户或角色。您可以使用 Filter（筛选条件）菜单和搜索框来筛选委托人实体列

表。在选择要将策略附加到的用户或角色后，选择 Attach policy (附加策略)。

管理虚拟集群的权限
要管理Amazon账户中的虚拟集群，请创建具有以下权限的 IAM policy。这些权限可让您在Amazon账户中创
建、列出、描述和删除虚拟集群。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iam:CreateServiceLinkedRole" 
            ], 
            "Resource": "*", 
            "Condition": { 
                "StringLike": { 
                    "iam:AWSServiceName": "emr-containers.amazonaws.com" 
                }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emr-containers:CreateVirtualCluster", 
                "emr-containers:ListVirtualClusters", 
                "emr-containers:DescribeVirtual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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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r-containers:DeleteVirtualCluster" 
            ], 
            "Resource": "*" 
        } 
    ]
}

当首次从Amazon账户调用 CreateVirtualCluster 操作时，您还需要 CreateServiceLinkedRole 权
限，以为 Amazon EMR on EKS 创建服务相关角色。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对 Amazon EMR on EKS 使用
服务相关角色 (p. 100)。

提交任务的权限
要在您Amazon账户中的虚拟集群上提交任务，请创建具有以下权限的 IAM policy。这些权限允许您启动、列
出、描述和取消账户中所有虚拟集群的任务运行。您应该考虑添加列出或描述虚拟集群的权限，以便在提交
任务之前检查虚拟集群的状态。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emr-containers:StartJobRun", 
                "emr-containers:ListJobRuns", 
                "emr-containers:DescribeJobRun", 
                "emr-containers:CancelJobRun" 
            ], 
            "Resource": "*" 
        } 
    ]
}

用于调试和监控的权限
要访问推送到 Amazon S3 的日志 CloudWatch，或在 Amazon EMR 控制台中查看应用程序事件日志，请创
建具有以下权限的 IAM policy。我们建议您尽可能根据您的业务需求来优化特定资源的权限。

Important

如果您尚未创建 Amazon S3 存储桶，您需要添加 s3:CreateBucket 权限以访问策略声明。如果
您尚未创建日志组，则需要添加 logs:CreateLogGroup 到策略声明。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emr-containers:DescribeJobRun", 
                "elasticmapreduce:CreatePersistentAppUI", 
                "elasticmapreduce:DescribePersistentAppUI", 
                "elasticmapreduce:GetPersistentAppUIPresignedURL" 
            ], 
            "Resource":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s3:Get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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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3:ListBucket" 
            ], 
            "Resource":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logs:Get*", 
                "logs:DescribeLogGroups", 
                "logs:DescribeLogStreams" 
            ], 
            "Resource": "*" 
        } 
    ]
}

有关如何配置任务运行以将日志推送到 Amazon S3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将任务运行配置为使用 S3 日志和配
置任务运行以使用 CloudWatch Logs。 CloudWatch

通过 Amazon EMR 注册 Amazon EKS 集群
注册集群是设置 Amazon EMR on EKS 以运行工作负载所需的最后一步。

使用以下命令创建一个虚拟集群，其名称为您在前面的步骤中为 Amazon EKS 集群和命名空间所选的名称。

Note

每个虚拟集群都必须拥有一个在所有 EKS 集群中唯一的名称。如果两个虚拟集群共用相同的名称，
则即使这两个虚拟集群属于不同的 EKS 集群，部署过程也将失败。

aws emr-containers create-virtual-cluster \
--name virtual_cluster_name \
--container-provider '{ 
    "id": "cluster_name", 
    "type": "EKS", 
    "info": { 
        "eksInfo": { 
            "namespace": "namespace_name" 
        } 
    }
}'

或者，您可以创建包含虚拟集群所需参数的 JSON 文件，然后使用 JSON 文件的路径运行 create-
virtual-cluster 命令。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管理虚拟集群 (p. 79)。

Note

要验证虚拟集群是否成功创建，请使用 list-virtual-clusters 操作或转到 Amazon EMR 控
制台中的 Virtual Clusters (虚拟集群) 页面，以查看虚拟集群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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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使用
本主题通过在虚拟集群上部署 Spark 应用程序，帮助您开始使用 Amazon EMR on EKS。开始之前，请确保
您已完成设置 (p. 5)中的步骤。有关可以帮助您入门的其他模板，请参阅 GitHub 上的 EMR Containers Best 
Practices Guide（EMR 容器最佳实践指南）。

您将需要安装步骤中的以下信息：

• 使用 Amazon EMR 注册的 Amazon EKS 集群 和 Kubernetes 命名空间的虚拟集群 ID

Important

创建 EKS 集群时，请使用 m5.xlarge 作为实例类型，或使用具有较高 CPU 和内存的任何其他实
例类型。与 m5.xlarge 相比，使用具有较低 CPU 或内存的实例类型可能会由于集群中可用资源不
足而导致任务失败。

• 用于执行任务的 IAM 角色名称
• Amazon EMR 发行版的发行版标签（例如：emr-6.4.0-latest）
• 用于日志记录和监控的地址目标：

• Amazon CloudWatch 日志组名称和日志流前缀
• 用于存储事件和容器日志的 Amazon S3 位置

Important

Amazon EMR on EKS 任务将 Amazon CloudWatch 和 Amazon S3 用作监控和日志记录的地址目
标。您可以通过查看发送到这些地址的任务日志来监控任务进度并排查故障。要想启用日志记录，
与执行任务的 IAM 角色关联的 IAM policy 必须具有访问目标资源所需的权限。如果 IAM policy 不具
备所需的权限，则必须遵循更新任务执行角色的信任策略 (p. 16)中所述的步骤，配置任务运行至使
用 Amazon S3 日志，并且在运行此类示例任务之前，配置任务运行至使用 CloudWatch Logs。

运行 Spark 应用程序
执行以下步骤，即可在 Amazon EMR on EKS 上运行简单的 Spark 应用程序。适用于 Spark Python 应
用程序的应用程序 entryPoint 文件位于 s3://REGION.elasticmapreduce/emr-containers/
samples/wordcount/scripts/wordcount.py。此类##是 Amazon EMR on EKS 虚拟集群所在区域，
例如 us-east-1。

1. 使用所需的权限更新任务执行角色的 IAM policy，如以下策略语句所示：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ReadFromLoggingAndInputScriptBuckets", 
            "Effect": "Allow", 
            "Action": [ 
                "s3:GetObject", 
                "s3:ListBucket" 
            ], 
            "Resource": [ 
                "arn:aws:s3:::*.elasticmapreduce", 
                "arn:aws:s3:::*.elasticmapreduce/*", 
                "arn:aws:s3:::DOC-EXAMPLE-BUCKET-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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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n:aws:s3:::DOC-EXAMPLE-BUCKET-OUTPUT/*", 
                "arn:aws:s3:::DOC-EXAMPLE-BUCKET-LOGGING", 
                "arn:aws:s3:::DOC-EXAMPLE-BUCKET-LOGGING/*" 
            ] 
        }, 
        { 
            "Sid": "WriteToLoggingAndOutputDataBuckets", 
            "Effect": "Allow", 
            "Action": [ 
                "s3:PutObject", 
                "s3:DeleteObject" 
            ], 
            "Resource": [ 
                "arn:aws:s3:::DOC-EXAMPLE-BUCKET-OUTPUT/*", 
                "arn:aws:s3:::DOC-EXAMPLE-BUCKET-LOGGING/*" 
            ] 
        }, 
        { 
            "Sid": "DescribeAndCreateCloudwatchLogStream", 
            "Effect": "Allow", 
            "Action": [ 
                "logs:CreateLogStream", 
                "logs:DescribeLogGroups", 
                "logs:DescribeLogStreams" 
            ], 
            "Resource": [ 
                "arn:aws:logs:*:*:*" 
            ] 
        }, 
        { 
            "Sid": "WriteToCloudwatchLogs", 
            "Effect": "Allow", 
            "Action": [ 
                "logs:PutLogEvents" 
            ], 
            "Resource": [ 
                "arn:aws:logs:*:*:log-group:my_log_group_name:log-
stream:my_log_stream_prefix/*" 
            ] 
        } 
    ]
}

• 本策略的第一个语句ReadFromLoggingAndInputScriptBuckets授
予ListBucket和GetObjects访问以下 Amazon S3 存储桶：
• REGION.elasticmapreduce‐应用程序文件所在的存储桶entryPoint。
• DOC-EXAMPLE-BUCKET-OUTPUT‐您为输出数据定义的存储桶。
• DOC-EXAMPLE-BUCKET-LOGGING‐您为日志数据定义的存储桶。

• 本策略的第二个语句 WriteToLoggingAndOutputDataBuckets 授予任务将数据分别写入输出和
日志记录存储桶的权限。

• 第三个语句DescribeAndCreateCloudwatchLogStream授予任务描述和创建 Amazon 
CloudWatch Logs 的权限。

• 第四个语句WriteToCloudwatchLogs授予将日志写入my_log_group_name日志流
中my_log_stream_prefix称为 Amazon CloudWatch 日志组的权限。

2. 要运行 Spark Python 应用程序，请使用以下命令。以恰当值替换所有可替换的####值。此类##是 
Amazon EMR on EKS 虚拟集群所在区域，例如 us-east-1。

aws emr-containers start-job-run \
--virtual-cluster-id cluster_id \
--name sample-job-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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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on-role-arn execution-role-arn \
--release-label emr-6.4.0-latest \
--job-driver '{ 
  "sparkSubmitJobDriver": { 
    "entryPoint": "s3://REGION.elasticmapreduce/emr-containers/samples/wordcount/
scripts/wordcount.py", 
    "entryPointArguments": ["s3://DOC-EXAMPLE-BUCKET-OUTPUT/wordcount_output"], 
    "sparkSubmitParameters": "--conf spark.executor.instances=2 --conf 
 spark.executor.memory=2G --conf spark.executor.cores=2 --conf spark.driver.cores=1" 
  }
}' \
--configuration-overrides '{ 
  "monitoringConfiguration": { 
    "cloudWatchMonitoringConfiguration": { 
      "logGroupName": "my_log_group_name", 
      "logStreamNamePrefix": "my_log_stream_prefix" 
    }, 
    "s3MonitoringConfiguration": { 
       "logUri": "s3://DOC-EXAMPLE-BUCKET-LOGGING" 
    } 
  }
}'

此任务的输出数据将出现在s3://DOC-EXAMPLE-BUCKET-OUTPUT/wordcount_output。

您还可以为任务运行创建具有指定参数的 JSON 文件。然后运行指向 JSON 文件路径的 start-job-
run 命令。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提交任务运行 (p. 37)。有关配置任务运行参数的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阅配置任务运行的选项 (p. 39)。

3. 要运行 Spark SQL 应用程序，请使用以下命令。以恰当值替换所有####值。此类##是 Amazon EMR 
on EKS 虚拟集群所在区域，例如 us-east-1。

aws emr-containers start-job-run \
--virtual-cluster-id cluster_id \
--name sample-job-name \
--execution-role-arn execution-role-arn \
--release-label emr-6.7.0-latest \
--job-driver '{ 
  "sparkSqlJobDriver": { 
    "entryPoint": "s3://query-file.sql", 
    "sparkSqlParameters": "--conf spark.executor.instances=2 --conf 
 spark.executor.memory=2G --conf spark.executor.cores=2 --conf spark.driver.cores=1" 
  }
}' \
--configuration-overrides '{ 
  "monitoringConfiguration": { 
    "cloudWatchMonitoringConfiguration": { 
      "logGroupName": "my_log_group_name", 
      "logStreamNamePrefix": "my_log_stream_prefix" 
    }, 
    "s3MonitoringConfiguration": { 
       "logUri": "s3://DOC-EXAMPLE-BUCKET-LOGGING" 
    } 
  }
}'

下面显示了一个示例 SQL 查询文件。您必须有一个外部文件存储，例如 S3，其中存储表的数据。

CREATE DATABASE demo;
CREATE EXTERNAL TABLE IF NOT EXISTS demo.amazonreview( marketplace string, customer_id 
 string, review_id  string, product_id  string, product_parent  string, product_title 
  string, star_rating  integer, helpful_votes  integer, total_votes  integer, vine 
  string, verified_purchase  string, review_headline  string, review_body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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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view_date  date, year  integer) STORED AS PARQUET LOCATION 's3://URI to parquet 
 files';
SELECT count(*) FROM demo.amazonreview;
SELECT count(*) FROM demo.amazonreview WHERE star_rating = 3;

此任务的输出将在 S3 或 CloudWatch 中驱动程序的 stdout 日志内找到，具体取决于已配置的
monitoringConfiguration。

4. 您还可以为任务运行创建具有指定参数的 JSON 文件。然后运行指向 JSON 文件路径的 start-job-run 命
令。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提交任务运行”。有关配置任务运行参数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配置任务
运行的选项”。

要监控任务的进度或调试故障，您可以检查上传到 Amazon S3、CloudWatch Logs 或两者的日志。请参
阅 Amazon S3 日志路径关于配置任务运行至使用 S3 日志，以及 Cloudwatch 日志关于配置任务运行至
使用 CloudWatch Logs。要在 CloudWatch Logs 中查阅日志，请按照以下说明操作。

• 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CloudWatch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cloudwatch/。
•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Logs (日志)。然后选择 Log groups (日志组)。
• 选择 Amazon EMR on EKS 日志组，然后查看已上载的录入事件。

Important

作业配置了默认的重试策略 (p. 58)。有关如何修改或禁用配置的信息，请参阅使用作业重试策
略 (p.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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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tHub 上 Amazon EMR on EKS 最佳
实践指南

我们通过开源社区协作编写了 Amazon EMR on EKS 最佳实践指南，这样我们就可以快速迭代并为各种使用
案例提供建议。我们建议您在这些部分中使用 Amazon EMR on EKS 最佳实践指南。选择每个部分中的链接
转到 GitHub 站点。

安全性
加密最佳实践：如何对静态数据和传输中的数据进行加密。

管理网络安全描述了如何在连接 Amazon RDS 和 Amazon Redshift 等 Amazon Web Services 中托管的数据
源时为 Amazon EMR on EKS 的容器组（pod）配置安全组。

使用 Amazon Secrets Manager 存储密钥。

Pyspark 作业提交
Pyspark 作业提交：使用 zip、egg、wheel 和 pex 等打包格式为 PySpark 应用程序指定不同类型的打包。

存储
使用 EBS 卷：如何对需要 EBS 卷的作业使用静态和动态预置。

使用 Amazon FSx for Lustre 卷：如何对需要 Amazon FSx for Lustre 卷的作业使用静态和动态预置。

使用实例存储卷：如何使用实例存储卷进行作业处理。

元数据仓集成
使用 Hive 元数据仓：提供使用 Hive 元数据仓的不同方式。

使用 Amazon Glue：提供配置 Amazon Glue 目录的不同方式。

调试
使用 Spark 调试：如何更改日志级别。

在驱动程序容器组（pod）上连接到 Spark UI。

如何通过 Amazon EMR on EKS 使用自托管 Spark 历史记录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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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 Amazon EMR on EKS 中的问题
故障排除。

节点放置
将 Kubernetes 节点选择器用于 single-az 和其他使用案例。

使用 Fargate 节点放置。

性能
使用动态资源分配（DRA）。

Amazon VPC 容器网络接口插件（CNI）、Cluster Autoscaler 和 Core DNS 的 EKS 最佳实践。

成本优化
使用竞价型实例：Amazon EC2 竞价型实例最佳实践以及如何使用 Spark 节点停用功能。

使用 Amazon Outposts
使用 Amazon Outposts 运行 Amazon EMR on E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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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Amazon EMR on EKS 自定义 
Docker 镜像

您可以使用 Amazon EMR on EKS 自定义 Docker 镜像。自定义 Amazon EMR on EKS 运行时的镜像具有以
下优势：

• 将应用程序依赖项和运行时环境打包到单个不可改变容器中，以提高可移植性并简化每个工作负载的依赖
项管理。

• 安装并配置针对您的工作负载进行优化的软件包。这些软件包可能不会在 Amazon EMR 运行时的公开分
配中广泛使用。

• 将 Amazon EMR on EKS 与组织中当前建立的构建、测试和部署流程（包括本地开发和测试）集成在一
起。

• 应用已建立的安全过程（如镜像扫描），以满足组织内的合规性和监管要求。

主题
• 如何自定义 Docker 镜像 (p. 26)
• 如何选择基础镜像 URI (p. 33)
• 注意事项  (p. 35)

如何自定义 Docker 镜像
请按照以下步骤自定义 Amazon EMR on EKS 的 Docker 镜像。

• 先决条件 (p. 26)
• 步骤 1：从 Amazon Elastic Container Registry（Amazon ECR）中检索基础镜像 (p. 27)
• 步骤 2：自定义基础镜像 (p. 27)
• 步骤 3：（可选但建议）验证自定义镜像  (p. 28)
• 步骤 4：发布自定义镜像 (p. 29)
• 步骤 5：使用自定义镜像在 Amazon EMR 中提交 Spark 工作负载 (p. 29)

下面是您在自定义 Docker 镜像时可能希望考虑的其他选项：

• 为托管式终端节点自定义 Docker 镜像 (p. 31)
• 使用多架构镜像 (p. 32)

先决条件
• 请完成 Amazon EMR on EKS 的设置 (p. 5)步骤。
• 在您的环境中安装 Docker。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获取 Do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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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从 Amazon Elastic Container 
Registry（Amazon ECR）中检索基础镜像
请按照以下步骤从 Amazon ECR 检索 Amazon EMR on EKS 基础镜像。基础镜像包含运行时的 Amazon 
EMR 和用于访问其它Amazon服务的连接器。

1. 选择基础镜像 URI。镜像 URI 遵循格式（ECR-registry-
account.dkr.ecr.Region.amazonaws.com/spark/container-image-tag），示例如下。

895885662937.dkr.ecr.us-west-2.amazonaws.com/spark/emr-6.6.0:latest

要选择您所在区域的基础镜像，请参阅如何选择基础镜像 URI (p. 33)。
2. 登录存储基础镜像的 Amazon ECR 存储库。使用 Amazon ECR 注册账户和所选Amazon区域来替换

895885662937 和 us-west-2。

aws ecr get-login-password --region us-west-2 | docker login --username AWS --password-
stdin 895885662937.dkr.ecr.us-west-2.amazonaws.com

3. 将基础镜像拉入本地 Workspace。用所选的容器镜像标签替换 emr-6.6.0:latest。

docker pull 895885662937.dkr.ecr.us-west-2.amazonaws.com/spark/emr-6.6.0:latest

步骤 2：自定义基础镜像
请按照以下步骤来自定义您从 Amazon ECR 中拉取的基础镜像。

1. 在您的本地 Workspace 上创建新的 Dockerfile。
2. 编辑您刚刚创建的 Dockerfile 并添加以下内容。该 Dockerfile 使用您从

895885662937.dkr.ecr.us-west-2.amazonaws.com/spark/emr-6.6.0:latest 中提取的容
器镜像。

FROM 895885662937.dkr.ecr.us-west-2.amazonaws.com/spark/emr-6.6.0:latest
USER root
### Add customization commands here ####
USER hadoop:hadoop

3. 将命令添加到 Dockerfile 以自定义基础镜像。例如，添加命令来安装 Python 库，如以下
Dockerfile 所示。

FROM 895885662937.dkr.ecr.us-west-2.amazonaws.com/spark/emr-6.6.0:latest
USER root
RUN pip3 install --upgrade boto3 pandas numpy // For python 3
USER hadoop:hadoop

4. 在创建 Dockerfile 的同一目录中，请运行以下命令构建 Docker 镜像。为 Docker 镜像提供一个名
称，例如 emr6.6_custom。

docker build -t emr6.6_cust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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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可选但建议）验证自定义镜像
我们建议您在发布自定义镜像之前测试它的兼容性。您可以使用 Amazon EMR on EKS 自定义镜像 CLI 检查
您的镜像是否具有在 Amazon EMR on EKS 上运行所需要的文件结构和正确配置。

Note

Amazon EMR on EKS 的自定义镜像 CLI 无法确认您的镜像没有错误。在删除基础镜像的依赖项时
要格外小心。

可以执行以下步骤，验证您的自定义镜像。

1. 下载并安装 Amazon EMR on EKS 自定义镜像 CLI。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自定
义镜像 CLI 安装指南。

2. 运行以下命令以测试安装。

emr-on-eks-custom-image --version

下面是此类输出的示例。

Amazon EMR on EKS Custom Image CLI
Version: x.xx

3. 运行以下命令以验证您的自定义镜像。

emr-on-eks-custom-image validate-image -i image_name -r release_version [-t image_type]

• -i 指定需要验证的本地镜像 URI。它可以是镜像 URI，也可以是为镜像定义的任何名称或标签。
• -r 为基础镜像指定确切的发布版本，例如 emr-6.6.0-latest。
• -t 指定镜像类型。如果这是 Spark 镜像，请输入 spark。默认值为 spark。当前 Amazon EMR on 

EKS 自定义镜像 CLI 版本仅支持 Spark 运行时镜像。

如果您成功运行命令并且自定义镜像满足所有必需的配置和文件结构，则返回的输出会显示所有测试结
果，如以下示例所示。

Amazon EMR on EKS Custom Image Test
Version: x.xx
... Checking if docker cli is installed
... Checking Image Manifest
[INFO] Image ID: xxx
[INFO] Created On: 2021-05-17T20:50:07.986662904Z
[INFO] Default User Set to hadoop:hadoop : PASS
[INFO] Working Directory Set to /home/hadoop : PASS
[INFO] Entrypoint Set to /usr/bin/entrypoint.sh : PASS
[INFO] SPARK_HOME is set with value: /usr/lib/spark : PASS
[INFO] JAVA_HOME is set with value: /etc/alternatives/jre : PASS
[INFO] File Structure Test for spark-jars in /usr/lib/spark/jars: PASS
[INFO] File Structure Test for hadoop-files in /usr/lib/hadoop: PASS
[INFO] File Structure Test for hadoop-jars in /usr/lib/hadoop/lib: PASS
[INFO] File Structure Test for bin-files in /usr/bin: PASS
... Start Running Sample Spark Job
[INFO] Sample Spark Job Test with local:///usr/lib/spark/examples/jars/spark-
examples.jar : PASS
-----------------------------------------------------------------
Overall Custom Image Validation Succeed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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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自定义镜像不满足所需的配置或文件结构，则会出现错误消息。返回的输出提供了错误配置或文件
结构相关信息。

步骤 4：发布自定义镜像
将新的 Docker 镜像发布到您的 Amazon ECR 注册表。

1. 运行以下命令创建用于存储 Docker 镜像的 Amazon ECR 存储库。为存储库提供一个名称，例如
emr6.6_custom_repo。将 us-west-2 替换为您的区域。

aws ecr create-repository \ 
    --repository-name emr6.6_custom_repo \ 
    --image-scanning-configuration scanOnPush=true \ 
    --region us-west-2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ECR 用户指南》中的创建存储库。
2. 运行以下命令对您的默认注册表进行身份验证。

aws ecr get-login-password --region us-west-2 | docker login --username AWS --password-
stdin aws_account_id.dkr.ecr.us-west-2.amazonaws.com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ECR 用户指南》中的对您的默认注册表进行身份验证。
3. 标记镜像并将其发布到您创建的 Amazon ECR 存储库。

标记镜像。

docker tag emr6.6_custom aws_account_id.dkr.ecr.us-
west-2.amazonaws.com/emr6.6_custom_repo

推送镜像。

docker push aws_account_id.dkr.ecr.us-west-2.amazonaws.com/emr6.6_custom_repo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ECR 用户指南》中的将镜像推送到 Amazon ECR。

步骤 5：使用自定义镜像在 Amazon EMR 中提交 
Spark 工作负载
构建和发布自定义镜像后，您可以使用自定义镜像提交 Amazon EMR on EKS 任务。

首先，创建 start-job-run-request .json 文件并指定spark.kubernetes.container.image参数来引用自
定义镜像，如下面的 JSON 文件示例所示。

Note

您可以使用 local:// 方案来引用自定义镜像中的可用文件，如下面所示的 JSON 片段中
的 entryPoint 参数。您也可以使用 local:// 方案来引用应用程序依赖项。使用 local:// 方
案引用的所有文件和依赖项必须已存在于自定义镜像的指定路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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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R 中提交 Spark 工作负载

    "name": "spark-custom-image",  
    "virtualClusterId": "virtual-cluster-id",  
    "executionRoleArn": "execution-role-arn",  
    "releaseLabel": "emr-6.6.0-latest",  
    "jobDriver": { 
      "sparkSubmitJobDriver": { 
        "entryPoint": "local:///usr/lib/spark/examples/jars/spark-examples.jar",  
        "entryPointArguments": [ 
                  "10" 
              ], 
         "sparkSubmitParameters": "--class org.apache.spark.examples.SparkPi --conf 
 spark.kubernetes.container.image=123456789012.dkr.ecr.us-west-2.amazonaws.com/
emr6.6_custom_repo" 
       } 
    }
} 
     

您还可以引用带有applicationConfiguration属性的自定义镜像，示例如下。

{ 
    "name": "spark-custom-image",  
    "virtualClusterId": "virtual-cluster-id",  
    "executionRoleArn": "execution-role-arn",  
    "releaseLabel": "emr-6.6.0-latest",  
    "jobDriver": { 
      "sparkSubmitJobDriver": { 
        "entryPoint": "local:///usr/lib/spark/examples/jars/spark-examples.jar",  
        "entryPointArguments": [ 
                  "10" 
              ], 
         "sparkSubmitParameters": "--class org.apache.spark.examples.SparkPi" 
       } 
    }, 
    "configurationOverrides": { 
        "applicationConfiguration": [ 
            { 
                "classification": "spark-defaults", 
                "properties": { 
                    "spark.kubernetes.container.image": "123456789012.dkr.ecr.us-
west-2.amazonaws.com/emr6.6_custom_repo" 
                } 
            } 
        ] 
    }
}

然后运行 start-job-run 命令提交任务。

aws emr-containers start-job-run --cli-input-json file://./start-job-run-request.json

将上面 JSON 示例中的 emr-6.6.0-latest 替换为您的 Amazon EMR 发行版的版本。我们强烈建议您使
用-latest发行版，以确保所选版本包含最新的安全更新。有关 Amazon EMR 发行版和镜像标签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如何选择基础镜像 URI (p. 33)。

Note

您可以使用 spark.kubernetes.driver.container.image 和
spark.kubernetes.executor.container.image 为驱动程序和执行程序 Pod 指定不同的镜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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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托管式终端节点自定义 Docker 镜像
您还可以为托管式终端节点自定义 Docker 镜像，以便您能运行自定义的基础内核镜像。这有助于确保您拥
有在从 EMR Studio 运行交互式工作负载时所需的依赖项。

1. 按照上述第 1-4 步进行操作，以自定义 Docker 镜像。唯一的区别是 Dockerfile 中的基本镜像 URI。基
本镜像 URI 遵循格式 ECR-registry-account.dkr.ecr.Region.amazonaws.com/notebook-
spark/container-image-tag。您需要在基本镜像 URI 中使用 notebook-spark，而不是
spark。基本镜像包含 Spark 运行时，以及随之运行的笔记本内核。有关选择区域和容器镜像标签的更
多信息，请参阅 如何选择基础镜像 URI (p. 33)。

Note

目前仅支持覆盖基础镜像，除 Amazon 提供的基础镜像之外，不支持引入其他类型的全新内
核。

2. 创建可与自定义映像配合使用的托管端点。

首先，使用以下内容创建名为 custom-image-managed-endpoint.json 的 JSON 文件。

{ 
    "name": "endpoint-name", 
    "virtualClusterId": "virtual-cluster-id", 
    "type": "JUPYTER_ENTERPRISE_GATEWAY", 
    "releaseLabel": "emr-6.6.0-latest", 
    "executionRoleArn": "execution-role-arn", 
    "certificateArn": "certificate-arn", 
    "configurationOverrides": { 
        "applicationConfiguration": [ 
            { 
                "classification": "jupyter-kernel-overrides", 
                "configurations": [ 
                    { 
                        "classification": "python3", 
                        "properties": { 
                            "container-image": "123456789012.dkr.ecr.us-
west-2.amazonaws.com/custom-notebook-python:latest" 
                        } 
                    }, 
                    { 
                        "classification": "spark-python-kubernetes", 
                        "properties": { 
                            "container-image": "123456789012.dkr.ecr.us-
west-2.amazonaws.com/custom-notebook-spark:latest" 
                        } 
                    } 
                ]  
            } 
        ] 
    }
}

然后，按照下面的示例所示，使用该 JSON 文件中指定的配置创建一个托管式终端节点。

aws emr-containers create-managed-endpoint --cli-input-json custom-image-managed-
endpoint.json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为虚拟集群创建托管式终端节点。
3. 通过 EMR Studio 连接到该托管式终端节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从 Studio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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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多架构镜像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适用于 Amazon Elastic Container Registry (Amazon ECR) 的多架构容器镜像。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适用于 Amazon ECR 的多架构容器镜像简介。

Amazon EMR on EKS 自定义镜像既支持Amazon基于 Graviton 的 EC2 实例，也支持非基于 Graviton 的 
EC2 实例。基于 Graviton 的镜像与非基于 Graviton 的镜像存储在 Amazon ECR 中的相同镜像存储库中。

例如，要检查 Docker 清单列表中是否有 6.6.0 镜像，请运行下面的命令。

docker manifest inspect 895885662937.dkr.ecr.us-west-2.amazonaws.com/spark/
emr-6.6.0:latest 

下面是输出。arm64 架构适用于 Graviton 实例。amd64 适用于非 Graviton 实例。

{ 
   "schemaVersion": 2, 
   "mediaType": "application/vnd.docker.distribution.manifest.list.v2+json", 
   "manifests": [ 
      { 
         "mediaType": "application/vnd.docker.distribution.manifest.v2+json", 
         "size": 1805, 
         "digest": 
 "xxx123:6b971cb47d11011ab3d45fff925e9442914b4977ae0f9fbcdcf5cfa99a7593f0", 
         "platform": { 
            "architecture": "arm64", 
            "os": "linux" 
         } 
      }, 
      { 
         "mediaType": "application/vnd.docker.distribution.manifest.v2+json", 
         "size": 1805, 
         "digest": 
 "xxx123:6f2375582c9c57fa9838c1d3a626f1b4fc281e287d2963a72dfe0bd81117e52f", 
         "platform": { 
            "architecture": "amd64", 
            "os": "linux" 
         } 
      } 
   ]
}

请执行以下步骤以创建多架构镜像：

1. 创建Dockerfile包含以下内容的，以便您能拉取该arm64镜像。

FROM --platform=arm64 895885662937.dkr.ecr.us-west-2.amazonaws.com/spark/
emr-6.6.0:latest
USER root 
  
RUN pip3 install boto3 // install customizations here
USER hadoop:hadoop

2. 按照适用于 Amazon ECR 的多架构容器镜像简介中的说明操作，构建一个多架构镜像。
Note

您必须在arm64实例上创建arm64映像。同样，您必须在amd64实例上构建amd64映像。

您还可以使用 Dockerbuildx 命令构建多架构镜像，而无需基于每种特定实例类型进行构构构构构构
建。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利用多 CPU 架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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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构建多架构镜像后，您可以使用相同spark.kubernetes.container.image参数提交任务，并将其
指向该镜像。在同时包括基于Amazon Graviton 和非基于 Graviton 的 EC2 实例的异构集群中，实例将
根据拉取该镜像的实例实例实例实例架构确定正确的架构镜像。

如何选择基础镜像 URI
所选基础 Docker 镜像存储在 Amazon Elastic Container Registry（Amazon ECR）。镜像 URI 遵循此格
式：ECR-registry-account.dkr.ecr.Region.amazonaws.com/spark/container-image-
tag，如下面的示例所示。

895885662937.dkr.ecr.us-west-2.amazonaws.com/spark/emr-6.10.0:latest

适用于托管式终端节点的镜像 URI 遵循此格式：ECR-registry-
account.dkr.ecr.Region.amazonaws.com/notebook-spark/container-image-tag，如下面的
示例所示。您需要在基本镜像 URI 中使用 notebook-spark，而不是 spark。

895885662937.dkr.ecr.us-west-2.amazonaws.com/notebook-spark/emr-6.10.0:latest

同样，对于托管式端点的非 Spark python3 镜像，镜像 URI 为 ECR-registry-
account.dkr.ecr.Region.amazonaws.com/notebook-python/container-image-tag。以下示
例 URI 的格式正确：

895885662937.dkr.ecr.us-west-2.amazonaws.com/notebook-python/emr-6.10.0:latest

使用下表中的信息来选择基础镜像的容器镜像标签。

发行版 Amazon EMR on EKS 发行版 容器镜像标签

emr-6.10.0-latest (p. 131) emr-6.10.0:latestAmazzzzon 
EMR 6.10.0 版
本 (p. 129) emr-6.10.0-20230220 (p. 131) emr-6.10.0-20230309

emr-6.9.0-latest (p. 133) emr-6.9.0:latestAmazon EMR 
6.9.0 发行
版 (p. 131) emr-6.9.0-20221108 (p. 133) emr-6.9.0-20221108

emr-6.8.0-latest (p. 135) emr-6.8.0:latestAmazon EMR 
6.8.0 发行
版 (p. 133) emr-6.8.0-20220802 (p. 135) emr-6.8.0:20220802

emr-6.7.0-latest (p. 136) emr-6.7.0:latestAmazon EMR 
6.7.0 发行
版 (p. 135) emr-6.7.0-20220630 (p. 136) emr-6.7.0:20220630

emr-6.6.0-最新版本 (p. 137) emr-6.6.0:latestAmazon EMR 
6.6.0 发行
版 (p. 137) emr-6.6.0-20220411 (p. 138) emr-6.6.0:20220411

emr-6.5.0-最新版本 (p. 139) emr-6.5.0:latest

emr-6.5.0-20220802 (p. 139) emr-6.5.0:20220802

Amazon EMR 
6.5.0 发行
版 (p. 138)

emr-6.5.0-20211119 (p. 139) emr-6.5.0:2021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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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版 Amazon EMR on EKS 发行版 容器镜像标签

emr-6.4.0-latest (p. 140) emr-6.4.0:latestAmazon 
EMR 6.4.0 版
本 (p. 139) emr-6.4.0-20210830 (p. 140) emr-6.4.0:20210830

emr-6.3.0-latest (p. 141) emr-6.3.0:latest

emr-6.3.0-20220802 (p. 142) emr-6.3.0:20220802

emr-6.3.0-20211008 (p. 142) emr-6.3.0:20211008

emr-6.3.0-20210802 (p. 142) emr-6.3.0:20210802

Amazon 
EMR 6.3.0 版
本 (p. 141)

emr-6.3.0-20210429 (p. 142) emr-6.3.0:20210429

emr-6.2.0-latest (p. 143) emr-6.2.0:latest

emr-6.2.0-20220802 (p. 143) emr-6.2.0:20220802

emr-6.2.0-20211008 (p. 143) emr-6.2.0:20211008

emr-6.2.0-20210802 (p. 144) emr-6.2.0:20210802

emr-6.2.0-20210615 (p. 144) emr-6.2.0:20210615

emr-6.2.0-20210129 (p. 144) emr-6.2.0-20210129

emr-6.2.0-20201218 (p. 144) emr-6.2.0-20201218

Amazon 
EMR 6.2.0 版
本 (p. 142)

emr-6.2.0-20201201 (p. 144) emr-6.2.0-20201201

emr-5.35.0-latest (p. 147) emr-5.35.0:latestAmazon EMR 
5.35.0 发行
版 (p. 146) emr-5.35.0-20220802 (p. 147) emr-5.35.0:20220802

emr-5.34.0-最新版本 (p. 148) emr-5.34.0:latest

emr-5.34.0-20220802 (p. 148) emr-5.34.0:20220802

Amazon EMR 
5.34.0 发行
版 (p. 147)

emr-5.34.0-20211208 (p. 148) emr-5.34.0:20211208

emr-5.33.0-latest (p. 149) emr-5.33.0:latest

emr-5.33.0-20220802 (p. 150) emr-5.33.0:20220802

emr-5.33.0-20211008 (p. 150) emr-5.33.0:20211008

emr-5.33.0-20210802 (p. 150) emr-5.33.0:20210802

emr-5.33.0-20210615 (p. 150) emr-5.33.0:20210615

Amazon EMR 
5.33.0 版
本 (p. 149)

emr-5.33.0-20210323 (p. 150) emr-5.33.0-20210323

emr-5.32.0-latest (p. 151) emr-5.32.0:latest

emr-5.32.0-20220802 (p. 152) emr-5.32.0:20220802

emr-5.32.0-20211008 (p. 152) emr-5.32.0:20211008

emr-5.32.0-20210802 (p. 152) emr-5.32.0:20210802

Amazon EMR 
5.32.0 版
本 (p. 151)

emr-5.32.0-20210615 (p. 152) emr-5.32.0:2021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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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版 Amazon EMR on EKS 发行版 容器镜像标签

emr-5.32.0-20210129 (p. 152) emr-5.32.0-20210129

emr-5.32.0-20201218 (p. 152) emr-5.32.0-20201218

emr-5.32.0-20201201 (p. 153) emr-5.32.0-20201201

为了避免高网络延迟，请从最近的拉取基础镜像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根据下表，选择与拉取镜像区
域相对应的 Amazon ECR 注册账户。

区域 Amazon ECR 注册账户

ap-northeast-1 059004520145

ap-northeast-2 996579266876

ap-south-1 235914868574

ap-southeast-1 671219180197

ap-southeast-2 038297999601

ca-central-1 351826393999

eu-central-1 107292555468

eu-north-1 830386416364

eu-west-1 483788554619

eu-west-2 118780647275

eu-west-3 307523725174

sa-east-1 052806832358

us-east-1 755674844232

us-east-2 711395599931

us-west-1 608033475327

us-west-2 895885662937

注意事项
当您自定义 Docker 镜像时，您可精细地选择精确的任务运行时间。使用此功能时请遵循以下最佳实践：

• 安全性是 Amazon 和您的共同责任。您负责添加到镜像中的二进制文件的安全修补。按照安全最佳
实践 (p. 109)中的说明操作，特别是获取自定义镜像的最新安全更新 (p. 109)和采用最低特权原
则 (p. 109)。

• 当您自定义基础镜像时，您必须将 Docker 用户更改为，hadoop:hadoop以便不使用根用户运行任务。
• Amazon EMR on EKS 会在运行时将文件挂载到镜像的配置之上spark-defaults.conf，例如。要覆盖

这些配置文件，我们建议您在提交任务期间使用applicationOverrides参数，而不是直接修改自定义
镜像中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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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 EMR on EKS 会在运行时挂载某些文件夹。任何对这些文件夹所做的修改都不可用于容器中。如
果要为自定义镜像添加应用程序或其依赖项，我们建议您选择不属于以下预定义路径的目录：
• /var/log/fluentd
• /var/log/spark/user
• /var/log/spark/apps
• /mnt
• /tmp
• /home/hadoop

• 您可以将自定义镜像上传到任何兼容 Docker 的存储库，例如 Amazon ECR、Docker Hub 或私有企业存储
库。有关如何使用所选 Docker 存储库配置 Amazon EKS 集群身份验证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从私有注册表
拉取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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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运行
任务运行是指您提交给 Amazon EMR on EMR on EKS 的工作单位，例如 Spark jar、 PySpark 脚本或 
SparkSQL 查询。本主题概览了如下内容：如何使用 Amazon CLI 来管理任务运行、使用 Amazon EMR 控
制台查看任务运行，以及对常见任务运行错误进行故障排查。

Note

提交任务运行之前，您必须首先完成设置 (p. 5)中的步骤。

主题
• 使用 Amazon CLI 管理任务运行 (p. 37)
• 任务运行状态 (p. 44)
• 查看 Amazon EMR 控制台中的任务 (p. 44)
• 运行任务时的常见错误  (p. 44)
• 使用任务模板 (p. 48)
• 使用 Pod 模板 (p. 51)
• 使用 Spark 事件日志轮替 (p. 57)
• 使用作业重试策略 (p. 58)

使用 Amazon CLI 管理任务运行
本主题介绍了如何使用 Amazon Command Line Interface（Amazon CLI）来管理任务运行。

主题
• 提交任务运行 (p. 37)
• 配置任务运行的选项 (p. 39)
• 配置任务运行以使用 S3 日志 (p. 40)
• 配置任务运行以使用 Amazon CloudWatch Logs (p. 41)
• 列出任务运行 (p. 42)
• 描述任务运行 (p. 42)
• 取消任务运行 (p. 42)
• 通过 StartJobRun API 运行 Spark SQL 脚本 (p. 42)

提交任务运行
使用具有指定参数的 JSON 文件来提交任务运行

1. 创建 start-job-run-request.json 文件并指定任务运行所需的参数，如下面的 JSON 文件所示。
有关这些参数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配置任务运行的选项 (p. 39)。

{ 
  "name": "myjob",  
  "virtualClusterId": "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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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ecutionRoleArn": "iam_role_name_for_job_execution",  
  "releaseLabel": "emr-6.2.0-latest",  
  "jobDriver": { 
    "sparkSubmitJobDriver": { 
      "entryPoint": "entryPoint_location", 
      "entryPointArguments": ["argument1", "argument2", ...],   
       "sparkSubmitParameters": "--class <main_class> --conf spark.executor.instances=2 
 --conf spark.executor.memory=2G --conf spark.executor.cores=2 --conf 
 spark.driver.cores=1" 
    } 
  },  
  "configurationOverrides": { 
    "applicationConfiguration": [ 
      { 
        "classification": "spark-defaults",  
        "properties": { 
          "spark.driver.memory":"2G" 
         } 
      } 
    ],  
    "monitoringConfiguration": { 
      "persistentAppUI": "ENABLED",  
      "cloudWatchMonitoringConfiguration": { 
        "logGroupName": "my_log_group",  
        "logStreamNamePrefix": "log_stream_prefix" 
      },  
      "s3MonitoringConfiguration": { 
        "logUri": "s3://my_s3_log_location" 
      } 
    } 
  }
}

2. 使用 start-job-run 命令和存储在本地的 start-job-run-request.json 文件路径。

aws emr-containers start-job-run \
--cli-input-json file://./start-job-run-request.json

使用 start-job-run 命令来开启任务运行。

1. 使用 StartJobRun 命令提供所有指定的参数，如以下示例所示。

aws emr-containers start-job-run \
--virtual-cluster-id 123456 \
--name myjob \
--execution-role-arn execution-role-arn \
--release-label emr-6.2.0-latest \
--job-driver '{"sparkSubmitJobDriver": {"entryPoint": "entryPoint_location", 
 "entryPointArguments": ["argument1", "argument2", ...], "sparkSubmitParameters": "--
class <main_class> --conf spark.executor.instances=2 --conf spark.executor.memory=2G --
conf spark.executor.cores=2 --conf spark.driver.cores=1"}}' \
--configuration-overrides '{"applicationConfiguration": [{"classification": "spark-
defaults", "properties": {"spark.driver.memory": "2G"}}], "monitoringConfiguration": 
 {"cloudWatchMonitoringConfiguration": {"logGroupName": "log_group_name", 
 "logStreamNamePrefix": "log_stream_prefix"}, "persistentAppUI":"ENABLED",  
 "s3MonitoringConfiguration": {"logUri": "s3://my_s3_log_location" }}}'    

2. 对于 Spark SQL，使用 StartJobRun 命令提供所有指定的参数，如以下示例所示。

aws emr-containers start-job-run \
--virtual-cluster-id 123456 \
--name myjo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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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on-role-arn execution-role-arn \
--release-label emr-6.7.0-latest \
--job-driver '{"sparkSqlJobDriver": {"entryPoint": "entryPoint_location", 
 "sparkSqlParameters": "--conf spark.executor.instances=2 --conf 
 spark.executor.memory=2G --conf spark.executor.cores=2 --conf spark.driver.cores=1"}}' 
 \
--configuration-overrides '{"applicationConfiguration": [{"classification": "spark-
defaults", "properties": {"spark.driver.memory": "2G"}}], "monitoringConfiguration": 
 {"cloudWatchMonitoringConfiguration": {"logGroupName": "log_group_name", 
 "logStreamNamePrefix": "log_stream_prefix"}, "persistentAppUI":"ENABLED",  
 "s3MonitoringConfiguration": {"logUri": "s3://my_s3_log_location" }}}'    

配置任务运行的选项
使用以下选项配置任务运行参数：

• --execution-role-arn：您必须提供用于运行任务的 IAM 角色。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将任务执行角
色与 Amazon EMR on EKS 结合使用 (p. 102)。

• --release-label：您可以使用 Amazon EMR 5.32.0 和 6.2.0 及更高版本部署 Amazon EMR on 
EKS。以前的 Amazon EMR 版本不支持 Amazon EMR on EKS。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发行版 (p. 129)。

• --job-driver：任务驱动程序用于为主要任务提供输入。这是一个联合类型字段，您只能传递要运行的
任务类型值之一。支持的任务类型包括：
• Spark 提交任务 - 用于通过 Spark 提交运行命令。您可以使用此任务类型，通过 Spark 提交运行 Scala 

PySpark、SparkR arkSQL 和任何其他受支持的任务。此任务类型具有以下参数：
• Entrypoint - 这是 HCFS（兼容 Hadoop 的文件系统）对要运行的主 jar/py 文件的引用。
• EntryPointArguments -这是您希望传递给主 jar /py 文件的参数数组。您应该使用 Entrypoint 代码来处

理读取这些参数。该数组中的每个参数都应该用逗号分隔。 EntryPointArguments 不能包含方括号或
圆括号，例如 ()、{} 或 []。

• SparkSubmitParameters -这些是您希望向任务发送的更多 Spark 参数。使用此参数可覆盖默认的 
Spark 属性，例如驱动程序内存、—conf 或 —class 等执行程序的数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spark-submit 启动应用程序。

• Spark SQL 任务 - 用于通过 Spark SQL 运行 SQL 查询文件。您可以使用此任务类型运行 SparkSQL 任
务。此任务类型具有以下参数：
• Entrypoint - 这是 HCFS（兼容 Hadoop 的文件系统）对要运行的 SQL 查询文件的引用。

有关可用于 Spark SQL 任务的其他 Spark 参数的列表，请参阅 通过 StartJobRun API 运行 Spark 
SQL 脚本 (p. 42)。

• --configuration-overrides：您可以为应用程序提供配置对象以覆盖默认配置。您可以使用简写语
法提供配置，或可引用 JSON 文件中的配置对象。配置对象包含分类、属性和可选的嵌套配置。属性由您
希望在该文件中覆盖的设置组成。您可以在一个 JSON 对象中为多个应用程序指定多个分类。可用的配置
分类因 Amazon EMR 发行版而异。有关 Amazon EMR 每个发行版可用的配置分类列表，请参阅Amazon 
EMR on EKS 发行版 (p. 129)。

如果在应用程序覆盖和 Spark 提交参数中传递相同的配置，则 Spark 提交参数优先。完整的配置优先级列
表如下，按最高优先级到最低优先级的顺序排列。
• 创建 SparkSession 时提供的配置。
• 使用 —conf 作为 sparkSubmitParameters 的一部分提供的配置。
• 作为应用程序覆盖的一部分提供的配置。
• Amazon EMR 为发行版选择的优化配置。
• 应用程序的默认开源配置。

要使用 Amazon CloudWatch 或 Amazon S3 监控任务运行，您必须提供的配置详细信息 CloudWatch。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配置任务运行以使用 S3 日志 (p. 40) 和 配置任务运行以使用 Ama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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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Watch Logs (p. 41)。如果 S3 存储桶或 CloudWatch 日志组不存在，则 Amazon EMR 会先创建
二者中的一个，然后再将日志上载到存储桶。

• 有关 Kubernetes 配置选项的其它列表，请参阅 Kubernetes 中的 Spark 属性。

不支持以下 Spark 配置。
• spark.kubernetes.authenticate.driver.serviceAccountName

• spark.kubernetes.authenticate.executor.serviceAccountName

• spark.kubernetes.namespace

• spark.kubernetes.driver.pod.name

• spark.kubernetes.container.image.pullPolicy

• spark.kubernetes.container.image

Note

您可以将 spark.kubernetes.container.image 用于自定义 Docker 镜像。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为 Amazon EMR on EKS 自定义 Docker 镜像 (p. 26)：

配置任务运行以使用 S3 日志
为了能够监控任务进度并排查故障，您必须配置任务，将日志信息发送到 Amazon S3、Amazon Lo 
CloudWatch gs 或两者。本主题可提供入门知识，帮助您将通过 Amazon EMR on EKS 启动的任务的应用程
序日志发布到 Amazon S3。

S3 日志 IAM policy

任务执行角色的权限策略中必须包含以下权限，然后才能将日志数据发送到 Amazon S3。请将 DOC-
EXAMPLE-BUCKET-LOGGING 替换为您的日志记录存储桶名称。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s3:PutObject", 
                "s3:GetObject", 
                "s3:ListBucket" 
            ], 
            "Resource": [ 
                "arn:aws:s3:::DOC-EXAMPLE-BUCKET-LOGGING", 
                "arn:aws:s3:::DOC-EXAMPLE-BUCKET-LOGGING/*", 
            ] 
        } 
    ]
}

Note

Amazon EMR on EKS 也可以创建 Amazon S3 存储桶。如果 Amazon S3 存储桶不可用，则 IAM 
policy 应包含 “s3:CreateBucket” 权限。

在您授予执行角色将日志发送到 Amazon S3 的合适权限后，只要 s3MonitoringConfiguration 通过
monitoringConfiguration 请求的 start-job-run 部分，您的日志数据将发送到以下 Amazon S3 位
置，如 使用 Amazon CLI 管理任务运行 (p. 37) 所示。

• 控制器日志-/ logURI/virtual-cluster-id/jobs/ job-id /containers/ pod-name/(stderr.gz/stdout.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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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驱动程序日志-/logURI/virtual-cluster-id/jobs/ job-id /containers/ spark-application-id/
spark-job-id-driver/ (stderr.gz/stdout.gz)

• 执行器日志-/ logURI/virtual-cluster-id/jobs/ job-id /containers spark-application-
idexecutor-pod-name///(stderr.gz/stdout.gz)

配置任务运行以使用 Amazon CloudWatch Logs
要监控任务进度并排查故障，您必须配置任务，将日志信息发送到 Amazon S3、Amazon Lo CloudWatch 
gs 或两者。本主题可帮助您在通过 Amazon EMR on EKS 启动的任务中开始使用 CloudWatch 日志。有关 
CloudWatch 日志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CloudWatch 用户指南中的监控日志文件。

CloudWatch 日志 IAM 政策

要完成将日志数据发送到 Lo CloudWatch gs 的任务，任务执行角色的权限策略中必须包含以下权限。以
my_log_group_ nam e # my_log_stream_pref ix 分别替换 CloudWatch 日志组名称和日志流名称。
如果日志组和日志流式传输不存在，只要执行角色 ARN 具有适当的权限，则 Amazon EMR on EKS 将创建
这些日志组和日志流式传输。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logs:CreateLogStream", 
                "logs:DescribeLogGroups", 
                "logs:DescribeLogStreams" 
            ], 
            "Resource": [ 
                "arn:aws:logs:*:*:*"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logs:PutLogEvents" 
            ], 
            "Resource": [ 
                "arn:aws:logs:*:*:log-group:my_log_group_name:log-
stream:my_log_stream_prefix/*" 
            ] 
        } 
    ]
}

Note

Amazon EMR on EKS 还可以创建日志流。如果日志流不存在，IAM policy 应包含
"logs:CreateLogGroup" 权限。

在您为执行角色指定了合适的权限后，您的应用程序会将其日志数据传递到Lo CloudWatch 
gcloudWatchMonitoringConfiguration s 时，您的应用程序会将其日志数据发送到 Logs，如所示使
用 Amazon CLI 管理任务运行 (p. 37)。monitoringConfigurationstart-job-run

在StartJobRun API 中，log_group_name 是的日志组名称 CloudWatch，log_stream_prefix 是日
志流式传输的名称前缀 CloudWatch。您可以在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中查看和搜索
这些日志。

• 控制器##-LogGroup logStreamPrefix/virtual-cluster-id//jobs/ job-id /containers/ pod-
name/(stderr/std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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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驱动程序##-LogGrou p virtual-cluster-id///jobs logStreamPrefix/job-id /containers/
spark-application-id/spark -job-id-driver/ (stderrstdout)

• 执行器##——LogGroup logStreamPrefix/virtual-cluster-id//jobs/ job-id /containers spark-
application-idexecutor-pod-name///(stderr/stdout)

列出任务运行
您可以运行 list-job-run 以显示任务运行的状态，如以下示例所示。

aws emr-containers list-job-runs --virtual-cluster-id <cluster-id>

描述任务运行
您可以运行 describe-job-run 来获取有关任务的更多详细信息，如任务状态、状态详细信息和任务名
称，如以下示例所示。

aws emr-containers describe-job-run --virtual-cluster-id cluster-id --id job-run-id

取消任务运行
您可以运行 cancel-job-run 以取消正在运行的任务，如以下示例所示。

aws emr-containers cancel-job-run --virtual-cluster-id cluster-id --id job-run-id

通过 StartJobRun API 运行 Spark SQL 脚本
EKS 版本 6.7.0 及更高版本上的 Amazon EMR 包含一个新的 Spark SQL 任务驱动程序，可让您通过
StartJobRun API 运行 Spark SQL 脚本。您可以提供 SQL 入口点文件，以直接使用 StartJobRun API 
在 Amazon EMR on EKS 上运行 Spark SQL 查询，而无需对现有 Spark SQL 脚本进行任何修改。下表列出
了直接通过 StartJobRun API 支持的 Spark SQL 任务的 Spark 参数。

您可以选择以下 Spark 参数发送到 Spark SQL 任务。使用这些参数覆盖默认 Spark 属性。

选项 描述

--name NAME Application Name

-jars JARS 以逗号分隔的 jar 列表，这些元素包含在驱动程序和
执行程序的类路径中。

--packages 以逗号分隔的 jar 的 maven 坐标列表，这些坐标包
含在驱动程序和执行程序的类路径中。

--exclude-packages 以逗号分隔的 groupId:artifactId 列表，在解析 –
packages 中提供的依赖项时要排除这些元素以避免
依赖项冲突。

--repositories 以逗号分隔的其他远程存储库列表，用于搜索 –
packages 给出的 maven 坐标。

--files FILES 以逗号分隔的文件列表，这些文件放置在每个执行
器的工作目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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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描述

--conf PROP=VALUE Spark 配置属性。

--properties-file FILE 从中加载额外属性的文件的路径。

--driver-memory MEM 驱动程序的内存。默认值为 1024MB。

--driver-java-options 传递给驱动程序的额外 Java 选项。

--driver-library-path 传递给驱动程序的额外库路径条目。

--driver-class-path 传递给驱动程序的额外类路径条目。

--executor-memory MEM 每个执行器的内存。默认为 1GB。

--driver-cores NUM 驱动程序使用的内核数。

--total-executor-cores 数字 所有执行器的内核总数。

--executor-cores NUM 每个执行程序使用的内核数。

--num-executors NUM 要启动的执行程序数。

-hivevar <key=value> 适用于 Hive 命令的变量替换，例如 -hivevar 
A=B

-hiveconf <property=value> 用于给定属性的值。

对于 Spark SQL 任务，创建 start-job-run-request .json 文件并指定任务运行所需的参数，如下面的示例所
示：

{ 
  "name": "myjob",  
  "virtualClusterId": "123456",   
  "executionRoleArn": "iam_role_name_for_job_execution",  
  "releaseLabel": "emr-6.7.0-latest",  
  "jobDriver": { 
    "sparkSqlJobDriver": { 
      "entryPoint": "entryPoint_location", 
       "sparkSqlParameters": "--conf spark.executor.instances=2 --conf 
 spark.executor.memory=2G --conf spark.executor.cores=2 --conf spark.driver.cores=1" 
    } 
  },  
  "configurationOverrides": { 
    "applicationConfiguration": [ 
      { 
        "classification": "spark-defaults",  
        "properties": { 
          "spark.driver.memory":"2G" 
         } 
      } 
    ],  
    "monitoringConfiguration": { 
      "persistentAppUI": "ENABLED",  
      "cloudWatchMonitoringConfiguration": { 
        "logGroupName": "my_log_group",  
        "logStreamNamePrefix": "log_stream_prefix" 
      },  
      "s3MonitoringConfiguration": { 
        "logUri": "s3://my_s3_log_loc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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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任务运行状态
当您将一个任务运行提交到 Amazon EMR on EKS 的任务队列时，该任务运行将进入 PENDING 状态。随
后，它将经历以下状态，直至成功（退出并返回代码 0）或失败（退出并返回非零代码）。

任务运行可具有以下状态：

• PENDING - 将任务运行提交到 Amazon EMR on EKS 时的初始任务状态。任务正在等待提交到虚拟集群，
并且 Amazon EMR on EKS 正在提交此任务。

• SUBMITTED - 已成功提交到虚拟集群的任务运行。然后，集群调度器尝试在集群上运行此任务。
• RUNNING - 任务运行正在虚拟集群中运行。在 Spark 应用程序中，这意味着 Spark 驱动程序进程处于
running 状态。

• FAILED - 任务运行未能提交到虚拟集群或未成功完成提交。查看 StateDetails 并查找 FailureReason 有关
此任务失败的其它信息。

• COMPLETED - 任务运行已成功完成。
• CANCEL_PENDING - 任务运行已请求取消。Amazon EMR on EKS 正在尝试取消虚拟集群上的任务。
• CANCELLED - 任务运行已成功取消。

查看 Amazon EMR 控制台中的任务
要在 Amazon EMR 控制台中查看任务，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 Amazon EMR 控制台左侧菜单中，从 Amazon EMR on EKS 下，选择 Virtual clusters（虚拟集群）。
2. 从虚拟集群列表中，选择您要查看任务的虚拟集群。
3. 在任务运行表中，选择 View logs (查看日志) 以查看任务运行的详细信息。

Note

默认情况下，系统会启用一键单击体验支持。在任务提交过程中，可通过将
monitoringConfiguration 中的设置从 persistentAppUI 改为 DISABLED，关闭提交。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查看持久性应用程序用户界面。

运行任务时的常见错误
当您运行 StartJobRun API 时，可能会发生以下错误。

错误消息 错误条件 向您建议的后续步骤

error: argument --argument is 
required

缺少必需参数。 将缺少的实参添加到 API 请求
中。

调用 StartJobRun 操作时出现错
误（AccessDeniedException）：
用户：ARN 无权执行：
emr-cluster：emr-cluster：
StartJobRun

缺少执行角色。 请参阅使用 将任务执行角色与 
Amazon EMR on EKS 结合使
用 (p.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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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消息 错误条件 向您建议的后续步骤

调用 StartJobRun操作时出现错
误（AccessDeniedException）：
用户：ARN 无权执行：
emr-cluster：emr-cluster：
StartJobRun

调用方没有权限通过条件键访问
执行角色 [[有效/无效格式]。

请参阅将任务执行角色与 
Amazon EMR on EKS 结合使
用 (p. 102)。

调用 StartJobRun操作时出现错
误（AccessDeniedException）：
用户：ARN 无权执行：
emr-cluster：emr-cluster：
StartJobRun

任务提交者和执行角色 ARN 来自
不同的账户。

确保任务提交者和执行角色 ARN 
来自同一 Amazon 账户。

### 1 ######
Varual Rolual 
RolexecutionRoleArn e #
### ARN ########^arn :
( a-za-z0-9-] *): iam: :
(\ d {12})# :（角色（\ 
u002F）|（\ u002F [\ u0021-
\ u007F] +\ u002F））[\ w
+=，.@-] +）

调用方拥有通过条件键执行角色
的权限，但该角色不满足 ARN 格
式的约束条件。

提供遵循 ARN 格式的执行角
色。请参阅将任务执行角色与 
Amazon EMR on EKS 结合使
用 (p. 102)。

调用 StartJobRun操作时出现错误
（ResourceNotFoundException）：
Virtual Cluster Cluster Virtua l 
Cluster Virt

找不到虚拟集群 ID。 请提供在 Amazon EMR on EKS 
上注册的虚拟集群 ID。

调用 StartJobRun 操作时出现
错误（ValidationException）：
Virtual 集群（Virtual Cluster）#
#无效，无法创建资源 JobRun。

虚拟集群尚未准备好执行任务。 请参阅虚拟集群状态 (p. 80)。

调用 StartJobRun操作时出现错误
（ResourceNotFoundException）：
Release release rele as e 不存
在）。

任务提交中指定的版本不正确。 请参阅Amazon EMR on EKS 发
行版 (p. 129)。

调用 StartJobRun操作时出现错
误（AccessDeniedException）：
用户：ARN 无权执行：emr-
Contails：StartJobRun on 资
源：ARN 带有明确拒绝的内容。

调用 StartJobRun操作时出现错
误 (AccessDeniedException)：
用户：ARN 无权执行：
emr-cluster：On 资源：
ARNStartJobRun 上的资源：ARN

用户无权调用 StartJobRun。 请参阅将任务执行角色与 
Amazon EMR on EKS 结合使
用 (p. 102)。

调用 StartJobRun 操作时出现
错误 (ValidationException)：
Configuration 
Overrides.MonitoringConfigurationMonitoringConfiguration .S3 .LogURI 
未能满足约束：%s

S3 路径 URI 语法无效。 logUri 的格式应为 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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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在任务运行之前运行 DescribeJobRun API 时，可能会发生以下错误。

错误消息 错误条件 向您建议的后续步骤

stateDetail JobRun s：提交失
败。

分类 classification 不受支
持。

failureReason：
VALIDATION_ERROR

state: FAILED。

中的 StartJobRun 参数无效。 请参阅Amazon EMR on EKS 发
行版 (p. 129)。

stateDetails：集群 EKS 
Cluster ID 不存在。

failureReason: 
CLUSTER_UNAVAILABLE

state: FAILED

EKS 集群不可用。 检查 EKS 集群是否存在并拥有适
当的权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设置 (p. 5)。

stateDetails：集群 EKS 
Cluster ID 没有足够的权限。

failureReason: 
CLUSTER_UNAVAILABLE

state: FAILED

Amazon EMR 无权访问 EKS 集
群。

验证是否在已注册的命名空间上
为 Amazon EMR 设置了权限。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设置 (p. 5)。

stateDetails: 集群 EKS Cluster 
ID 目前不可访问。

failureReason: 
CLUSTER_UNAVAILABLE

state: FAILED

无法访问 EKS 集群。 检查 EKS 集群是否存在并拥有适
当的权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设置 (p. 5)：

stateDet JobRun ails：由于内部
错误，提交失败）。

failureReason: 
INTERNAL_ERROR

state: FAILED

EKS 集群内部出现错误。 不适用

stateDetails：集群 EKS 
Cluster ID 没有足够的资源。

failureReason: USER_ERROR

state: FAILED

EKS 集群中没有足够的资源来运
行任务。

向 EKS 节点组添加更多容量或设
置 EKS Autoscaler。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 Cluster Autoscaler。

当您在任务运行后运行 DescribeJobRun API 时，会出现以下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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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消息 错误条件 向您建议的后续步骤

stateDetails: 监控您的 JobRun.

集群 EKS Cluster ID 不存
在。

failureReason: 
CLUSTER_UNAVAILABLE

state: FAILED

该 EKS 集群不存在。 检查 EKS 集群是否存在并拥有适
当的权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设置 (p. 5)：

stateDetails: 监控您的 JobRun.

集群 EKS Cluster ID 没有足
够的权限。

failureReason: 
CLUSTER_UNAVAILABLE

state: FAILED

Amazon EMR 无权访问 EKS 集
群。

验证是否在已注册的命名空间上
为 Amazon EMR 设置了权限。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设置 (p. 5)：

stateDetails: 监控您的 JobRun.

集群 EKS Cluster ID 目前不
可访问。

failureReason: 
CLUSTER_UNAVAILABLE

state: FAILED

无法访问 EKS 集群。 检查 EKS 集群是否存在并拥有适
当的权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设置 (p. 5)：

stateDetails： JobRun 由于内部
错误，监控 pual 错误，监控

failureReason: 
INTERNAL_ERROR

state: FAILED

由于发生内部错误，监控， 
JobRun 监控已被阻止。

不适用

当作业无法启动且作业在“已提交”状态下等待 15 分钟时，可能会发生以下错误。这可能是由于集群资源缺失
导致的。

错误消息 错误条件 向您建议的后续步骤

集群超时 作业处于“已提交”状态已有 15 分
钟或更长时间。

您可以使用下面所示的配置覆盖
来覆盖此参数的默认设置 15 分
钟。

使用以下配置，将集群超时设置更改为 30 分钟。请注意，您提供的新 job-start-timeout 值应以秒为单
位：

{
"configurationOverrides": { 
  "applicationConfiguration": [{ 
      "classification": "emr-containers-defaults", 
      "propert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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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b-start-timeout":"1800" 
      } 
  }]
}

使用任务模板
在启动任务运行时，任务模板中存储的值可以在 StartJobRun API 调用之间共享。它支持两种使用场景：

• 防止重复出现周期性的 StartJobRun API 请求值。
• 强制实施必须通过 StartJobRun API 请求提供某些值的规则。

借助任务模板，您可以定义可重复使用的任务运行模板，以应用额外的自定义，例如：

• 配置执行程序和驱动程序的计算容量
• 设置安全性和监管属性，例如 IAM 角色
• 自定义 Docker 映像以跨多个应用程序和数据管道使用

创建和使用任务模板启动任务运行
这一部分说明了如何通过 Amazon Command Line Interface（Amazon CLI）创建任务模板以及使用模板启
动任务运行。

创建任务模板

1. 创建一个 create-job-template-request.json 文件并指定任务模板所需的参数，如下面的示例 
JSON 文件所示。有关所有可用参数的信息，请参阅 CreateJobTemplateAPI。

StartJobRun API 所需的大多数值也是 jobTemplateData 所必需的。如果要对任何参数使用占位符并
在 StartJobRun 使用任务模板调用时提供值，请参阅有关任务模板参数的下一部分内容。

{ 
   "name": "mytemplate", 
   "jobTemplateData": { 
        "executionRoleArn": "iam_role_arn_for_job_execution",  
        "releaseLabel": "emr-6.7.0-latest", 
        "jobDriver": { 
            "sparkSubmitJobDriver": {  
                "entryPoint": "entryPoint_location", 
                "entryPointArguments": [ "argument1","argument2",...], 
                "sparkSubmitParameters": "--class <main_class> --conf 
 spark.executor.instances=2 --conf spark.executor.memory=2G --conf 
 spark.executor.cores=2 --conf spark.driver.cores=1" 
            } 
        }, 
        "configurationOverrides": { 
            "applicationConfiguration": [ 
                { 
                    "classification": "spark-defaults",  
                    "properties": { 
                         "spark.driver.memory":"2G" 
                    } 
                } 
            ],  
            "monitoringConfiguration": { 
                "persistentAppUI": "EN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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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udWatchMonitoringConfiguration": { 
                    "logGroupName": "my_log_group",  
                    "logStreamNamePrefix": "log_stream_prefix" 
                },  
                "s3MonitoringConfiguration": { 
                    "logUri": "s3://my_s3_log_location/" 
                } 
            } 
        } 
     }
}

2. 使用 create-job-template 命令和存储在本地的 create-job-template-request.json 文件路
径。

aws emr-containers create-job-template \  
--cli-input-json file://./create-job-template-request.json

使用任务模板启动任务运行

在 StartJobRun 命令中提供虚拟集群 ID、任务模板 ID 和任务名称，如以下示例所示。

aws emr-containers start-job-run \
--virtual-cluster-id 123456 \
--name myjob \
--job-template-id 1234abcd

定义任务模板参数
借助任务模板参数，您可以在任务模板中指定变量。使用该任务模板启动任务运行时，您需要指定这些参数
变量的值。任务模板参数以 ${parameterName} 格式指定。您可以选择将 jobTemplateData 字段中的
任何值指定为任务模板参数。指定每个任务模板参数变量的数据类型（STRING 或 NUMBER），此外还可以
选择指定一个默认值。以下示例演示了如何为入口点位置、主类和 S3 日志位置值指定任务模板参数。

将入口点位置、主类和 Amazon S3 日志位置指定为任务模板参数

1. 创建一个 create-job-template-request.json 文件并指定任务模板所需的参数，如下面的示例 
JSON 文件所示。有关参数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reateJobTemplateAPI。

{ 
   "name": "mytemplate", 
   "jobTemplateData": { 
        "executionRoleArn": "iam_role_arn_for_job_execution",  
        "releaseLabel": "emr-6.7.0-latest", 
        "jobDriver": { 
            "sparkSubmitJobDriver": {  
                "entryPoint": "${EntryPointLocation}", 
                "entryPointArguments": [ "argument1","argument2",...], 
                "sparkSubmitParameters": "--class ${MainClass} --conf 
 spark.executor.instances=2 --conf spark.executor.memory=2G --conf 
 spark.executor.cores=2 --conf spark.driver.cores=1" 
            } 
        }, 
        "configurationOverrides": { 
            "applicationConfiguration": [ 
                { 
                    "classification": "spark-defaults",  
                    "properties": { 
                         "spark.driver.memory":"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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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monitoringConfiguration": { 
                "persistentAppUI": "ENABLED",  
                "cloudWatchMonitoringConfiguration": { 
                    "logGroupName": "my_log_group",  
                    "logStreamNamePrefix": "log_stream_prefix" 
                },  
                "s3MonitoringConfiguration": { 
                    "logUri": "${LogS3BucketUri}" 
                } 
            } 
        }, 
        "parameterConfiguration": { 
            "EntryPointLocation": { 
                "type": "STRING" 
            }, 
            "MainClass": { 
                "type": "STRING", 
                "defaultValue":"Main" 
            }, 
            "LogS3BucketUri": { 
                "type": "STRING", 
                "defaultValue":"s3://my_s3_log_location/" 
            } 
        } 
    }
}

2. 使用 create-job-template 命令和存储在本地或 Amazon S3 上的 create-job-template-
request.json 文件路径。

aws emr-containers create-job-template \  
--cli-input-json file://./create-job-template-request.json

使用具有任务模板参数的任务模板启动任务运行

要使用包含任务模板参数的任务模板启动运行任务，请在 StartJobRun API 请求中指定任务模板 ID 以及任
务模板参数的值，如下例所示。

aws emr-containers start-job-run \
--virtual-cluster-id 123456 \
--name myjob \
--job-template-id 1234abcd \
--job-template-parameters '{"EntryPointLocation": "entry_point_location","MainClass": 
 "ExampleMainClass","LogS3BucketUri": "s3://example_s3_bucket/"}'

控制对任务模板的访问权限
借助 StartJobRun 策略，您可以强制要求某个用户或角色只能使用您指定的任务模板运行任务，如果不使
用指定的任务模板，则无法运行 StartJobRun 操作。要实现此目的，请首先确保向该用户或角色授予对指
定任务模板的读取权限，如下例所示。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emr-containers:DescribeJob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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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 [ 
                "job_template_1_arn", 
                "job_template_2_arn", 
                ... 
            ] 
        } 
    ]
}

要强制某个用户或角色只能在使用指定任务模板时调用 StartJobRun 操作，您可以将以下 StartJobRun
策略权限分配给该用户或角色。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emr-containers:StartJobRun", 
            "Resource": [ 
                "virtual_cluster_arn",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emr-containers:JobTemplateArn": [ 
                        "job_template_1_arn", 
                        "job_template_2_arn", 
                        ... 
                    ] 
                 } 
                ] 
            } 
        } 
    ]
}

如果任务模板在执行角色 ARN 字段中指定了任务模板参数，则用户将能够提供该参数的值，从而使用任意
执行角色来调用 StartJobRun。要限制用户可以提供的执行角色，请参阅 将任务执行角色与 Amazon EMR 
on EKS 结合使用 (p. 102) 中的控制对执行角色的访问权限。

如果在上述 StartJobRun 操作策略中没有为给定用户或角色指定任何条件，则表示允许该用户或角色使用
其具有读取权限的任意任务模板或使用任意执行角色在指定的虚拟集群上调用 StartJobRun 操作。

使用 Pod 模板
从 Amazon EMR 版本 5.33.0 或 6.3.0 开始，Amazon EMR on EKS 支持 Spark 的 Pod 模板功能。Pod 是包
含一个或多个容器的容器组，包含共享存储和网络资源，以及如何运行容器的规范。Pod 模板是决定如何运
行每个容器的规范。您可以使用 Pod 模板文件定义 Spark 配置不支持的驱动程序或执行程序 Pod 的配置。
有关 Spark 的 Pod 模板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Pod 模板。

Note

Pod 模板功能仅适用于驱动程序和执行程序 Pod。不能使用 Pod 模板配置任务控制器 Pod。

常见场景
您可以通过将 Pod 模板与 Amazon EMR on EKS 结合使用，来定义如何在共享 EKS 集群上运行 Spark 任
务，从而节省成本并提高资源利用率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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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降低成本，您可以安排 Spark 驱动程序任务在 Amazon EC2 按需型实例上运行，同时安排 Spark 执
行程序任务在 Amazon EC2 Spot 实例上运行。

• 为了提高资源利用率，您可以支持多个团队在同一 EKS 集群上运行其工作负载。每个团队将获得一个指定
的 Amazon EC2 节点组，以便在上运行其工作负载。您可以使用 Pod 模板对其工作负载应用相应的容忍
度。

• 为了改进监控，您可以运行单独的日志记录容器，将日志转发到现有的监控应用程序。

例如，以下 Pod 模板文件演示了常见的使用场景。

apiVersion: v1
kind: Pod
spec: 
  volumes: 
    - name: source-data-volume 
      emptyDir: {} 
    - name: metrics-files-volume 
      emptyDir: {} 
  nodeSelector: 
    eks.amazonaws.com/nodegroup: emr-containers-nodegroup 
  containers: 
  - name: spark-kubernetes-driver # This will be interpreted as driver Spark main container 
    env: 
      - name: RANDOM 
        value: "random" 
    volumeMounts: 
      - name: shared-volume 
        mountPath: /var/data 
      - name: metrics-files-volume 
        mountPath: /var/metrics/data 
  - name: custom-side-car-container # Sidecar container 
    image: <side_car_container_image> 
    env: 
      - name: RANDOM_SIDECAR 
        value: random 
    volumeMounts: 
      - name: metrics-files-volume 
        mountPath: /var/metrics/data 
    command: 
      - /bin/sh 
      - '-c' 
      -  <command-to-upload-metrics-files> 
  initContainers: 
  - name: spark-init-container-driver # Init container 
    image: <spark-pre-step-image> 
    volumeMounts: 
      - name: source-data-volume # Use EMR predefined volumes 
        mountPath: /var/data 
    command: 
      - /bin/sh 
      - '-c' 
      -  <command-to-download-dependency-jars> 
   

Pod 模板完成以下任务：

• 添加一个新的 init 容器（初始化容器），并在 Spark 主容器启动之前执行。该初始化容器将调用
的EmptyDir卷source-data-volume与 Spark 主容器一起使用。您可让您的 init 容器运行初始化步骤，
例如下载依赖项或生成输入数据。然后 Spark 主容器使用数据。

• 添加其它 Sidecar 容器（边车容器），与 Spark 主容器一起执行。这两个容器共享另一个称为 metrics-
files-volume 的 EmptyDir 卷。您的 Spark 任务可以生成指标，例如 Prometheus 指标。然后，Spark 
任务可以将指标放入文件中，并让边车容器将文件上载到您自己的 BI 系统，以供将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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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新的环境变量添加到 Spark 主容器中。您可以让您的任务使用环境变量。
• 定义节点选择器，以便该 Pod 仅安排在 emr-containers-nodegroup 节点组。这有助于各任务和团队

隔离计算资源。

利用 Amazon EMR on EKS 启用 Pod 模板
要使用 Amazon EMR on EKS 启用 Pod 模板功能，请配置 Spark 
属性 spark.kubernetes.driver.podTemplateFile 和
spark.kubernetes.executor.podTemplateFile，以指向 Amazon S3 中的 Pod 模板文件。然
后，Spark 下载 Pod 模板文件并使用它来构建驱动程序和执行程序 Pod。

Note

Spark 使用任务执行角色加载 Pod 模板，因此任务执行角色必须具有访问 Amazon S3 才能加载 
Pod 模板的权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任务执行角色 (p. 15)。

您可以使用 SparkSubmitParameters 来指定 Pod 模板的 Amazon S3 路径，如以下任务运行 JSON 文件
所示。

{ 
  "name": "myjob",  
  "virtualClusterId": "123456",   
  "executionRoleArn": "iam_role_name_for_job_execution",  
  "releaseLabel": "release_label",  
  "jobDriver": { 
    "sparkSubmitJobDriver": { 
      "entryPoint": "entryPoint_location", 
      "entryPointArguments": ["argument1", "argument2", ...],  
       "sparkSubmitParameters": "--class <main_class> \ 
         --conf spark.kubernetes.driver.podTemplateFile=s3://path_to_driver_pod_template \ 
         --conf 
 spark.kubernetes.executor.podTemplateFile=s3://path_to_executor_pod_template \ 
         --conf spark.executor.instances=2 \ 
         --conf spark.executor.memory=2G \ 
         --conf spark.executor.cores=2 \ 
         --conf spark.driver.cores=1" 
    } 
  }
}

此外，您也可以使用 configurationOverrides 来指定 Pod 模板的 Amazon S3 路径，如以下任务运行 
JSON 文件所示。

{ 
  "name": "myjob",  
  "virtualClusterId": "123456",   
  "executionRoleArn": "iam_role_name_for_job_execution",  
  "releaseLabel": "release_label",  
  "jobDriver": { 
    "sparkSubmitJobDriver": { 
      "entryPoint": "entryPoint_location", 
      "entryPointArguments": ["argument1", "argument2", ...],   
       "sparkSubmitParameters": "--class <main_class> \ 
         --conf spark.executor.instances=2 \ 
         --conf spark.executor.memory=2G \ 
         --conf spark.executor.cores=2 \ 
         --conf spark.driver.cores=1" 
    } 
  },  
  "configurationOverrides": { 
    "applicationConfigur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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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lassification": "spark-defaults",  
        "properties": { 
          "spark.driver.memory":"2G", 
          "spark.kubernetes.driver.podTemplateFile":"s3://path_to_driver_pod_template", 
          "spark.kubernetes.executor.podTemplateFile":"s3://path_to_executor_pod_template" 
         } 
      } 
    ] 
  }
}

Note

1. 将 Pod 模板功能与 Amazon EMR on EKS 结合使用时，您需要遵循安全指南，例如隔离不受信
任的应用程序代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安全最佳实践 (p. 109)。

2. 您无法通过使用 spark.kubernetes.driver.podTemplateContainerName 和
spark.kubernetes.executor.podTemplateContainerName 来更改 Spark 主容器名
称，因为这些名称已被硬编码为 spark-kubernetes-driver 和 spark-kubernetes-
executors。如果要自定义 Spark 主容器，则必须使用这些硬编码名称在 Pod 模板中指定容
器。

Pod 模板字段
使用 Amazon EMR on EKS 配置 Pod 模板时，请考虑以下字段限制。

• Amazon EMR on EKS 仅允许 Pod 模板中的以下字段启用合适的任务调度。

以下是所允许的 Pod 级别字段：
• apiVersion
• kind
• metadata
• spec.activeDeadlineSeconds
• spec.affinity
• spec.containers
• spec.enableServiceLinks
• spec.ephemeralContainers
• spec.hostAliases
• spec.hostname
• spec.imagePullSecrets
• spec.initContainers
• spec.nodeName
• spec.nodeSelector
• spec.overhead
• spec.preemptionPolicy
• spec.priority
• spec.priorityClassName
• spec.readinessGates
• spec.runtimeClassName
• spec.schedulerName
• spec.sub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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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c.terminationGracePeriodSeconds

• spec.tolerations

• spec.topologySpreadConstraints

• spec.volumes

这些是所允许的 Spark 主容器级别字段：
• env

• envFrom

• name

• lifecycle

• livenessProbe

• readinessProbe

• resources

• startupProbe

• stdin

• stdinOnce

• terminationMessagePath

• terminationMessagePolicy

• tty

• volumeDevices

• volumeMounts

• workingDir

当您在 Pod 模板中使用任何不允许的字段时，Spark 将引发异常，并且任务将失败。以下示例显示，由于
不允许字段而导致 Spark 控制器日志中出现错误消息。

Executor pod template validation failed.
Field container.command in Spark main container not allowed but specified.

• Amazon EMR on EKS 预定义了 Pod 模板中的以下参数。您在 Pod 模板中指定的字段不得与这些字段重
叠。

这些是预定义的卷名称：
• emr-container-communicate

• config-volume

• emr-container-application-log-dir

• emr-container-event-log-dir

• temp-data-dir

• mnt-dir

• home-dir

• emr-container-s3

这些是仅适用于 Spark 主容器的预定义卷挂载：
• 名称:emr-container-communicate; MountPath:/var/log/fluentd
• 名称:emr-container-application-log-dir; MountPath:/var/log/spark/user
• 名称:emr-container-event-log-dir; MountPath:/var/log/spark/apps
• 名称:mnt-dir; MountPath:/mnt
• 名称:temp-data-dir; MountPath:/tmp
• 名称:home-dir; MountPath:/home/had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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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仅适用于 Spark 主容器的预定义环境变量：
• SPARK_CONTAINER_ID
• K8S_SPARK_LOG_URL_STDERR
• K8S_SPARK_LOG_URL_STDOUT
• SIDECAR_SIGNAL_FILE

Note

您仍然可以使用这些预定义卷，并将它们挂载到其它边车容器中。例如，您可以使用 emr-
container-application-log-dir，并将其挂载到您在 Pod 模板中定义的边车容器上。

如果指定的字段与 Pod 模板中的任何预定义字段冲突，Spark 将引发异常，并且任务将失败。以下示例显
示，由于与预定义字段冲突，Spark 应用程序日志出现了错误消息。

Defined volume mount path on main container must not overlap with reserved mount paths: 
 [<reserved-paths>]

边车容器注意事项
Amazon EMR 控制由 Amazon EMR on EKS 预置的 Pod 生命周期。边车容器应遵循与 Spark 主容器相同的
生命周期。如果您在 Pod 中注入额外的边车容器，我们建议您与 Amazon EMR 定义的 Pod 生命周期管理集
成，以便在 Spark 主容器退出时，边车容器可以自行停止。

为了降低成本，我们建议您实施一个流程，以防止存在边车容器的驱动程序 Pod 在任务完成后继续运行。
完成执行程序后，Spark 驱动程序会删除执行程序 Pod。但是，当驱动程序完成后，其它边车容器将继续
运行。在 Amazon EMR on EKS 清除 Pod 驱动程序之前，Pod 都会产生费用，通常在驱动程序 Spark 主容
器完成后不到一分钟内产生费用。为了降低成本，您可以将更多边车容器与生命周期管理机制集成，以便 
Amazon EMR on EKS 为驱动程序和执行程序 Pod 定义生命周期管理机制，如下节所述。

在驱动程序和执行程序 Pod 中的 Spark 主容器每两秒钟将 heartbeat 发送到文件 /var/log/fluentd/
main-container-terminated。通过向您的边车容器添加 Amazon EMR 预定义的 emr-container-
communicate 卷挂载，您可以定义 Sidecar 容器的子进程，以定期跟踪此文件的上次修改时间。然后，如
果子进程发现 Spark 主容器在较长持续时间内停止使用 heartbeat，则子进程会自行停止。

以下示例演示了跟踪检测信号文件并自行停止的子进程。将 your_volume_mount 替换为挂载预
定义卷的路径。脚本捆绑在边车容器使用的镜像内部。在 Pod 模板文件中，您可以使用以下命令
sub_process_script.sh 和 main_command 来指定边车容器。

MOUNT_PATH="your_volume_mount"
FILE_TO_WATCH="$MOUNT_PATH/main-container-terminated"
INITIAL_HEARTBEAT_TIMEOUT_THRESHOLD=60
HEARTBEAT_TIMEOUT_THRESHOLD=15
SLEEP_DURATION=10

function terminate_main_process() { 
  # Stop main process
}

# Waiting for the first heartbeat sent by Spark main container
echo "Waiting for file $FILE_TO_WATCH to appear..."
start_wait=$(date +%s)
while ! [[ -f "$FILE_TO_WATCH" ]]; do 
    elapsed_wait=$(expr $(date +%s) - $start_wait) 
    if [ "$elapsed_wait" -gt "$INITIAL_HEARTBEAT_TIMEOUT_THRESHOLD" ]; then 
        echo "File $FILE_TO_WATCH not found after $INITIAL_HEARTBEAT_TIMEOUT_THRESHOLD 
 seconds; aborting" 
        terminate_main_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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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it 1 
    fi 
    sleep $SLEEP_DURATION;
done;
echo "Found file $FILE_TO_WATCH; watching for heartbeats..."

while [[ -f "$FILE_TO_WATCH" ]]; do 
    LAST_HEARTBEAT=$(stat -c %Y $FILE_TO_WATCH) 
    ELAPSED_TIME_SINCE_AFTER_HEARTBEAT=$(expr $(date +%s) - $LAST_HEARTBEAT) 
    if [ "$ELAPSED_TIME_SINCE_AFTER_HEARTBEAT" -gt "$HEARTBEAT_TIMEOUT_THRESHOLD" ]; then 
        echo "Last heartbeat to file $FILE_TO_WATCH was more than 
 $HEARTBEAT_TIMEOUT_THRESHOLD seconds ago at $LAST_HEARTBEAT; terminating" 
        terminate_main_process 
        exit 0 
    fi 
    sleep $SLEEP_DURATION;
done;
echo "Outside of loop, main-container-terminated file no longer exists" 
     
# The file will be deleted once the fluentd container is terminated

echo "The file $FILE_TO_WATCH doesn't exist any more;"
terminate_main_process
exit 0

使用 Spark 事件日志轮替
借助 Amazon EMR 6.3.0 及更高版本，您可以启用 Amazon EMR on EKS 的 Spark 事件日志轮换功能。此
功能根据配置的时间间隔轮替文件，并删除最旧的事件日志文件，而不是生成单个事件日志文件。

轮替 Spark 事件日志，以助您避免因长时间运行或串流任务而生成的大型 Spark 事件日志文件出现潜在
问题。例如，启动一个长时间运行的 Spark 任务，并且其启用了使用 persistentAppUI 参数的事件日
志。Spark 驱动程序会生成一个事件日志文件。如果任务运行数小时或数天，并且 Kubernetes 节点上的磁盘
空间有限，则事件日志文件可以占用所有可用磁盘空间。启用 Spark 事件日志轮替功能，可通过将日志文件
拆分为多个文件，并删除最旧的文件来解决问题。

Note

此功能仅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并且不支持在 Amazon EC2 上运行的 Amazon EMR。

要打开 Spark 事件日志轮替功能，请配置以下 Spark 参数：

• spark.eventLog.rotation.enabled：启用日志轮替功能。默认情况下，Spark 配置文件中会禁用
它。将其设置为 true 以启用此功能。

• spark.eventLog.rotation.interval：指定日志轮替的时间间隔。最小值为 60 秒。默认值为 300 
秒。

• spark.eventLog.rotation.minFileSize：指定轮替日志文件的最小文件大小。默认值最少为 
1MB。

• spark.eventLog.rotation.maxFilesToRetain：指定清理期间要保留的轮替日志文件的数量。有
效范围为 1 到 10。默认值是 2。

您可以在 StartJobRun API 的 sparkSubmitParameters 部分制定这些参数，如以下示例所示。

"sparkSubmitParameters": "--class org.apache.spark.examples.SparkPi --conf 
 spark.eventLog.rotation.enabled=true --conf spark.eventLog.rotation.interval=300 --conf 
 spark.eventLog.rotation.minFileSize=1m --conf spark.eventLog.rotation.maxFilesToRetai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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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作业重试策略
在 Amazon EMR on EKS 6.9.0 版本及更高版本中，您可以为作业运行设置重试策略。重试策略会在作业驱
动程序容器组（pod）失败或被删除时自动重新启动。这使得长时间运行的 Spark 流式传输作业在出现故障
时更具弹性。

设置作业的重试策略
要配置重试策略，您可以使用 StartJobRunAPI 提供一个RetryPolicyConfiguration字段。此处显示了
一个示例 retryPolicyConfiguration：

aws emr-containers start-job-run \
--virtual-cluster-id cluster_id \
--name sample-job-name \
--execution-role-arn execution-role-arn \
--release-label emr-6.9.0-latest \
--job-driver '{ 
  "sparkSubmitJobDriver": { 
    "entryPoint": "local:///usr/lib/spark/examples/src/main/python/pi.py", 
    "entryPointArguments": [ "2" ], 
    "sparkSubmitParameters": "--conf spark.executor.instances=2 --conf 
 spark.executor.memory=2G --conf spark.executor.cores=2 --conf spark.driver.cores=1" 
  }
}' \
--retry-policy-configuration '{ 
    "maxAttempts": 5 
  }' \
--configuration-overrides '{ 
  "monitoringConfiguration": { 
    "cloudWatchMonitoringConfiguration": { 
      "logGroupName": "my_log_group_name", 
      "logStreamNamePrefix": "my_log_stream_prefix" 
    }, 
    "s3MonitoringConfiguration": { 
       "logUri": "s3://DOC-EXAMPLE-BUCKET-LOGGING" 
    } 
  }
}'

Note

retryPolicyConfiguration仅从Amazon CLI 1.27.68 版本开始可用。要更新的最新版本，请
参阅安装或更新的最新版本。Amazon CLIAmazon CLI

为此 maxAttempts 字段配置您希望在作业驱动程序容器组（pod）失败或被删除时重新启动的最大次数。
两次作业驱动程序重试之间的执行间隔是指数重试间隔（10 秒、20 秒、40 秒...），上限为 6 分钟，如
Kubernetes 文档中所述。

Note

每额外执行一次作业驱动程序都将作为另一次作业运行进行计费，并根据 Amazon EMR on EKS 定
价而定。

重试策略配置值
• 作业的默认重试策略：StartJobRun 包括默认情况下最大尝试次数设置为 1 的重试策略。您可以根据需

要配置重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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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如果 retryPolicyConfiguration 的 maxAttempts 设置为 1，则表示在失败时不会重试启
动驱动程序容器组（pod）。

• 禁用作业重试策略：要禁用重试策略，请将最大尝试次数值设置 retryPolicyConfiguration 为 1。

"retryPolicyConfiguration": { 
    "maxAttempts": 1
}

• 在有效范围内为作业设置 maxAttempts：如果 maxAttempts 值超出有效范围，则 StartJobRun 调用
将失败。有效 maxAttempts 范围介于 1 到 2147483647（32 位整数）之间，该范围受 Kubernetes 的
backOffLimit 配置设置支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Kubernetes 文档中的 容器组（pod）回退失败策
略。如果该 maxAttempts 值无效，则系统会返回以下错误消息：

{ 
 "message": "Retry policy configuration's parameter value of maxAttempts is invalid"
}

检索作业重试策略的状态
您可以使用ListJobRuns和 DescribeJobRunAPI 查看任务的重试尝试状态。请求了已启用重试策略配置的作
业后， ListJobRun 和 DescribeJobRun 响应将在 RetryPolicyExecution 字段中包含重试策略的当前状态。此
外， DescribeJobRun 响应将 RetryPolicyConfiguration 包含任务 StartJobRun请求中输入的内容。

示例响应

ListJobRuns response

{ 
  "jobRuns": [ 
    ... 
    ... 
    "retryPolicyExecution" : { 
      "currentAttemptCount": 2 
    } 
    ... 
    ... 
  ]
}

DescribeJobRun response

{ 
  ... 
  ... 
  "retryPolicyConfiguration": { 
    "maxAttempts": 5 
   }, 
   "retryPolicyExecution" : { 
    "currentAttemptCount": 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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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禁用作业中的重试策略后，这些字段将不可见，如以下 重试策略配置值 (p. 58) 中所述。

使用重试策略监控作业
启用重试策略后，会为创建的每个作业驱动程序生成一个 CloudWatch 事件。要订阅这些事件，请使用以下
命令设置 CloudWatch 事件规则：

aws events put-rule \
--name cwe-test \
--event-pattern '{"detail-type": ["EMR Job Run New Driver Attempt"]}'

该事件将返回有关作业驱动程序的 newDriverPodName、newDriverCreatedAt 时间
戳、previousDriverFailureMessage 和 currentAttemptCount 的信息。如果禁用重试策略，则不
会创建这些事件。

有关如何通过 CloudWatch 事件监控作业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通过 Amazon CloudWatch Events 监控任
务 (p. 76)本指南中的。

查找驱动程序和执行程序的日志
驱动程序容器组（pod）名称遵循以下格式spark-<job id>-driver-<random-suffix>。相
同random-suffix内容会添加到驱动程序生成的执行器容器容器容器容器组（pod）名称中。使用
此random-suffix，您可以找到驱动程序及其关联执行程序的日志。只有在random-suffix为作业启用了
重试策略时才 (p. 58)会出现；否则，random-suffix将不存在。

有关如何使用监控配置来配置作业以用于日志记录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本指南中的 运行 Spark 应用程
序 (p.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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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托管端点运行交互式工作负载

Amazon EMR on EKS 托管式端点功能为预览版，随时可能更改。该功能作为Amazon服务条款中定义的
预览服务提供。

托管端点这种网关可提供从 Amazon EMR Studio 到 Amazon EMR on EKS 连接，以便您可以运行交互式工
作负载。在 EMR Studio 中使用托管端点功能，对 Amazon S3 和 Amazon DynamoDB 等数据存储中的数据
集运行交互式分析。

使用案例

• 使用 EMR Studio IDE 体验创建 ETL 脚本。IDE 提取本地数据并在转换后将其存储在 Amazon S3 中，以
供后续分析。

• 使用笔记本浏览数据集并训练机器学习模型来检测数据集中的异常。
• 创建用于为业务控制面板等分析应用程序生成每日报告的脚本。

主题
• 托管端点概述 (p. 61)
• 在 Amazon EMR on EKS 上创建托管端点的先决条件 (p. 62)
• 为您的虚拟集群创建托管端点 (p. 64)
• 托管端点上的其他操作 (p. 66)
• 配置托管端点的设置 (p. 68)
• 监控管式端点 (p. 74)

托管端点概述
托管端点向 Amazon EMR Studio 等交互式客户端提供连接到 Amazon EMR on EKS 集群以运行交互式工作
负载的功能。托管端点由 Jupyter Enterprise Gateway 提供支持，该网关提供交互式客户端所需的远程内核
生命周期管理功能。内核是与编程语言相关的进程，通过与基于 Jupyter 的客户端 Amazon EMR Studio 进
行交互来运行交互式工作负载。目前，托管端点支持以下内核：

• Python3
• PySpark Kubernetes
• Spark Scala

Note

Amazon EMR on EKS 定价适用于托管端点和内核。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定价页面。

EMR Studio 需要以下实体才能与 Amazon EMR on EKS 建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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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 EMR on EKS 虚拟集群：虚拟集群是 Amazon EMR 注册的 Kubernetes 命名空间。Amazon 
EMR 使用虚拟集群运行任务和主机终端节点。同一个物理集群可以支持多个虚拟集群。不过，每个虚拟集
群都映射到 Amazon EKS 集群上的命名空间。虚拟集群不会创建任何可增加您账单的活动资源，以及需要
在服务之外进行生命周期管理的活动资源。

• Amazon EMR on EKS 托管端点：托管端点是 HTTPS 端点，EMR Studio 用户可以将工作区连接到该
端点。HTTPS 端点只能通过您的 EMR Studio 访问，并在 Amazon EKS 集群的 Amazon Virtual Private 
Cloud（Amazon VPC）的私有子网中创建。

Python 和 Spark Scala 内核使用在您的 Amazon EMR on EKS 任务执行角色中定义的权限来调用其他
Amazon Web Services。 PySpark连接到托管端点的所有内核和用户都使用创建端点时使用的角色。我
们建议为不应共享相同 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角色的不同用户创建单独的端
点。

• Amazon 应用程序负载均衡器控制器：Amazon 应用程序负载均衡器控制器管理 Amazon EKS Kubernetes 
集群的 Elastic Load Balancing。在创建 Kubernetes 入口资源时，控制器会预置应用程序负载均衡器
（ALB）。应用程序负载均衡器会在 Amazon EKS 集群之外但在同一 Amazon VPC 内公开 Kubernetes 服
务，例如托管端点。创建托管端点时还会部署入口资源，该资源通过应用程序负载均衡器公开托管端点，
供交互式客户端连接。您只需为每个 Amazon EKS 集群安装一个 Amazon 应用程序负载均衡器。

下图描述了 Amazon EMR on EKS 中的托管端点架构。Amazon EKS 集群由用于运行分析工作负载的计算
节点和托管端点组成。Amazon 负载均衡器控制器在 kube-system 命名空间中运行，而工作负载和托管端点
在创建虚拟集群时创建的命名空间中运行。创建托管端点后，Amazon EMR on EKS 控制面板会在 Amazon 
EKS 集群中创建托管端点部署。此外，Amazon 负载均衡器控制器会创建应用程序负载均衡器入口的实例。
应用程序负载均衡器为 EMR Studio 等客户端提供外部接口，以便连接到 Amazon EMR 集群来运行交互式工
作负载。

在 Amazon EMR on EKS 上创建托管端点的先决条
件

本部分介绍设置托管端点的先决条件，EMR Studio 使用该端点连接到 Amazon EMR on EKS 集群来运行交
互式工作负载。

Amazon CLI
要安装最新版本的 Amazon Command Line Interface（Amazon CLI），请按照 安装 Amazon CLI (p. 5) 中的
步骤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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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eksctl
要安装最新版本的 eksctl，请按照 安装 eksctl (p. 7) 中的步骤进行操作。如果在 Amazon EKS 集群中使用 
Kubernetes 版本 1.22 或更高版本，则请使用大于 0.117.0 的 eksctl 版本。

Amazon EKS 集群
创建 Amazon EKS 集群。将集群注册为 Amazon EMR on EKS 的虚拟集群。以下是此集群的要求和注意事
项：

• 集群必须与您的 EMR Studio 位于同一 Amazon Virtual Private Cloud 中。

• 集群必须至少有一个私有子网，才能激活托管端点、链接基于 git 的存储库以及在私有模式下启动应用程
序负载均衡器。

• 您的 EMR Studio 和用于注册虚拟集群的 Amazon EKS 集群之间必须至少有一个私有子网。这可确保您的
托管端点作为选项显示在 Studio Workspaces 中，并激活从 Studio 到应用程序负载均衡器的连接。有两种
方法可以激活 Studio 和 Amazon EKS 集群之间的连接：
• 创建 Amazon EKS 集群并将其关联到属于您 EMR Studio 的子网。
• 创建 EMR Studio 并指定您 Amazon EKS 集群的私有子网。

• Amazon EMR on EKS 托管端点不支持针对 Amazon EKS 优化的 ARM Amazon Linux AMI。
• 托管端点不支持只适用于 Amazon Fargate 的 Amazon EKS 集群。
• 托管端点可与运行 Kubernetes 1.24 或更低版本的 Amazon EKS 集群配合使用。
• 仅支持 Amazon EKS 托管节点组。

授予 Amazon EMR on EKS 对集群的访问权限
按照授予 Amazon EMR on EKS 对集群的访问权限中的步骤，授予 Amazon EMR on EKS 对集群中特定命
名空间的访问权限。

在 Amazon EKS 集群上激活 IRSA
要在 Amazon EKS 集群上激活服务账户的 IAM 角色（IRSA），请按照启用服务账户的 IAM 角色
（IRSA）中的步骤操作。

创建 IAM 任务执行角色
您必须创建一个 IAM 角色，才能在 Amazon EMR on EKS 托管端点上运行工作负载。我们在本文档中将此 
IAM 角色称为任务执行角色。此 IAM 角色既会分配给托管端点容器，也会分配给您向 EMR Studio 提交任务
时创建的实际执行容器。您将需要 Amazon EMR on EKS 任务执行角色的 Amazon 资源名称（ARN）。为
此，请按以下两个步骤操作：

• 创建任务执行的 IAM 角色。
• 更新任务执行角色的信任策略。

授予用户访问 Amazon EMR on EKS 的权限
按照 授予用户访问 Amazon EMR on EKS 的权限 (p. 16) 中所述的步骤，也向提出创建托管端点请求的 IAM 
实体（用户或角色）授予以下 Amazon EC2 和 emr-containers 权限。以下 Amazon EC2 权限允许 Amazon 
EMR on EKS 创建、管理和删除安全组，这些安全组会限制流向托管端点负载均衡器的入站流量。以下 emr-
containers 权限允许用户执行基本的托管端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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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2:CreateSecurityGroup",
"ec2:DeleteSecurityGroup",
"ec2:AuthorizeSecurityGroupEgress",
"ec2:AuthorizeSecurityGroupIngress",
"ec2:RevokeSecurityGroupEgress",
"ec2:RevokeSecurityGroupIngress"

"emr-containers:CreateManagedEndpoint",
"emr-containers:ListManagedEndpoints",
"emr-containers:DescribeManagedEndpoint",
"emr-containers:DeleteManagedEndpoint"

通过 Amazon EMR 注册 Amazon EKS 集群
设置一个虚拟集群，其会映射到要执行任务的 Amazon EKS 集群中的命名空间。有关设置 Amazon EMR on 
EKS 虚拟集群的信息，请参阅 通过 Amazon EMR 注册 Amazon EKS 集群 (p. 19)。

将 Amazon 负载均衡器控制器部署到 Amazon EKS 集
群
您的 Amazon EKS 集群需要 Amazon 应用程序负载均衡器。您只需为每个 Amazon EKS 集群设置一个应用
程序负载均衡器控制器。有关设置 Amazon 应用程序负载均衡器控制器的信息，请参阅《Amazon EKS 用户
指南》中的安装 Amazon 负载均衡器控制器附加组件。

为您的虚拟集群创建托管端点
本主题介绍如何使用 Amazon 命令行界面（Amazon CLI）创建托管端点。

使用 create-managed-endpoint 命令创建托管端点
按如下所示指定 create-managed-endpoint 命令中的所有参数。

aws emr-containers create-managed-endpoint \
‐‐type JUPYTER_ENTERPRISE_GATEWAY \
‐‐virtual‐cluster‐id <0b0qvauoy3ch1nqodxxxxxxxx> \
‐‐name <example-endpoint-name> \
‐‐execution-role-arn arn:aws:iam::<aws-account-id>:role/<JobExecutionRolEKSClusterRole> \
‐‐release-label <emr-6.9.0-latest> \
‐‐configuration-overrides '{ 
    "applicationConfiguration": [{ 
        "classification": "spark-defaults", 
        "properties": { 
            "spark.driver.memory": "2G" 
        } 
    }], 
    "monitoringConfiguration": { 
        "cloudWatchMonitoringConfiguration": { 
            "logGroupName": "log_group_name", 
            "logStreamNamePrefix": "log_stream_prefix" 
        }, 
        "persistentAppUI": "ENABLED", 
        "s3MonitoringConfiguration": { 
            "logUri": "s3://my_s3_log_location"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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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具有指定参数的 JSON 文件创建托管端点
1. 创建一个 create-managed-endpoint-request.json 文件并指定端点所需的参数，如下面的 JSON 

文件所示：

{ 
    "name": "MY_TEST_ENDPOINT", 
    "virtualClusterId": "MY_VC_ID", 
    "type": "JUPYTER_ENTERPRISE_GATEWAY", 
    "releaseLabel": "emr-X.Y.Z-latest", 
    "executionRoleArn": "iam_role_arn_for_endpoint_job_execution", 
    "configurationOverrides": 
    { 
        "applicationConfiguration":  
        [ 
            { 
                "classification": "spark-defaults", 
                "properties": 
                { 
                    "spark.driver.memory": "8G" 
                } 
            } 
        ], 
        "monitoringConfiguration": 
        { 
            "persistentAppUI": "ENABLED", 
            "cloudWatchMonitoringConfiguration": 
            { 
                "logGroupName": "my_log_group", 
                "logStreamNamePrefix": "log_stream_prefix" 
            }, 
            "s3MonitoringConfiguration": 
            { 
                "logUri": "s3://my_s3_log_location" 
            } 
        } 
    }
}

2. 将 create-managed-endpoint 命令与存储在本地或 Amazon S3 中的 create-managed-endpoint-
request .json 文件路径一起使用。

aws emr-containers create-managed-endpoint \
‐‐cli-input-json  file://./create-managed-endpoint-request.json ‐‐region <aws-region>

创建托管端点的输出
您应该在终端中看到以下输出，其中包括新托管端点的名称和标识符：

{ 
    "id": "8gai4l4exxxxx", 
    "name": "example-endpoint-name",  
    "arn": "arn:aws:emr-containers:us-west-2:061xxxxxxxxx:/
virtualclusters/0b0qvauoy3ch1nqodxxxxxxxx/endpoints/8gai4l4exxxxx", 
    "virtualClusterId": "0b0qvauoy3ch1nqodxxxxxxxx"
}

运行 aws emr-containers create-managed-endpoint 会创建自签名证书，该证书允许 EMR Studio 与托管端
点服务器之间进行 HTTP 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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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create-managed-endpoint 在不满足先决条件的情况下运行，则会显示一条用户可操作的错误消息，其
中会指示应采取哪些操作。

用于创建托管端点的参数
创建托管端点时必须指定以下参数：

• ‐‐type：使用 JUPYTER_ENTERPRISE_GATEWAY。这是当前唯一支持的类型。

• ‐‐‐‐‐‐virtual-cluster-id eMR on EKS 注册的虚拟集群的标识符。

• ‐‐name：托管端点的描述性名称，有助于 EMR Studio 用户从列表中选择托管端点。

• ‐‐‐‐‐iaexecution-role-arn m 任务执行角色的 Amazon Resource Name（ARN）。

• ‐‐release-label：创建端点时要使用的 Amazon EMR 发行版的发行版标签。例如：emr-6.9.0-
latest。Amazon EMR on EKS 支持使用 Amazon EMR 发行版 6.0 及更高版本创建托管端点。

在创建托管端点时，可以选择指定以下内容：

• ‐‐configuration-overrides：您可以提供配置对象来覆盖应用程序的默认配置。您可以使用简写语法提供配
置，或可引用 JSON 文件中的配置对象。

配置对象包含分类、属性和可选的嵌套配置。属性由您希望在该文件中覆盖的设置组成。您可以在一
个 JSON 对象中为多个应用程序指定多个分类。可用的配置分类因 Amazon EMR on EKS 发行版而
异。有关 Amazon EMR on EKS 每个发行版可用的配置分类列表，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发行
版 (p. 129)。除了为每个发行版列出的配置分类外，托管端点还引入了额外的分类 jeg-config，此内
容将在本部分后面进行详细介绍。

托管端点上的其他操作
本主题介绍托管端点上支持的 create-managed-endpoint 以外的操作

获取托管式端点的详细信息
创建托管式端点后，您可以使用 describe-managed-endpoint Amazon CLI 命令检索其详细信息。为
managed-endpoint-id 和 virtual-cluster-id 插入您自己的值：

aws emr-containers describe-managed-endpoint ‐‐id <managed-endpoint-id> \ 
 ‐‐virtual-cluster-id <virtual-cluster-id> ‐‐region <aws-region>

此处显示了生成的详细信息。其中包含指定端点 ARN、ID 和名称等信息。

{ 
   "id": "as3ys2xxxxxxx", 
   "name": "endpoint-name", 
    "arn": "arn:aws:emr-containers:us-east-1:1828xxxxxxxx:/virtualclusters/
lbhl6kwwyoxxxxxxxxxxxxxxx/endpoints/as3ysxxxxxxxx", 
    "virtualClusterId": "lbhl6kwwyoxxxxxxxxxxxxxxx", 
    "type": "JUPYTER_ENTERPRISE_GATEWAY", 
    "state": "ACTIVE", 
    "releaseLabel": "emr-6.9.0-latest", 
   "executionRoleArn": "arn:aws:iam::1828xxxxxxxx:role/Rol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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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rtificateAuthority": { 
        "certificateArn": "arn:aws:acm:us-east-1:1828xxxxxxxx:certificate/zzzzzzzz-
e59b-4ed0-aaaa-bbbbbbbbbbbb", 
        "certificateData": "certificate-data" 
    }, 
    "configurationOverrides": { 
        "applicationConfiguration": [ 
            { 
                "classification": "spark-defaults", 
                "properties": { 
                    "spark.driver.memory": "8G" 
                } 
            } 
        ], 
        "monitoringConfiguration": { 
            "persistentAppUI": "ENABLED", 
            "cloudWatchMonitoringConfiguration": { 
                "logGroupName": "log-group-name", 
                "logStreamNamePrefix": "log-stream-name-prefix" 
            }, 
            "s3MonitoringConfiguration": { 
                "logUri": "s3-bucket-name" 
            } 
        } 
    }, 
   "serverUrl": "https://internal-k8s-namespace-ingressa-aaaaaaaaaa-
zzzzzzzzzz.us-east-1.elb.amazonaws.com:18888 (https://internal-k8s-nspluto-
ingressa-51e860abbd-1620715833.us-east-1.elb.amazonaws.com:18888/)", 
    "createdAt": "2022-09-19T12:37:49+00:00", 
    "securityGroup": "sg-aaaaaaaaaaaaaa", 
    "subnetIds": [ 
        "subnet-11111111111", 
        "subnet-22222222222", 
        "subnet-33333333333" 
    ], 
    "stateDetails": "Endpoint created successfully. It took 3 Minutes 15 Seconds", 
    "tags": {} 
 }

列出与虚拟集群关联的所有托管式端点
使用 list-managed-endpoints Amazon CLI 命令获取与指定虚拟集群关联的所有托管式端点的列表。用
虚拟集群的 ID 来替换 virtual-cluster-id。

aws emr-containers list-managed-endpoints ‐‐virtual-cluster-id <virtual-cluster-id>

list-managed-endpoint 命令的输出如下所示：

{ 
    "endpoints": [{ 
        "id": "as3ys2xxxxxxx", 
        "name": "endpoint-name", 
        "arn": "arn:aws:emr-containers:us-east-1:1828xxxxxxxx:/virtualclusters/
lbhl6kwwyoxxxxxxxxxxxxxxx/endpoints/as3ysxxxxxxxx", 
        "virtualClusterId": "lbhl6kwwyoxxxxxxxxxxxxxxx", 
        "type": "JUPYTER_ENTERPRISE_GATEWAY", 
        "state": "ACTIVE", 
        "releaseLabel": "emr-6.9.0-latest", 
        "executionRoleArn": "arn:aws:iam::1828xxxxxxxx:role/RoleName", 
        "certificateAuthority": { 
            "certificateArn": "arn:aws:acm:us-east-1:1828xxxxxxxx:certificate/zzzzzzzz-
e59b-4ed0-aaaa-bbbbbbbbbbbb", 

67



Amazon EMR Amazon EMR on EKS 开发指南
删除托管端点

            "certificateData": "certificate-data" 
        }, 
        "configurationOverrides": { 
            "applicationConfiguration": [{ 
                "classification": "spark-defaults", 
                "properties": { 
                    "spark.driver.memory": "8G" 
                } 
            }], 
            "monitoringConfiguration": { 
                "persistentAppUI": "ENABLED", 
                "cloudWatchMonitoringConfiguration": { 
                    "logGroupName": "log-group-name", 
                    "logStreamNamePrefix": "log-stream-name-prefix" 
                }, 
                "s3MonitoringConfiguration": { 
                    "logUri": "s3-bucket-name" 
                } 
            } 
        }, 
        "serverUrl": "https://internal-k8s-namespace-ingressa-aaaaaaaaaa-
zzzzzzzzzz.us-east-1.elb.amazonaws.com:18888 (https://internal-k8s-nspluto-
ingressa-51e860abbd-1620715833.us-east-1.elb.amazonaws.com:18888/)", 
        "createdAt": "2022-09-19T12:37:49+00:00", 
        "securityGroup": "sg-aaaaaaaaaaaaaa", 
        "subnetIds": [ 
            "subnet-11111111111", 
            "subnet-22222222222", 
            "subnet-33333333333" 
        ], 
        "stateDetails": "Endpoint created successfully. It took 3 Minutes 15 Seconds", 
        "tags": {} 
    }]
}

删除托管式端点
要删除与 Amazon EMR on EKS 虚拟集群关联的托管式端点，请使用 delete-managed-endpoint
Amazon CLI 命令。当您删除托管式端点时，Amazon EMR on EKS 会删除为该端点创建的默认安全组。

为命令指定以下参数的值：

• ‐‐id：要删除的托管端点的标识符。
• ‐#‐‐‐virtual-cluster-id‐ ister 的标识符，与要删除的托管端点关联的虚拟集群的标识符。这与创建托管式端

点时指定的虚拟集群 ID 相同。

aws emr-containers delete-managed-endpoint ‐‐id <managed-endpoint-id> ‐‐virtual-cluster-id 
 <virtual-cluster-id>

该命令会返回类似于以下内容的输出，以确认托管端点已被删除：

{ 
    "id":"8gai4l4exxxxx", 
    "virtualClusterId":"0b0qvauoy3ch1nqodxxxxxxxx"
}

配置托管端点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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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 Spark 任务
为了能够监控并排查故障，您必须配置托管端点，以便通过该端点启动的任务可以将日志信息发送到 
Amazon S3、Amazon Lo CloudWatch gs 或两者。本主题可提供入门知识，帮助您将通过 Amazon EMR on 
EKS 托管端点启动的 Spark 任务的 Spark 应用程序日志发布到 Amazon S3。

配置 Amazon S3 日志的 IAM policy

任务执行角色的权限策略中必须包含以下权限，内核才能将日志数据发送到 Amazon S3。将 DOC-
EXAMPLE-BUCKET-LOGGING 替换为日志记录存储桶的名称。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s3:PutObject", 
                "s3:GetObject", 
                "s3:ListBucket" 
            ], 
            "Resource": [ 
                "arn:aws:s3:::DOC-EXAMPLE-BUCKET-LOGGING", 
                "arn:aws:s3:::DOC-EXAMPLE-BUCKET-LOGGING/*", 
            ] 
        } 
    ]
}

Note

Amazon EMR on EKS 也可以创建 S3 存储桶。如果 S3 存储桶不可用，则 IAM policy 应包含
s3:CreateBucket 权限。

在授予执行角色将日志发送到 S3 存储桶的权限后，日志数据将发送到以下 Amazon S3 
位置。当 s3MonitoringConfiguration 在 create-managed-endpoint 请求的
monitoringConfiguration 部分中传递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 驱动程序日志：logUri/virtual-cluster-id/endpoints/endpoint-id/containers/spark-
application-id/spark-application-id-driver/(stderr.gz/stdout.gz)

• 执行程序日志：logUri/virtual-cluster-id/endpoints/endpoint-id/containers/spark-
application-id/executor-pod-name-exec-<Number>/(stderr.gz/stdout.gz)

Note

Amazon EMR on EKS 不会将端点日志上传到您的 S3 存储桶。

使用托管端点指定自定义容器组（Pod）模板
您可以创建托管端点，在其中为驱动程序和执行程序指定自定义 pod templates。Pod 模板是决定如何
运行每个容器的规范。您可以使用 Pod 模板文件定义 Spark 配置不支持的驱动程序或执行程序 Pod 的配
置。Amazon EMR 发行版 6.3.0 及更高版本目前支持 Pod 模板。

有关 Pod 模板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EMR on EKS 开发指南》中的使用 Pod 模板。

以下示例演示示示如何使用 Pod 模板创建托管端点：

aws emr-containers create-managed-endpoint \ 
    --type JUPYTER_ENTERPRISE_GATEW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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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rtual-cluster-id virtual-cluster-id \ 
    --name example-endpoint-name \ 
    --execution-role-arn arn:aws:iam::aws-account-id:role/EKSClusterRole \ 
    --release-label emr-6.9.0-latest \ 
    --configuration-overrides '{ 
        "applicationConfiguration": [ 
        { 
            "classification": "spark-defaults", 
            "properties": { 
                "spark.kubernetes.driver.podTemplateFile": "path/to/driver/template.yaml", 
                "spark.kubernetes.executor.podTemplateFile": "path/to/executor/
template.yaml" 
            } 
        }] 
    }'

将 JEG 容器部署到节点组
JEG（Jupyter Enterprise Gateway）容器放置是一项允许您在特定节点组上部署托管端点的功能。使用此功
能，您可以配置诸如托管端点之类instance type的设置。

将 JEG Pod 关联到托管节点组
以下配置属性允许您在 Amazon EKS 集群上指定要部署 JEG pod 的托管节点组的名称。

//payload  
--configuration-overrides '{ 
      "applicationConfiguration": [ 
            { 
                "classification": "endpoint-configuration", 
                "properties": { 
                    "managed-nodegroup-name": ${NodegroupName} 
                }         
            } 
        ]  
    }'

节点组必须将 Kubernetes 标签for-use-with-emr-containers-managed-endpoint-ng=
${NodegroupName}附加到属于该节点组的所有节点。要列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所有具有该标签的节点，请
使用以下命令：

kubectl get nodes --show-labels | grep for-use-with-emr-containers-managed-endpoint-ng=
${NodeGroupName}

如果上述命令的输出未返回属于您的托管节点组的节点，则该节点组中没有附有for-use-with-emr-
containers-managed-endpoint-ng=${NodegroupName} Kubernetes 标签的节点。在这种情况下，
请执行以下子步骤将该标签附加到节点组中的节点组中的节点。

1. 使用以下命令将for-use-with-emr-containers-managed-endpoint-ng=${NodegroupName}
Kubernetes 标签添加到托管节点组中的所有节点${NodegroupName}：

kubectl label nodes --selector eks:nodegroup-name=${NodegroupName} for-use-with-emr-
containers-managed-endpoint-ng=${NodegroupName}

2. 使用以下命令验证节点是否已正确标记：

kubectl get nodes --show-labels | grep for-use-with-emr-containers-managed-endpoint-ng=
${NodeGroup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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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节点组必须与 Amazon EKS 集群的安全组相关联，如果您使用创建集群和托管节点组，通常会出现这种
情况eksctl。您可以使用以下步骤在Amazon控制台中验证这一点。

1. 在 Amazon EKS 控制台中访问集群。
2. 转到集群的网络选项卡，记下集群安全组。
3. 转到集群的计算选项卡，然后单击托管节点组名称。
4. 在托管节点组的详细信息选项卡下，验证您之前注意到的群集安全组是否列在安全组下。

如果托管节点组未连接到 Amazon EKS 集群安全组，则需要将for-use-with-emr-containers-
managed-endpoint-sg=${ClusterName}/${NodegroupName}标签附加到节点组安全组。使用以下子
步骤来附加该标签。

1. 转到 Amazon EC2 控制台并单击左侧导航窗格中的安全组。
2. 单击复选框选择您的托管节点组的安全组。
3. 在标签选项卡下，for-use-with-emr-containers-managed-endpoint-sg=${ClusterName}/

${NodegroupName}使用管理标签按钮添加标签。

将 JEG Pod 关联到自行管理的节点组
以下配置属性允许您指定将部署 JEG pod 的 Amazon EKS 集群上自管理或非托管节点组的名称。

//payload  
--configuration-overrides '{ 
      "applicationConfiguration": [ 
            { 
                "classification": "endpoint-configuration", 
                "properties": { 
                    "self-managed-nodegroup-name": ${NodegroupName} 
                }         
            } 
        ]  
    }'

节点组必须将for-use-with-emr-containers-managed-endpoint-ng=${NodegroupName}
Kubernetes 标签附加到属于该节点组的所有节点。要列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所有具有该标签的节点，请使
用以下命令：

kubectl get nodes --show-labels | grep for-use-with-emr-containers-managed-endpoint-ng=
${NodeGroupName}

如果上述命令的输出未返回属于您的自管理节点组的节点，则该节点组中没有附有for-use-with-emr-
containers-managed-endpoint-ng=${NodegroupName} Kubernetes 标签的节点。在这种情况下，
请执行以下子步骤将该标签附加到节点组中的节点组中的节点。

1. 如果您使用创建了自管理节点组eksctl，则使用以下命令将for-use-with-emr-containers-
managed-endpoint-ng=${NodegroupName} Kubernetes 标签${NodegroupName}一次性添加到自
管理节点组中的所有节点。

kubectl label nodes --selector alpha.eksctl.io/nodegroup-name=${NodegroupName} for-use-
with-emr-containers-managed-endpoint-ng=${NodegroupName}

如果您没有使用eksctl创建自管理节点组，则需要将上述命令中的选择器替换为附加到节点组所有节点
的其他 Kubernetes 标签。

2. 使用以下命令验证节点的标签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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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bectl get nodes --show-labels | grep for-use-with-emr-containers-managed-endpoint-ng=
${NodeGroupName}

自管理节点组的安全组必须附加for-use-with-emr-containers-managed-endpoint-sg=
${ClusterName}/${NodegroupName}标签。使用以下步骤使用Amazon控制台将for-use-with-emr-
containers-managed-endpoint-sg=${ClusterName}/${NodegroupName}标签附加到节点组的安
全组。

1. 转到 Amazon EC2 控制台，然后单击左侧导航窗格中的安全组。
2. 选中自行管理的节点组的安全组对应的复选框。
3. 在标签选项卡下，使用管理标签按钮添加标签for-use-with-emr-containers-managed-

endpoint-sg=${ClusterName}/${NodegroupName}。

使用 ON_DEMAND 实例将 JEG 容器关联到托管节点组
您还可以定义其他标签，称为 Kubernetes 标签选择器，以指定在给定节点或节点组上运行托管端点所需的
额外约束或限制。以下示例演示示示如何将按需 Amazon EC2 实例用于 JEG Pod。

--configuration-overrides '{ 
      "applicationConfiguration": [ 
            { 
                "classification": "endpoint-configuration", 
                "properties": { 
                    "managed-nodegroup-name": ${nodeGroupName}, 
                    "node-labels": "eks.amazonaws.com/capacityType:ON_DEMAND" 
                }         
            } 
        ]  
    }'

Note

节点标签的属性只能与managed-nodegroup-name或self-managed-nodegroup-name属性一
起使用。

Jupyter Enterprise Gateway（JEG）配置选项
Amazon EMR on EKS 使用 Jupyter Enterprise Gateway（JEG）启用托管端点。在创建端点时，您可以为
允许列出的 JEG 配置设置以下值。

• RemoteMappingKernelManager.cull_idle_timeout：超时时间（以秒为单位的整数），在此时间
之后，内核会被视为处于空闲状态并予以剔除。值等于或低于 0 便会停用剔除。若用户的网络连接不佳，
短暂超时可能会导致内核被剔除。

• RemoteMappingKernelManager.cull_interval：检查空闲内核是否超过剔除超时值的间隔（以秒
为单位的整数）。

修改 PySpark 会话参数
从 Amazon EMR on EKS 发行版 6.9.0 开始，在 Amazon EMR Studio 中，您可以通过在 EMR 笔记本单元
格中执行%%configure魔术命令来调整与 PySpark 会话关联的 Spark 配置。

下例显示了一个示例负载，您可以使用该负载修改 Spark 驱动程序和执行程序的内存、内核和其他属性。对
于 conf 设置，您可以配置 Apache Spark 配置文档中提及的任何 Spark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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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ure -f
{ 
  "driverMemory": "16G", 
  "driverCores" 4, 
  "executorMemory" : "32G" 
  "executorCores": 2, 
  "conf": { 
     "spark.dynamicAllocation.maxExecutors" : 10, 
     "spark.dynamicAllocation.minExecutors": 1 
  }
}

下例显示了一个示例负载，您可以使用该负载向 Spark 运行时添加文件、PyFile 和 jar 依赖项。

%%configure -f
{ 
  "files": "s3://test-bucket-emr-eks/sample_file.txt", 
  "pyFiles": : "path-to-python-files", 
  "jars" : "path-to-jars
}

使用托管端点的自定义内核映像
您可以为托管端点自定义 Docker 映像并运行自定义的基本内核映像，以便确保在从 Amazon EMR Studio 运
行交互式工作负载时应用程序拥有正确的依赖项。要创建托管端点并将其连接到自定义 Docker 映像，请执
行以下步骤。

Note

您只能覆盖基本映像。您无法添加新的内核映像类型。

1. 创建并发布自定义 Docker 映像。基本镜像包含 Spark 运行时，以及随之运行的笔记本内核。要创建映
像，您可以按照 如何自定义 Docker 镜像 (p. 26) 中的步骤 1 到 4 操作。在步骤 1 中，Docker 文件中的
基本映像 URI 必须使用 notebook-spark 来代替 spark。

ECR-registry-account.dkr.ecr.Region.amazonaws.com/notebook-spark/container-image-tag

有关如何选择 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 和容器映像标签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如何选择基础镜像 
URI (p. 33)。

2. 创建可与自定义映像配合使用的托管端点。

a. 使用以下内容创建 JSON 文件 custom-image-managed-endpoint.json。此示例使用了 
Amazon EMR 发行版 6.9.0。

Example

{ 
    "name": "endpoint-name", 
    "virtualClusterId": "virtual-cluster-id", 
    "type": "JUPYTER_ENTERPRISE_GATEWAY", 
    "releaseLabel": "emr-6.9.0-latest", 
    "executionRoleArn": "execution-role-arn", 
    "configurationOverrides": { 
        "applicationConfiguration": [ 
            { 
                "classification": "jupyter-kernel-overrides", 
                "configurations": [ 
                    { 
                        "classification": "pytho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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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perties": { 
                            "container-image": "123456789012.dkr.ecr.us-
west-2.amazonaws.com/custom-notebook-python:latest" 
                        } 
                    }, 
                    { 
                        "classification": "spark-python-kubernetes", 
                        "properties": { 
                            "container-image": "123456789012.dkr.ecr.us-
west-2.amazonaws.com/custom-notebook-spark:latest" 
                        } 
                    } 
                ]  
            } 
        ] 
    }
}

b. 按如下示例所示，使用该 JSON 文件中指定的配置来创建托管端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create-managed-endpoint 命令创建托管端点 (p. 64)：

aws emr-containers create-managed-endpoint --cli-input-json custom-image-managed-
endpoint.json

3. 通过 EMR Studio 连接到托管端点。有关更多信息和需要完成的步骤，请参阅 Amazon Workshop 
Studio 文档 Amazon EMR on EKS 部分中的 Connecting from Studio（从 Studio 进行连接）。

监控管式端点
在 EKS 版本 6.10 及更高版本上使用 Amazon EMR，托管终端节点会发出 Amazon CloudWatch 指标，用
于监控和排除内核生命周期操作。指标由交互式客户端触发，例如 EMR Studio 或自托管 Jupyter 笔记本电
脑。托管端点支持的每项操作都有与之相关的指标。操作以每个指标的维度进行建模，如下表所示。托管终
端节点发出的指标在您的账户的自定义命名空间 emrContainers 下可见。

指标 描述 单位

RequestCount 托管端点处理的某项操作的累计
请求数。

计数

RequestLatency 从请求到达托管端点到托管端点
发送响应的时间。

毫秒

4XXError 当操作请求在处理过程中导致 4xx 
错误时发出。

计数

5XXError 当操作请求导致 5Xxx 服务器端错
误时发出。

计数

KernelLaunchSuccess 仅适用于该 CreateKernel 操作。
它表示在包括该请求之前成功启
动的内核启动的累积数量。

计数

KernelLaunchFailure 仅适用于该 CreateKernel 操作。
它表示在包括此请求之前的内核
启动失败的累积次数。

计数

每个托管端点指标具有以下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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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gedEndpointId— 托管端点的标识符
• OperationName— 由交互式客户端触发的操作

该OperationName维度的可能值如下表所示：

operationName 操作描述

CreateKernel 请求托管端点启动内核。

ListKernels 请求托管端点列出先前使用相同会话令牌启动的内
核。

GetKernel 请求托管端点获取有关先前启动的特定内核的详细
信息。

ConnectKernel 请求托管端点在笔记本客户端和内核之间建立连
接。

ConfigureKernel 在 pyspark 内核%%configure magic 
request上发布。

ListKernelSpecs 请求托管端点列出可用的内核规格。

GetKernelSpec 请求托管端点获取先前启动的内核的内核规格。

GetKernelSpecResource 请求托管端点获取与先前发布的内核规范相关的特
定资源。

示例
要访问在给定日期为托管终端节点启动的内核总数，请执行以下操
作：
1. 选择自定义命名空间：EMRContainers
2. 选择你的ManagedEndpointId，OperationName – CreateKernel
3. RequestCount带有统计数据SUM和周期的指标1 day将提供过去 24 小时内发出的所有内核启动请求。
4. KernelLaunchSuccess 带有统计数据SUM和周期的指标1 day将提供过去 24 小时内成功发出的所有内核

启动请求。

要访问某一天托管端点的内核故障次数，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自定义命名空间：emrContainers
2. 选择你的ManagedEndpointId，OperationName – CreateKernel
3. KernelLaunchFailure带有统计数据SUM和周期的指标1 day将提供过去 24 小时内提出的所有失败的

内核启动请求。您也可以选择4XXError和5XXError指标来了解发生了什么样的内核启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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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任务
主题

• 通过 Amazon CloudWatch Events 监控任务 (p. 76)
• 使用 CloudWatch Events 自动化 Amazon EMR on EKS (p. 77)
• 示例：设置调用 Lambda 的规则 (p. 77)
• 使用 Amazon CloudWatch Events 通过重试策略监控作业的驱动程序容器组（pod） (p. 78)

通过 Amazon CloudWatch Events 监控任务
当任务运行状态发生变化时，Amazon EMR on EKS 会发出事件。每个事件都提供事件发生日期及时间等信
息，以及有关事件的更多详情，如受影响的虚拟集群 ID 和任务运行 ID。

您可以使用事件来跟踪在虚拟集群上运行的任务活动及其运行状况。当任务运行生成与您指定的模式匹配的
事件时，您还可以使用 Amazon CloudWatch Events 来定义要采取的操作。事件对于在任务运行的生命周期
中监控特定事件非常有用。例如，您可以监控任务运行的状态何时从 submitted 更改为 running。有关 
CloudWatch Events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CloudWatch Events 用户指南。

下表列出了 Amazon EMR on EKS 事件，以及事件指示的状态或状态更改、事件的严重性和事件消息。每个
事件都以 JSON 对象表示，后者会自动发送到事件流。JSON 对象包含有关事件的更多详情。当您设置规则
以使用 CloudWatch Events 进行事件处理时，JSON 对象特别重要，因为规则需要在此 JSON 对象中查找
匹配模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CloudWatch Events 用户指南 中的事件和事件模式和 Amazon 
EMR on EKS。

任务运行状态更改事件

状态 严重性 消息

SUBMITTED INFO 任务运行 JobRunId（JobRunName）
已于 UTC Time 成功提交到虚拟集群
VirtualClusterId。

RUNNING (正在运行) INFO 虚拟集群 VirtualClusterId 中的任务运行
JobRunId（JobRunName）已于 Time 开始运
行。

COMPLETED INFO 虚拟集群 VirtualClusterId 中的任务运行
jobRunId（JobRunName）已于 Time 完成。此
任务运行于 Time 开始运行，花费 Num 分钟时间
完成。

已取消 WARN 虚拟集群 VirtualClusterId 中的任务运行
JobRunId（JobRunName）取消请求已于 Time
完成，任务运行现已取消。

FAILED ERROR (错误) 虚拟集群 VirtualClusterId 中的任务运行
JobRunId（JobRunName）于 Time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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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loudWatch Events 自动化 Amazon EMR on 
EKS

您可以使用 Amazon CloudWatch Events 自动化您的Amazon服务，以响应系统事件，例如应用程序可用性
问题或资源更改。来自Amazon服务的事件几乎实时传输到 CloudWatch Events。您可以编写简单规则来指
示您关注的事件，并指示要在事件匹配规则时执行的自动化操作。可自动触发的操作包括：

• 调用 Amazon Lambda 函数
• 调用 Amazon EC2 Run Command
• 将事件中继到 Amazon Kinesis Data Streams
• 激活 Amazon Step Functions 状态机
• 通知 Amazon 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SNS）主题或 Amazon Simple Queue Service（SQS）队列

一些将 CloudWatch Events 与 Amazon EMR on EKS 结合使用的示例如下：

• 当任务运行成功时激活 Lambda 函数
• 当任务运行失败时通知 Amazon SNS 主题

“detail-type:”、“EMR Job Run State Change”的 CloudWatch Events 由 Amazon EMR on EKS 生
成，针对 SUBMITTED、RUNNING、CANCELLED、FAILED 和 COMPLETED 的状态更改。

示例：设置调用 Lambda 的规则
使用以下步骤设置 CloudWatch Events 规则，该规则在发生“EMR 任务运行状态更改”事件时调用 Lambda。

aws events put-rule \
--name cwe-test \
--event-pattern '{"detail-type": ["EMR Job Run State Change"]}'

添加您拥有的 Lambda 函数作为新目标，并授予 CloudWatch Events 调用 Lambda 函数的权限，如下所
示。将 123456789012 替换为您的账户 ID。

aws events put-targets \
--rule cwe-test \
--targets Id=1,Arn=arn:aws:lambda:us-east-1:123456789012:function:MyFunction

aws lambda add-permission \
--function-name MyFunction \
--statement-id MyId \
--action 'lambda:InvokeFunction' \
--principal events.amazonaws.com

Note

您不能编写取决于通知事件的顺序或存在的程序，因为它们可能是乱序或缺失的。尽最大努力发出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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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mazon CloudWatch Events 通过重试策略监
控作业的驱动程序容器组（pod）

使用 CloudWatch Events，您可以监控在具有重试策略的作业中创建的驱动程序容器组（pod）。有关更多
信息，请参阅本指南中的 使用重试策略监控作业 (p.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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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虚拟集群
虚拟集群是 Amazon EMR 注册的 Kubernetes 命名空间。您可以创建、描述、列出和删除虚拟集群。它们不
会消耗您系统中的任何额外资源。一个虚拟集群映射到一个 Kubernetes 命名空间。鉴于这种关系，您可以
按照对 Kubernetes 命名空间进行建模的方式对虚拟集群进行建模，来满足您的需求。请参阅 Kubernetes 概
念概览文档中可能的使用案例。

要在 Amazon EKS 集群上使用 Kubernetes 命名空间注册 Amazon EMR，您需要 EKS 集群的名称以及为运
行您的工作负载而设置的命名空间。Amazon EMR 中的这些注册集群称为虚拟集群，因为它们不管理物理计
算或存储，而是指向计划工作负载的 Kubernetes 命名空间。

Note

在创建虚拟集群之前，您必须首先完成设置 (p. 5)中的步骤 1-8。

主题
• 创建虚拟集群 (p. 79)
• 列出虚拟集群 (p. 80)
• 描述虚拟集群 (p. 80)
• 删除虚拟集群 (p. 80)
• 虚拟集群状态 (p. 80)

创建虚拟集群
运行以下命令，通过使用 EKS 集群上的命名空间注册 Amazon EMR 来创建虚拟集群。用您为虚拟集群提供
的名称来替换 virtual_cluster_name。使用 EKS 集群的名称来替换 eks_cluster_name。使用您要
注册 Amazon EMR 的命名空间来替换 namespace_name。

aws emr-containers create-virtual-cluster \
--name virtual_cluster_name \
--container-provider '{ 
    "id": "eks_cluster_name", 
    "type": "EKS", 
    "info": { 
        "eksInfo": { 
            "namespace": "namespace_name" 
        } 
    }
}' 

或者，您可以创建包含虚拟集群所需参数的 JSON 文件，如以下示例所示。

{ 
    "name": "virtual_cluster_name",  
    "containerProvider": { 
        "type": "EKS",  
        "id": "eks_cluster_name",  
        "info": { 
            "eksInfo": { 
                "namespace": "namespace_nam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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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使用 JSON 文件路径运行以下 create-virtual-cluster 命令。

aws emr-containers create-virtual-cluster \
--cli-input-json file://./create-virtual-cluster-request.json
    

Note

要验证虚拟集群是否成功创建，请通过运行 list-virtual-clusters 命令或转到 Amazon EMR 
控制台中的 Virtual clusters (虚拟集群) 页面，以查看虚拟集群状态。

列出虚拟集群
运行以下命令来查看虚拟集群的状态。

aws emr-containers list-virtual-clusters

描述虚拟集群
运行以下命令以获取有关虚拟集群的详细信息，例如命名空间、状态和注册日期。用您的虚拟集群 ID 来替换
123456。

aws emr-containers describe-virtual-cluster --id 123456

删除虚拟集群
运行以下命令来删除虚拟集群。用您的虚拟集群 ID 来替换 123456。

aws emr-containers delete-virtual-cluster --id 123456

虚拟集群状态
下表描述了虚拟集群的四种可能状态。

State 描述

RUNNING 虚拟集群处于 RUNNING 状态。

TERMINATING 正在请求终止虚拟集群。

TERMINATED 已完成请求的终止。

ARRESTED 由于权限不足，请求的终止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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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EMR on EKS 教程
本部分介绍使用 Amazon EMR on EKS 应用程序时的常见使用案例。

主题
• 在 Amazon EMR on EKS 上使用适用于 Apache Spark 的 Amazon Redshift 集成 (p. 81)
• 将适用于 Apache Spark 的 RAPIDS Accelerator 与 Amazon EMR on EKS 结合使用 (p. 85)
• 将 Apache Iceberg 与 Amazon EMR on EKS 结合使用 (p. 88)
• 将 Delta Lake 与 Amazon EMR on EKS 结合使用 (p. 88)

在 Amazon EMR on EKS 上使用适用于 Apache 
Spark 的 Amazon Redshift 集成

在 Amazon EMR 发行版 6.9.0 及更高版本中，每个版本的映像都包含 Apache Spark 和 Amazon Redshift 
之间的连接器。这样，您就可以在 Amazon EMR on EKS 上使用 Spark 处理存储在 Amazon Redshift 中的
数据。集成基于 spark-redshift 开源连接器。对于 Amazon EMR on EKS，适用于 Apache Spark 的 
Amazon Redshift 集成作为本地集成包含在内。

主题
• 使用适用于 Apache Spark 的 Amazon Redshift 集成启动 Spark 应用程序 (p. 81)
• 使用适用于 Apache Spark 的 Amazon Redshift 集成进行身份验证 (p. 82)
• 在 Amazon Redshift 中进行读取和写入 (p. 83)
• 使用 Spark 连接器时的注意事项和限制 (p. 84)

使用适用于 Apache Spark 的 Amazon Redshift 集成启
动 Spark 应用程序
要使用集成，必须通过 Spark 任务传递所需的 Spark Redshift 依赖项。您必须使用 --jars 将 Redshift 
连接器相关的库包含在内。要查看 --jars 选项支持的其他文件位置，请参阅 Apache Spark 文档的
Advanced Dependency Management（高级依赖项管理）部分。

• spark-redshift.jar
• spark-avro.jar
• RedshiftJDBC.jar
• minimal-json.jar

要在 Amazon EMR on EKS 发行版 6.9.0 或更高版本上使用适用于 Apache Spark 的 Amazon Redshift 集成
启动 Spark 应用程序，请使用以下示例命令。请注意，--conf spark.jars 选项列出的路径是 JAR 文件
的默认路径。

aws emr-containers start-job-run \

--virtual-cluster-id cluster_id \
--execution-role-arn arn \
--release-label emr-6.9.0-latest\
--job-driv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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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rkSubmitJobDriver": { 
        "entryPoint": "s3://script_path",  
            "sparkSubmitParameters": 
            "--conf spark.kubernetes.file.upload.path=s3://upload_path 
             --conf spark.jars= 
                /usr/share/aws/redshift/jdbc/RedshiftJDBC.jar, 
                /usr/share/aws/redshift/spark-redshift/lib/spark-redshift.jar, 
                /usr/share/aws/redshift/spark-redshift/lib/spark-avro.jar, 
                /usr/share/aws/redshift/spark-redshift/lib/minimal-json.jar" 
                            } 
            }'

使用适用于 Apache Spark 的 Amazon Redshift 集成进
行身份验证
使用 Amazon Secrets Manager 检索凭证并连接到 Amazon 
Redshift
您可以将凭证存储在 Secrets Manager 中，以便安全地对 Amazon Redshift 进行身份验证。您可以使 Spark 
任务调用 GetSecretValue API 来获取凭证：

from pyspark.sql import SQLContextimport boto3

sc = # existing SparkContext
sql_context = SQLContext(sc)

secretsmanager_client = boto3.client('secretsmanager', region_name=os.getenv('AWS_REGION'))
secret_manager_response = secretsmanager_client.get_secret_value( 
    SecretId='string', 
    VersionId='string', 
    VersionStage='string'
)
username = # get username from secret_manager_response
password = # get password from secret_manager_response
url = "jdbc:redshift://redshifthost:5439/database?user=" + username + "&password=" 
 + password

# Access to Redshift cluster using Spark 
             

将基于 IAM 的身份验证与 Amazon EMR on EKS 任务执行角色结
合使用
从 Amazon EMR on EKS 发行版 6.9.0 开始，Amazon Redshift JDBC 驱动程序版本 2.1 或更高版本将被打
包到环境中。您可以使用 JDBC 驱动程序 2.1 及更高版本指定 JDBC URL，而不包括原始用户名和密码。相
反，您可以指定 jdbc:redshift:iam:// 方案，从而命令 JDBC 驱动程序使用 Amazon EMR on EKS 任
务执行角色自动获取凭证。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Redshift 管理指南》中的配置 JDBC 或 ODBC 连接以使用 IAM 凭证。

以下示例 URL 使用 jdbc:redshift:iam:// 方案。

jdbc:redshift:iam://examplecluster.abc123xyz789.us-west-2.redshift.amazonaws.com:5439/dev

如果任务执行角色满足提供的条件，则需要以下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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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 任务执行角色所需的条件

redshift:GetClusterCredentialsJDBC 驱动程序从 Amazon Redshift 获取凭证所需的权限

redshift:DescribeCluster 在 JDBC URL 中指定 Amazon Redshift 集群和 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 而非端点所需的权限

redshift-
serverless:GetCredentials

JDBC 驱动程序从 Amazon Redshift Serverless 获取凭证所需的权限

redshift-
serverless:GetWorkgroup

使用 Amazon Redshift Serverless 并根据工作组名称和区域指定 URL 
所需的权限

您的任务执行角色策略应具备以下权限。

{ 
            "Effect": "Allow", 
            "Action": [ 
                "redshift:GetClusterCredentials", 
                "redshift:DescribeCluster", 
                "redshift-serverless:GetCredentials", 
                "redshift-serverless:GetWorkgroup" 
            ], 
            "Resource": [ 
                "arn:aws:redshift:AWS_REGION:ACCOUNT_ID:dbname:CLUSTER_NAME/DATABASE_NAME", 
                "arn:aws:redshift:AWS_REGION:ACCOUNT_ID:dbuser:DATABASE_NAME/USER_NAME" 
            ] 
        }

使用 JDBC 驱动程序对 Amazon Redshift 进行身份验证
在 JDBC URL 中设置用户名和密码

要向 Amazon Redshift 集群验证 Spark 任务，您可以在 JDBC URL 中指定 Amazon Redshift 数据库的名称
和密码。

Note

如果您在 URL 中传递数据库凭证，则有权访问该 URL 的任何人也可以访问凭证。通常不建议使用
此方法，因为这不是一个安全的选项。

如果您的应用程序不考虑安全性，则可以使用以下格式在 JDBC URL 中设置用户名和密码：

jdbc:redshift://redshifthost:5439/database?user=username&password=password

在 Amazon Redshift 中进行读取和写入
以下代码示例使用 PySpark 通过数据来源 API 和 SparkSQL，从 Amazon Redshift 数据库读取和写入示例数
据。

Data source API

使用 PySpark 通过数据来源 API，从 Amazon Redshift 数据库读取和写入示例数据。

import boto3
from pyspark.sql import SQLContext

sc = # existing Spark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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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_context = SQLContext(sc)

url = "jdbc:redshift:iam://redshifthost:5439/database"
aws_iam_role_arn = "arn:aws:iam::accountID:role/roleName"

df = sql_context.read \ 
    .format("io.github.spark_redshift_community.spark.redshift") \ 
    .option("url", url) \ 
    .option("dbtable", "tableName") \ 
    .option("tempdir", "s3://path/for/temp/data") \ 
    .option("aws_iam_role", "aws_iam_role_arn") \ 
    .load()

df.write \ 
    .format("io.github.spark_redshift_community.spark.redshift") \ 
    .option("url", url) \ 
    .option("dbtable", "tableName_copy") \ 
    .option("tempdir", "s3://path/for/temp/data") \ 
    .option("aws_iam_role", "aws_iam_role_arn") \ 
    .mode("error") \ 
    .save()

SparkSQL

使用 PySpark 通过 SparkSQL，从 Amazon Redshift 数据库读取和写入示例数据。

import boto3
import json
import sys
import os
from pyspark.sql import SparkSession

spark = SparkSession \ 
    .builder \ 
    .enableHiveSupport() \ 
    .getOrCreate() 
     
url = "jdbc:redshift:iam://redshifthost:5439/database"
aws_iam_role_arn = "arn:aws:iam::accountID:role/roleName" 
     
bucket = "s3://path/for/temp/data"
tableName = "tableName" # Redshift table name

s = f"""CREATE TABLE IF NOT EXISTS {tableName} (country string, data string)  
    USING io.github.spark_redshift_community.spark.redshift  
    OPTIONS (dbtable '{tableName}', tempdir '{bucket}', url '{url}', aws_iam_role 
 '{aws_iam_role_arn}' ); """

spark.sql(s) 
          
columns = ["country" ,"data"]
data = [("test-country","test-data")]
df = spark.sparkContext.parallelize(data).toDF(columns)

# Insert data into table
df.write.insertInto(tableName, overwrite=False)
df = spark.sql(f"SELECT * FROM {tableName}")
df.show()

使用 Spark 连接器时的注意事项和限制
• 建议您为从 Spark on Amazon EMR 到 Amazon Redshift 的 JDBC 连接启用 S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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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最佳实践，建议您在 Amazon Secrets Manager 中管理 Amazon Redshift 集群的凭证。有关示例，
请参阅 Using Amazon Secrets Manager to retrieve credentials for connecting to Amazon Redshift（使用 
Amazon Secrets Manager 检索用于连接到 Amazon Redshift 的凭证）。

• 建议使用参数 aws_iam_role 为 Amazon Redshift 身份验证参数传递 IAM 角色。
• 参数 tempformat 目前不支持 Parquet 格式。
• tempdir URI 指向 Amazon S3 位置。此临时目录不会自动清理，因此可能会增加额外成本。
• 请考虑以下针对 Amazon Redshift 的建议：

• 建议阻止对 Amazon Redshift 集群的公有访问。
• 建议启用 Amazon Redshift 审计日志记录。
• 建议启用 Amazon Redshift 静态加密。

• 请考虑以下针对 Amazon S3 的建议：
• 建议阻止对 Amazon S3 存储桶的公有访问。
• 建议使用 Amazon S3 服务器端加密以加密使用的 S3 存储桶。
• 建议使用 Amazon S3 生命周期策略定义 S3 存储桶的保留规则。
• Amazon EMR 始终验证从开源导入到映像中的代码。出于安全原因，我们不支持将在 tempdir URI 中

编码 Amazon 访问密钥作为从 Spark 到 Amazon S3 的身份验证方法。

有关使用连接器及其支持参数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资源：

• Amazon Redshift Management Guide（《Amazon Redshift 管理指南》）中的 Amazon Redshift 
integration for Apache Spark（适用于 Apache Spark 的 Amazon Redshift 集成）

• Github 上的 spark-redshift 社区存储库

将适用于 Apache Spark 的 RAPIDS Accelerator 与 
Amazon EMR on EKS 结合使用

使用 Amazon EMR on EKS，您可以为适用于 Apache Spark 的 Nvidia RAPIDS Accelerator 运行任务。本
教程介绍如何在 EC2 图形处理单元（GPU）实例类型上使用 RAPIDS 运行 Spark 任务。本教程使用以下版
本：

• Amazon EMR on EKS 发行版 6.9.0 及更高版本
• Apache Spark 3.x

您可以借助适用于 Apache Spark 的 Nvidia RAPIDS Accelerator 插件，使用 Amazon EC2 GPU 实例类型加
速 Spark。当您结合使用这些技术时，您可以加速数据科学管道，而无需更改任何代码。这可以减少数据处
理和模型训练所需的运行时间。通过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更多工作，降低基础设施成本。

在开始之前，请确保您具有以下资源。

• Amazon EMR on EKS 虚拟集群
• 包含支持 GPU 的节点组的 Amazon EKS 集群

Amazon EKS 虚拟集群是 Amazon EKS 集群上 Kubernetes 命名空间的注册句柄，由 Amazon EMR on EKS 
管理。该句柄允许 Amazon EMR 使用 Kubernetes 命名空间作为运行任务的目标。有关如何设置虚拟集群的
更多信息，请参阅本指南中的 设置 (p. 5)。

您必须使用具有 GPU 实例的节点组配置 Amazon EKS 虚拟集群。您必须使用 Nvidia 设备插件配置节点。请
参阅 managed node groups（托管节点组）以了解更多信息。

要将 Amazon EKS 集群配置为添加支持 GPU 的节点组，请执行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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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支持 GPU 的节点组

1. 使用以下 create-nodegroup 命令创建支持 GPU 的节点组。请务必为 Amazon EKS 集群替换正确的参
数。使用支持 Spark RAPIDS 的实例类型，例如 P4、P3、G5 或 G4dn。

aws eks create-nodegroup \ 
 --cluster-name EKS_CLUSTER_NAME \ 
 --nodegroup-name NODEGROUP_NAME \ 
 --scaling-config minSize=0,maxSize=5,desiredSize=2 CHOOSE_APPROPRIATELY \ 
 --ami-type AL2_x86_64_GPU \ 
 --node-role NODE_ROLE \ 
 --subnets SUBNETS_SPACE_DELIMITED  \ 
 --remote-access ec2SshKey= SSH_KEY \ 
 --instance-types GPU_INSTANCE_TYPE \ 
 --disk-size DISK_SIZE \ 
 --region AWS_REGION

2. 在集群中安装 Nvidia 设备插件，以发出集群每个节点上的 GPU 数量，并在集群中运行支持 GPU 的容
器。运行以下命令以安装插件：

kubectl apply -f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NVIDIA/k8s-device-plugin/v0.9.0/
nvidia-device-plugin.yml

3. 要验证集群每个节点上的可用 GPU 数量，请运行以下命令：

kubectl get nodes  "-o=custom-
columns=NAME:.metadata.name,GPU:.status.allocatable.nvidia\.com/gpu"

运行 Spark RAPIDS 任务

1. 将 Spark RAPIDS 任务提交到 Amazon EMR on EKS 集群。以下代码显示了用于启动任务的命令示例。
首次运行任务时，可能需要几分钟下载映像并将其缓存到节点上。

aws emr-containers start-job-run \
--virtual-cluster-id VIRTUAL_CLUSTER_ID \
--execution-role-arn JOB_EXECUTION_ROLE \
--release-label emr-6.9.0-spark-rapids-latest \
--job-driver '{"sparkSubmitJobDriver": {"entryPoint": "local:///usr/lib/spark/examples/
jars/spark-examples.jar","entryPointArguments":  ["10000"], "sparkSubmitParameters":"--
class org.apache.spark.examples.SparkPi "}}' \
---configuration-overrides '{"applicationConfiguration": [{"classification": "spark-
defaults","properties": {"spark.executor.instances": "2","spark.executor.memory": 
 "2G"}}],"monitoringConfiguration": {"cloudWatchMonitoringConfiguration": 
 {"logGroupName": "LOG_GROUP _NAME"},"s3MonitoringConfiguration": {"logUri": 
 "LOG_GROUP_STREAM"}}}'

2. 要验证 Spark RAPIDS Accelerator 是否已启用，请检查 Spark 驱动程序日志。这些日志存储在 
CloudWatch 或您在运行 start-job-run 命令时指定的 S3 位置。以下示例大致显示了日志行的具体
形式：

22/11/15 00:12:44 INFO RapidsPluginUtils: RAPIDS Accelerator build: {version=22.08.0-
amzn-0, user=release, url=, date=2022-11-03T03:32:45Z, revision=, cudf_version=22.08.0, 
 branch=}
22/11/15 00:12:44 INFO RapidsPluginUtils: RAPIDS Accelerator JNI build: 
 {version=22.08.0, user=, url=https://github.com/NVIDIA/spark-rapids-jni.git, 
 date=2022-08-18T04:14:34Z, revision=a1b23cd_sample, branch=HEAD}
22/11/15 00:12:44 INFO RapidsPluginUtils: cudf build: {version=22.08.0, 
 user=, url=https://github.com/rapidsai/cudf.git, date=2022-08-18T04:14:34Z, 
 revision=a1b23ce_sample, branch=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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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15 00:12:44 WARN RapidsPluginUtils: RAPIDS Accelerator 22.08.0-amzn-0 using cudf 
 22.08.0.
22/11/15 00:12:44 WARN RapidsPluginUtils: spark.rapids.sql.multiThreadedRead.numThreads 
 is set to 20.
22/11/15 00:12:44 WARN RapidsPluginUtils: RAPIDS Accelerator is enabled, to disable GPU 
 support set `spark.rapids.sql.enabled` to false.
22/11/15 00:12:44 WARN RapidsPluginUtils: spark.rapids.sql.explain is set to 
 `NOT_ON_GPU`. Set it to 'NONE' to suppress the diagnostics logging about the query 
 placement on the GPU.

3. 要查看将在 GPU 上运行的操作，请执行以下步骤以启用额外的日志记录。请注
意“spark.rapids.sql.explain : ALL”配置。

aws emr-containers start-job-run \
--virtual-cluster-id VIRTUAL_CLUSTER_ID \
--execution-role-arn JOB_EXECUTION_ROLE \
--release-label emr-6.9.0-spark-rapids-latest \
--job-driver '{"sparkSubmitJobDriver": {"entryPoint": "local:///usr/lib/spark/examples/
jars/spark-examples.jar","entryPointArguments":  ["10000"], "sparkSubmitParameters":"--
class org.apache.spark.examples.SparkPi "}}' \
---configuration-overrides '{"applicationConfiguration": [{"classification": "spark-
defaults","properties": {"spark.rapids.sql.explain":"ALL","spark.executor.instances": 
 "2","spark.executor.memory": "2G"}}],"monitoringConfiguration": 
 {"cloudWatchMonitoringConfiguration": {"logGroupName": 
 "LOG_GROUP_NAME"},"s3MonitoringConfiguration": {"logUri": "LOG_GROUP_STREAM"}}}'

上一个命令是使用 GPU 的任务示例。其输出类似于以下内容。

• *：标记适用于 GPU 的操作
• ！：标记无法在 GPU 上运行的操作
• @：标记适用于 GPU 但无法运行的操作，因为其所处的计划无法在 GPU 上运行

 22/11/15 01:22:58 INFO GpuOverrides: Plan conversion to the GPU took 118.64 ms 
 22/11/15 01:22:58 INFO GpuOverrides: Plan conversion to the GPU took 4.20 ms 
 22/11/15 01:22:58 INFO GpuOverrides: GPU plan transition optimization took 8.37 ms 
 22/11/15 01:22:59 WARN GpuOverrides: 
    *Exec <ProjectExec> will run on GPU 
      *Expression <Alias> substring(cast(date#149 as string), 0, 7) AS month#310 will 
 run on GPU 
        *Expression <Substring> substring(cast(date#149 as string), 0, 7) will run on 
 GPU 
          *Expression <Cast> cast(date#149 as string) will run on GPU 
      *Exec <SortExec> will run on GPU 
        *Expression <SortOrder> date#149 ASC NULLS FIRST will run on GPU 
        *Exec <ShuffleExchangeExec> will run on GPU 
          *Partitioning <RangePartitioning> will run on GPU 
            *Expression <SortOrder> date#149 ASC NULLS FIRST will run on GPU 
          *Exec <UnionExec> will run on GPU 
            !Exec <ProjectExec> cannot run on GPU because not all expressions can be 
 replaced 
              @Expression <AttributeReference> customerID#0 could run on GPU 
              @Expression <Alias> Charge AS kind#126 could run on GPU 
                @Expression <Literal> Charge could run on GPU 
              @Expression <AttributeReference> value#129 could run on GPU 
              @Expression <Alias> add_months(2022-11-15, cast(-(cast(_we0#142 as 
 bigint) + last_month#128L) as int)) AS date#149 could run on GPU 
                ! <AddMonths> add_months(2022-11-15, cast(-(cast(_we0#142 as bigint) + 
 last_month#128L) as int)) cannot run on GPU because GPU does not currently support the 
 operator class org.apache.spark.sql.catalyst.expressions.AddMonths 
                  @Expression <Literal> 2022-11-15 could run on G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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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ression <Cast> cast(-(cast(_we0#142 as bigint) + last_month#128L) 
 as int) could run on GPU 
                    @Expression <UnaryMinus> -(cast(_we0#142 as bigint) + 
 last_month#128L) could run on GPU 
                      @Expression <Add> (cast(_we0#142 as bigint) + last_month#128L) 
 could run on GPU 
                        @Expression <Cast> cast(_we0#142 as bigint) could run on GPU 
                          @Expression <AttributeReference> _we0#142 could run on GPU 
                        @Expression <AttributeReference> last_month#128L could run on 
 GPU

将 Apache Iceberg 与 Amazon EMR on EKS 结合使
用

将 Apache Iceberg 与 Amazon EMR on EKS 应用程序结合使用

1. 启动任务运行以在应用程序配置中提交 Spark 任务时，请包含 Iceberg Spark 运行时 JAR 文件：

--job-driver '{"sparkSubmitJobDriver" : {"sparkSubmitParameters" : "--jars local:///
usr/share/aws/iceberg/lib/iceberg-spark3-runtime.jar"}}'

2. 包含 Iceberg 额外配置：

--configuration-overrides '{ 
    "applicationConfiguration": [ 
    "classification" : "spark-defaults",  
    "properties" : { 
        "spark.sql.catalog.dev.warehouse" : "s3://DOC-EXAMPLE-BUCKET/EXAMPLE-PREFIX/ 
 ",  
        "spark.sql.extensions ":" 
 org.apache.iceberg.spark.extensions.IcebergSparkSessionExtensions ",  
        "spark.sql.catalog.dev" : "org.apache.iceberg.spark.SparkCatalog", 
        "spark.sql.catalog.dev.catalog-impl" : 
 "org.apache.iceberg.aws.glue.GlueCatalog", 
        "spark.sql.catalog.dev.io-impl": "org.apache.iceberg.aws.s3.S3FileIO" 
        } 
    ]
}'

要了解有关 EMR Apache Iceberg 发行版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ceberg 发布历史记录。

将 Delta Lake 与 Amazon EMR on EKS 结合使用
将 Delta Lake 与 Amazon EMR on EKS 应用程序结合使用

1. 启动任务运行以在应用程序配置中提交 Spark 任务时，请包含 Delta Lake JAR 文件：

--job-driver '{"sparkSubmitJobDriver" : { 
      "sparkSubmitParameters" : "--jars local:///usr/share/aws/delta/lib/delta-
core.jar,local:///usr/share/aws/delta/lib/delta-storage.jar,local:///usr/share/aws/
delta/lib/delta-storage-s3-dynamodb.jar"}}'

2. 请包含 Delta Lake 额外配置，并使用 Amazon Glue Data Catalog 作为元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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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uration-overrides '{ 
        "applicationConfiguration": [ 
        { 
          "classification" : "spark-defaults",  
          "properties" : { 
            "spark.sql.extensions" : "io.delta.sql.DeltaSparkSessionExtension",  
            
 "spark.sql.catalog.spark_catalog":"org.apache.spark.sql.delta.catalog.DeltaCatalog",
"spark.hadoop.hive.metastore.client.factory.class":"com.amazonaws.glue.catalog.metastore.AWSGlueDataCatalogHiveClientFactor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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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EMR on EKS 安全性
Amazon的云安全性的优先级最高。为了满足对安全性最敏感的组织的需求，我们打造了具有超高安全性的
数据中心和网络架构。作为 Amazon 客户，您也将从这些数据中心和网络架构受益。

安全性是 Amazon 和您的共同责任。责任共担模型将其描述为云的安全性和云中的安全性：

• 云的安全性 – Amazon负责保护在Amazon云中运行Amazon服务的基础设施。Amazon还向您提供可安全
使用的服务。作为Amazon合规性计划的一部分，第三方审计人员将定期测试和验证安全性的有效性。要
了解适用于 Amazon EMR 的合规性计划，请参阅按合规性计划提供的范围内Amazon服务。

• 云中的安全性 - 您的责任由您使用的 Amazon 服务决定。您还需要对其他因素负责，包括您的数据的敏感
性、您公司的要求以及适用的法律法规。

该文档帮助您了解如何在使用 Amazon EMR on EKS 时应用责任共担模式。以下主题说明如何配置 Amazon 
EMR on EKS 以实现您的安全性和合规性目标。您还会了解如何使用其他Amazon服务以帮助您监控和保护 
Amazon EMR on EKS 资源。

主题
• 数据保护 (p. 90)
•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p. 92)
• 安全最佳实践 (p. 109)
• 日志记录和监控 (p. 110)
• Amazon EMR on EKS 的合规性验证 (p. 112)
• Amazon EMR on EKS 的恢复能力 (p. 112)
• Amazon EMR on EKS 中的基础设施安全性 (p. 112)
• 配置和漏洞分析 (p. 112)
• 使用接口 VPC 终端节点连接到 Amazon EMR on EKS (p. 113)
• 为 Amazon EMR on EKS 设置跨账户访问权限 (p. 115)

数据保护
了解Amazon责任共担模式如何应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中的数据保护。如该模式中所述，Amazon负
责保护运行所有Amazon云的全球基础设施。您负责维护对托管在此基础设施上的内容的控制。此内容包括
您所使用的 Amazon 服务的安全配置和管理任务。有关数据隐私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数据隐私常见问题。有
关欧洲数据保护的信息，请参阅Amazon安全性博客上的 Amazon Shared Responsibility Model and GDPR
博客文章。

出于数据保护目的，我们建议您保护Amazon账户凭证并使用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Amazon 
ment（IAM）设置单独的账户。这仅向每个用户授予履行其工作职责所需的权限。我们还建议您通过以下方
式保护您的数据：

• 对每个账户使用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MFA)。
• 使用 SSL/TLS 与 Amazon 资源进行通信。建议使用 TLS 1.2 或更高版本。
• 使用 Amazon CloudTrail 设置 API 和用户活动日志记录。
• 使用 Amazon 加密解决方案以及 Amazon 服务中的所有默认安全控制。
• 使用高级托管安全服务（例如 Amazon Macie），它有助于发现和保护存储在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中的个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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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Amazon EMR on EKS 加密选项对静态数据和传输中的数据进行加密。
• 如果在通过命令行界面或 API 访问 Amazon 时需要经过 FIPS 140-2 验证的加密模块，请使用 FIPS 端

点。有关可用的 FIPS 终端节点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美国联邦信息处理标准 (FIPS) 第 140-2 版。

我们强烈建议您切勿将敏感的可识别信息（例如您客户的账号）放入自由格式字段（例如 Name (名称) 字
段）。这包括使用控制台、API、Amazon CLI 或 Amazon SDK 处理 Amazon EMR on EKS 或其它Amazon
服务时。您输入到 Amazon EMR on EKS 或其它服务中的任何数据都可能被选取以包含在诊断日志中。当您
向外部服务器提供 URL 时，请勿在 URL 中包含凭证信息来验证您对该服务器的请求。

静态加密
数据加密有助于防止未经授权的用户在集群和关联的数据存储系统中读取数据。这包括保存到持久性媒体的
数据（称为静态数据）和在网络中传输时可能被拦截的数据（称为传输中的数据）。

数据加密需要密钥和凭证。您可从多个选项中灵活选择，这些选项包括 Amazon Key Management Service 
托管的密钥、Amazon S3 托管的密钥以及来自您提供的自定义提供程序的密钥和凭证。当使用 Amazon 
KMS 作为您的密钥提供程序时，您需支付加密密钥的存储和使用费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KMS 定价。

在指定加密选项前，确定要使用的密钥和凭证管理系统。然后，针对您指定为加密设置一部分的自定义提供
程序，来创建密钥和凭证。

Amazon S3 中 EMRFS 数据的静态加密
Amazon S3 加密适用于在 Amazon S3 中读取和写入的 EMR 文件系统（EMRFS）对象。在您启用静态加密
时，请指定 Amazon S3 服务器端加密（SSE）或客户端加密（CSE）作为默认加密模式。（可选）您可以
使用 Per bucket encryption overrides (每存储桶加密覆盖) 为单个存储桶指定不同的加密方法。无论是否启用
了 Amazon S3 加密，传输层安全性（TLS）都会对 EMR 集群节点和 Amazon S3 之间正在传输的 EMRFS 
对象进行加密。有关 Amazon S3 加密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开发人员指
南》中的使用加密保护数据。

Note

使用 Amazon KMS 时，加密密钥的存储和使用将产生费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KMS 
定价。

Amazon S3 服务器端加密
设置 Amazon S3 服务器端加密时，Amazon S3 在向磁盘写入数据时会在对象级别加密数据，并在访问数据
时对数据进行解密。有关 SSE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开发人员指南》中
的使用服务器端加密保护数据。

在 Amazon EMR on EKS 中指定 SSE 时，您可以在两个不同的密钥管理系统之间进行选择：

• SSE-S3 - Amazon S3 为您管理密钥。
• SSE-KMS - 您使用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的策略设置一个 Amazon KMS key。

客户提供密钥的 SSE（SSE-C）不能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Amazon S3 客户端加密
对于 Amazon S3 客户端加密，Amazon S3 加密和解密过程在您的 EMR 集群上的 EMRFS 客户端中进行。
在对象上载到 Amazon S3 之前对其进行加密，并在下载后对其进行解密。您指定的提供程序会提供客户端
使用的加密密钥。客户端可以使用 Amazon KMS 提供的密钥（CSE-KMS）或提供客户端根密钥（CSE-C）
的自定义 Java 类。CSE-KMS 和 CSE-C 之间的加密细节略有不同，具体取决于指定的提供程序以及正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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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或加密对象的元数据。有关这些区别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开发人员指
南》中的使用客户端加密保护数据。

Note

Amazon S3 CSE 仅确保与 Amazon S3 交换的 EMRFS 数据已加密；不确保集群实例卷上的所有数
据都已加密。此外，由于 Hue 不使用 EMRFS，因此 Hue S3 文件浏览器写入 Amazon S3 的对象
没有加密。

本地磁盘加密
Apache Spark 支持对写入本地磁盘的临时数据进行加密。其中包括随机文件、随机溢出以及存储在磁盘上的
缓存和广播变量的数据块。它不包括使用 API（例如 saveAsHadoopFile 或者 saveAsTable）对应用程
序生成的输出数据进行加密。它也可能不包括用户明确创建的临时文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Spark 文档
中的本地存储加密。Spark 不支持本地磁盘上的加密数据，例如，当数据不适合内存时，执行程序进程将中
间数据写入本地磁盘。保留到磁盘的数据的作用域为任务运行时，用于加密数据的密钥由 Spark 为每次任务
运行动态生成。一旦 Spark 任务终止，任何其它进程都无法解密数据。

对于驱动程序和执行程序 Pod，您可以加密保留到挂载卷的静态数据。有三种不同的Amazon本机存储
选项，您可以与 Kubernetes 一起使用：EBS、EFS 和 FSx for Lustre。这三者都使用服务托管式密钥或 
Amazon KMS key 进行静态加密。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EKS 最佳实践指南。使用此方法，所有保留到挂
载卷的数据都会加密。

密钥管理
您可以将 KMS 配置为自动轮换 KMS 密钥。这会每年转动一次密钥，同时无限期地保存旧密钥，以便您的数
据仍然可以被解密。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轮换 Amazon KMS keys。

传输中加密
传输中加密会启用几种加密机制。这些是特定于应用程序的开源功能，可能因 Amazon EMR on EKS 版本而
异。Amazon EMR on EKS 可以启用以下特定于应用程序的加密功能：

• Spark
• 在 Amazon EMR 版本 5.9.0 及更高版本中，使用 AES-256 密码对 Spark 组件（例如，数据块传输服务

和外部随机服务）之间的内部 RPC 通信进行加密。在早期版本中，使用将 DIGEST-MD5 作为密码的 
SASL 对内部 RPC 通信进行加密。

• 使用 Spark 的 SSL 配置对与用户界面（如 Spark History Server 和支持 HTTPS 的文件服务器）的 
HTTP 协议通信进行加密。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Spark 文档中的 SSL 配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Spark 安全设置。
• 您应该在 Amazon S3 存储桶 IAM 策略上使用 aws:SecureTransport 条件，以只允许通过 HTTPS (TLS) 

的加密连接。
• 流式传输到 JDBC 或 ODBC 客户端的查询结果使用 TLS 进行加密。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是一项 Amazon Web Service，可以帮助管理员安全地控
制对 Amazon 资源的访问。IAM 管理员控制谁可以通过身份验证（登录）和授权（具有权限）使用 Amazon 
EMR on EKS 资源。IAM 是一项无需额外费用即可使用的 Amazon Web Service。

主题
• 受众 (p. 93)
• 使用身份进行身份验证 (p.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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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策略管理访问 (p. 95)
• Amazon EMR on EKS 如何与 IAM 配合使用 (p. 96)
• 对 Amazon EMR on EKS 使用服务相关角色 (p. 100)
• Amazon EMR KS 的策略操作 (p. 102)
• 将任务执行角色与 Amazon EMR on EKS 结合使用 (p. 102)
• Amazon EMR on EKS 基于身份的策略示例 (p. 104)
• 基于标签的访问控制策略 (p. 105)
• 对 Amazon EMR on EKS 身份和访问进行故障排除 (p. 107)

受众
如何使用 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因您在 Amazon EMR on EKS 中执行的操作而
异。

服务用户 - 如果您使用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来完成任务，则您的管理员会为您提供所需的凭证和权
限。随着您使用更多 Amazon EMR on EKS 功能来完成工作，您可能需要额外权限。了解如何管理访问权
限可帮助您向管理员请求适合的权限。如果您无法访问 Amazon EMR on EKS 中的功能，请参阅对 Amazon 
EMR on EKS 身份和访问进行故障排除 (p. 107)。

服务管理员 – 如果您在公司负责管理 Amazon EMR on EKS 资源，您可能对 Amazon EMR on EKS 具有完
全访问权限。您有责任确定您的服务用户应访问哪些 Amazon EMR on EKS 功能和资源。然后，您必须向 
IAM 管理员提交请求以更改服务用户的权限。请查看该页面上的信息以了解 IAM 的基本概念。要了解有关
您的公司如何将 IAM 与 Amazon EMR on EKS 搭配使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EMR on EKS 如何与 
IAM 配合使用 (p. 96)。

IAM 管理员 – 如果您是 IAM 管理员，您可能希望了解如何编写策略以管理对 Amazon EMR on EKS 的访
问的详细信息。要查看您可在 IAM 中使用的 Amazon EMR on EKS 基于身份的策略示例，请参阅Amazon 
EMR on EKS 基于身份的策略示例 (p. 104)。

使用身份进行身份验证
身份验证是您使用身份凭证登录 Amazon 的方法。您必须作为 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根用户、IAM 用
户或通过代入 IAM 角色进行身份验证（登录到 Amazon）。

如果您以编程方式访问 Amazon，则 Amazon 将提供软件开发工具包 (SDK) 和命令行界面（CLI），以便使
用您的凭证对您的请求进行加密签名。如果您不使用 Amazon 工具，则必须自行对请求签名。有关使用推荐
的方法自行对请求签名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一般参考中的签名版本 4 签名流程。

无论使用何种身份验证方法，您可能需要提供其他安全信息。例如，Amazon 建议您使用多重身份验证 
(MFA) 来提高账户的安全性。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在 Amazon 中使用多重身份验
证 (MFA)。

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根用户
当您创建 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时，最初使用的是一个对账户中所有 Amazon Web Services和资源拥
有完全访问权限的登录身份。此身份称为 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根用户，使用您创建账户时所用的电
子邮件地址和密码登录，即可获得该身份。强烈建议您不要使用根用户执行日常任务。保护好根用户凭证，
并使用这些凭证来执行仅根用户可以执行的任务。有关要求您以根用户身份登录的任务的完整列表，请参阅
Amazon Account Management 参考指南 中的需要根用户凭证的任务。

联合身份
作为最佳实践，要求人类用户（包括需要管理员访问权限的用户）结合使用联合身份验证和身份提供程序，
以使用临时凭证来访问 Amazon Web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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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身份是来自企业用户目录、Web 身份提供程序、Amazon Directory Service、的用户，或任何使用通过
身份源提供的凭证来访问 Amazon Web Services 的用户。当联合身份访问 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时，
他们代入角色，而角色提供临时凭证。

IAM 用户和组
IAM 用户是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内对某个人员或应用程序具有特定权限的一个身份。在可能的情况
下，我们建议使用临时凭证，而不是创建具有长期凭证（如密码和访问密钥）的 IAM 用户。但是，如果您有
一些特定的使用场景需要长期凭证以及 IAM 用户，我们建议您轮换访问密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对于需要长期凭证的使用场景定期轮换访问密钥。

IAM 组是一个指定一组 IAM 用户的身份。您不能使用组的身份登录。您可以使用组来一次性为多个用户指
定权限。如果有大量用户，使用组可以更轻松地管理用户权限。例如，您可能具有一个名为 IAMAdmins 的
组，并为该组授予权限以管理 IAM 资源。

用户与角色不同。用户唯一地与某个人员或应用程序关联，而角色旨在让需要它的任何人代入。用户具有永
久的长期凭证，而角色提供临时凭证。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何时创建 IAM 用户（而
不是角色）。

IAM 角色
IAM 角色是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中具有特定权限的身份。它类似于 IAM 用户，但与特定人员不关
联。您可以通过切换角色，在 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 中暂时代入 IAM 角色。您可以
调用 Amazon CLI 或 Amazon API 操作或使用自定义 URL 以担任角色。有关使用角色的方法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 中的使用 IAM 角色。

具有临时凭证的 IAM 角色在以下情况下很有用：

• Federated user access（联合用户访问）– 要向联合身份分配权限，请创建角色并为角色定义权限。当联
合身份进行身份验证时，该身份将与角色相关联并被授予由此角色定义的权限。有关联合身份验证的角色
的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为第三方身份提供商创建角色。

• 临时 IAM 用户权限 – IAM 用户可代入 IAM 用户或角色，以暂时获得针对特定任务的不同权限。
• 跨账户访问 – 您可以使用 IAM 角色以允许不同账户中的某个人（可信主体）访问您的账户中的资源。角色

是授予跨账户访问权限的主要方式。但是，对于某些 Amazon Web Services，您可以将策略直接附加到
资源（而不是使用角色作为代理）。要了解用于跨账户访问的角色和基于资源的策略之间的差别，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角色与基于资源的策略有何不同。

• 跨服务访问 – 某些 Amazon Web Services使用其它 Amazon Web Services中的功能。例如，当
您在某个服务中进行调用时，该服务通常会在 Amazon EC2 中运行应用程序或在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中存储对象。服务可能会使用发出调用的主体的权限、使用服务角色或使用服务相
关角色来执行此操作。
• 主体权限 – 当您使用 IAM 用户或角色在 Amazon 中执行操作时，您将被视为主体。策略向主体授予权

限。使用某些服务时，您可能会执行一个操作，此操作然后在不同服务中触发另一个操作。在这种情况
下，您必须具有执行这两个操作的权限。要查看某个操作是否需要策略中的其它相关操作，请参阅《服
务授权参考》中的 Amazon EMR on EKS 的操作、资源和条件键。

• 服务角色 – 服务角色是服务代表您在您的账户中执行操作而担任的 IAM 角色。IAM 管理员可以在 IAM 
中创建、修改和删除服务角色。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创建向 Amazon Web Service 
委派权限的角色。

• 服务相关角色 – 服务相关角色是与 Amazon Web Service关联的一种服务角色。服务可以代入代表您执
行操作的角色。服务相关角色显示在您的 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 中，并由该服务拥有。IAM 管理
员可以查看但不能编辑服务相关角色的权限。

• 在 Amazon EC2 上运行的应用程序 – 您可以使用 IAM 角色管理在 EC2 实例上运行并发出 Amazon CLI 或 
Amazon API 请求的应用程序的临时凭证。这优先于在 EC2 实例中存储访问密钥。要将 Amazon 角色分配
给 EC2 实例并使其对该实例的所有应用程序可用，您可以创建一个附加到实例的实例配置文件。实例配置
文件包含角色，并使 EC2 实例上运行的程序能够获得临时凭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
的使用 IAM 角色为 Amazon EC2 实例上运行的应用程序授予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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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是使用 IAM 角色还是 IAM 用户，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何时创建 IAM 角色（而不是用户）。

使用策略管理访问
您将创建策略并将其附加到 Amazon 身份或资源，以控制 Amazon 中的访问。策略是 Amazon 中的对
象；在与身份或资源相关联时，策略定义它们的权限。在主体（用户、根用户或角色会话）发出请求
时，Amazon 将评估这些策略。策略中的权限确定是允许还是拒绝请求。大多数策略在 Amazon 中存储为 
JSON 文档。有关 JSON 策略文档的结构和内容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 中的 JSON 策略概览。

管理员可以使用 Amazon JSON 策略来指定谁有权访问什么内容。也就是说，哪个主体 可以对什么资源 执
行操作，以及在什么条件 下执行。

默认情况下，用户和角色没有权限。要授予用户对所需资源执行操作的权限，IAM 管理员可以创建 IAM 策
略。然后，管理员可以向角色添加 IAM 策略，并且用户可以代入角色。

IAM policy 定义操作的权限，无关乎您使用哪种方法执行操作。例如，假设您有一个允许 iam:GetRole
操作的策略。具有该策略的用户可以从 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Amazon CLI 或 
Amazon API 获取角色信息。

基于身份的策略
基于身份的策略是可附加到身份（如 IAM 用户、用户组或角色）的 JSON 权限策略文档。这些策略控制用
户和角色可在何种条件下对哪些资源执行哪些操作。要了解如何创建基于身份的策略，请参阅《IAM 用户指
南》中的 创建 IAM policy。

基于身份的策略可以进一步归类为内联策略或托管式策略。内联策略直接嵌入单个用户、组或角色中。托
管式策略是可以附加到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中的多个用户、组和角色的独立策略。托管式策略包括 
Amazon 托管式策略和客户托管式策略。要了解如何在托管式策略和内联策略之间进行选择，请参阅 IAM 用
户指南 中的在托管式策略与内联策略之间进行选择。

基于资源的策略
基于资源的策略是附加到资源的 JSON 策略文档。基于资源的策略的示例包括 IAM 角色信任策略和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策略。在支持基于资源的策略的服务中，服务管理员可以使用它们来
控制对特定资源的访问。对于在其中附加策略的资源，策略定义指定主体可以对该资源执行哪些操作以及在
什么条件下执行。您必须在基于资源的策略中指定主体。主体可以包括账户、用户、角色、联合身份用户或 
Amazon Web Services。

基于资源的策略是位于该服务中的内联策略。您不能在基于资源的策略中使用来自 IAM 的 Amazon 托管式策
略。

访问控制列表 (ACL)
访问控制列表 (ACL) 控制哪些主体（账户成员、用户或角色）有权访问资源。ACL 与基于资源的策略类似，
尽管它们不使用 JSON 策略文档格式。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Amazon WAF 和 Amazon VPC 是支持 ACL 的服务示例。要了解
有关 ACL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开发人员指南 中的访问控制列表 (ACL) 概
览。

其它策略类型
Amazon 支持额外的、不太常用的策略类型。这些策略类型可以设置更常用的策略类型向您授予的最大权
限。

• 权限边界 – 权限边界是一个高级功能，用于设置基于身份的策略可以为 IAM 实体（IAM 用户或角色）授
予的最大权限。您可为实体设置权限边界。这些结果权限是实体基于身份的策略及其权限边界的交集。在
Principal 中指定用户或角色的基于资源的策略不受权限边界限制。任一项策略中的显式拒绝将覆盖允
许。有关权限边界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实体的权限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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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控制策略 (SCP) – SCP 是 JSON 策略，指定了组织或组织单位 (OU) 在 Amazon Organizations 中的
最大权限。Amazon Organizations 服务可以分组和集中管理您的企业拥有的多个 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 账户。如果在组织内启用了所有功能，则可对任意或全部账户应用服务控制策略 (SCP)。SCP 限制成
员账户中实体（包括每个 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根用户）的权限。有关 Organizations 和 SCP 的更
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Organizations 用户指南中的 SCP 的工作原理。

• 会话策略 – 会话策略是当您以编程方式为角色或联合身份用户创建临时会话时作为参数传递的高级策略。
结果会话的权限是用户或角色的基于身份的策略和会话策略的交集。权限也可以来自基于资源的策略。任
一项策略中的显式拒绝将覆盖允许。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会话策略。

多个策略类型
当多个类型的策略应用于一个请求时，生成的权限更加复杂和难以理解。要了解 Amazon 如何确定在涉及多
种策略类型时是否允许请求，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策略评估逻辑。

Amazon EMR on EKS 如何与 IAM 配合使用
在使用 IAM 管理对 Amazon EMR on EKS 的访问权限之前，您应该了解哪些 IAM 功能可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将 IAM 功能与 Amazon EMR on EKS 一起使用

IAM 功能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

基于身份的策略 (p. 96) 是

基于资源的策略 (p. 97) 否

策略操作 (p. 97) 是

策略资源 (p. 98) 是

策略条件键 (p. 98) 是

ACL (p. 99) 否

ABAC（策略中的标签） (p. 99) 是

临时凭证 (p. 99) 是

委托人权限 (p. 99) 是

服务角色 (p. 100) 否

服务相关角色 (p. 100) 是

要大致了解 Amazon EMR on EKS 和其它Amazon服务如何与 IAM 一起使用，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
的与 IAM 一起使用的Amazon服务。

Amazon EMR on EKS 的基于身份的策略

支持基于身份的策略 是

基于身份的策略是可附加到身份（如 IAM 用户、用户组或角色）的 JSON 权限策略文档。这些策略控制用
户和角色可在何种条件下对哪些资源执行哪些操作。要了解如何创建基于身份的策略，请参阅《IAM 用户指
南》中的创建 IAM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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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 IAM 基于身份的策略，您可以指定允许或拒绝的操作和资源以及允许或拒绝操作的条件。您无法
在基于身份的策略中指定主体，因为它适用于其附加的用户或角色。要了解可在 JSON 策略中使用的所有元
素，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JSON 策略元素引用。

Amazon EMR on EKS 基于身份的策略示例

要查看 Amazon EMR on EKS 基于身份的策略的示例，请参阅Amazon EMR on EKS 基于身份的策略示
例 (p. 104)。

Amazon EMR on EKS 基于资源的策略

支持基于资源的策略。 否

基于资源的策略是附加到资源的 JSON 策略文档。基于资源的策略的示例包括 IAM 角色信任策略和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策略。在支持基于资源的策略的服务中，服务管理员可以使用它们来
控制对特定资源的访问。对于在其中附加策略的资源，策略定义指定主体可以对该资源执行哪些操作以及在
什么条件下执行。您必须在基于资源的策略中指定主体。主体可以包括账户、用户、角色、联合身份用户或 
Amazon Web Services。

要启用跨账户存取，您可以将整个账户或其它账户中的 IAM 实体指定为基于资源的策略中的主体。将跨账
户主体添加到基于资源的策略只是建立信任关系工作的一半而已。当主体和资源处于不同的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中时，则信任账户中的 IAM 管理员还必须授予主体实体（用户或角色）对资源的访问权限。他
们通过将基于身份的策略附加到实体以授予权限。但是，如果基于资源的策略向同一个账户中的主体授予访
问权限，则不需要额外的基于身份的策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角色与基于资
源的策略有何不同。

Amazon EMR on EKS 的策略操作

支持策略操作 是

管理员可以使用 Amazon JSON 策略来指定谁有权访问什么内容。也就是说，哪个主体 可以对什么资源 执
行操作，以及在什么 条件 下执行。

JSON 策略的 Action 元素描述可用于在策略中允许或拒绝访问的操作。策略操作通常与关联的 Amazon 
API 操作同名。有一些例外情况，例如没有匹配 API 操作的仅限权限 操作。还有一些操作需要在策略中执行
多个操作。这些附加操作称为相关操作。

在策略中包含操作以授予执行相关操作的权限。

要查看 Amazon EMR on EKS 操作的列表，请参阅《服务授权参考》中的 Amazon EMR on EKS 的操作、
资源和条件键。

Amazon EMR on EKS 中的策略操作在操作前面使用以下前缀：

emr-containers

要在单个语句中指定多项操作，请使用逗号将它们隔开。

"Action": [ 
      "emr-containers:action1", 
      "emr-containers:action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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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查看 Amazon EMR on EKS 基于身份的策略的示例，请参阅Amazon EMR on EKS 基于身份的策略示
例 (p. 104)。

Amazon EMR on EKS 的策略资源

支持策略资源 是

管理员可以使用 Amazon JSON 策略来指定谁有权访问什么内容。也就是说，哪个主体 可以对什么资源 执
行操作，以及在什么条件 下执行。

Resource JSON 策略元素指定要向其应用操作的一个或多个对象。语句必须包含 Resource 或
NotResource 元素。作为最佳实践，请使用其 Amazon 资源名称（ARN）指定资源。对于支持特定资源类
型（称为资源级权限）的操作，您可以执行此操作。

对于不支持资源级权限的操作（如列出操作），请使用通配符（*）指示语句应用于所有资源。

"Resource": "*"

要查看 Amazon EMR on EKS 的资源类型及其 ARN 的列表，请参阅《服务授权参考》中的由 Amazon EMR 
on EKS 定义的资源。要了解可以为每个资源的 ARN 指定哪些操作，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的操
作、资源和条件键。

要查看 Amazon EMR on EKS 基于身份的策略的示例，请参阅Amazon EMR on EKS 基于身份的策略示
例 (p. 104)。

Amazon EMR on EKS 的策略条件键

支持特定于服务的策略条件键 是

管理员可以使用 Amazon JSON 策略来指定谁有权访问什么内容。也就是说，哪个主体可以对什么资源执
行操作，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执行。

在 Condition 元素（或 Condition 块）中，可以指定语句生效的条件。Condition 元素是可选的。您可
以创建使用条件运算符（例如，等于或小于）的条件表达式，以使策略中的条件与请求中的值相匹配。

如果您在一个语句中指定多个 Condition 元素，或在单个 Condition 元素中指定多个键，则 Amazon 使
用逻辑 AND 运算评估它们。如果您为单个条件键指定多个值，则 Amazon 使用逻辑 OR 运算来评估条件。在
授予语句的权限之前必须满足所有的条件。

在指定条件时，您也可以使用占位符变量。例如，只有在使用 IAM 用户名标记 IAM 用户时，您才能为其授
予访问资源的权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policy 元素：变量和标签。

Amazon支持全局条件键和特定于服务的条件键。要查看所有 Amazon 全局条件键，请参阅《IAM 用户指
南》中的 Amazon 全局条件上下文键。

要查看 Amazon EMR on EKS 条件键的列表，并了解您可以对哪些操作和资源使用条件键，请参阅《服务授
权参考》中的 Amazon EMR on EKS 的操作、资源和条件键。

要查看 Amazon EMR on EKS 基于身份的策略的示例，请参阅Amazon EMR on EKS 基于身份的策略示
例 (p.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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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EMR on EKS 访问控制列表（ACL）

支持 ACL 否

访问控制列表（ACL）控制哪些主体（账户成员、用户或角色）有权访问资源。ACL 与基于资源的策略类
似，尽管它们不使用 JSON 策略文档格式。

使用 Amazon EMR on EKS 基于属性的访问控制（ABAC）

支持 ABAC（策略中的标签） 是

基于属性的访问控制（ABAC）是一种授权策略，该策略基于属性来定义权限。在 Amazon 中，这些属性称
为标签。您可以将标签附加到 IAM 实体（用户或角色）以及Amazon资源。标记实体和资源是 ABAC 的第一
步。然后设计 ABAC 策略，以在主体的标签与他们尝试访问的资源标签匹配时允许操作。

ABAC 在快速增长的环境中非常有用，并在策略管理变得繁琐的情况下可以提供帮助。

要基于标签控制访问，您需要使用 aws:ResourceTag/key-name、aws:RequestTag/key-name 或
aws:TagKeys 条件键在策略的条件元素中提供标签信息。

如果某个服务对于每种资源类型都支持所有这三个条件键，则对于该服务，该值为 Yes（是）。如果某个服
务仅对于部分资源类型支持所有这三个条件键，则该值为 Partial（部分）。

有关 ABAC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什么是 ABAC？。要查看设置 ABAC 步骤的教程，请
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使用基于属性的访问控制（ABAC）。

使用 Amazon EMR on EKS 的临时凭证

支持临时凭证 是

某些 Amazon Web Services在您使用临时凭证登录时无法正常工作。有关更多信息，包括 Amazon Web 
Services与临时凭证配合使用，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使用 IAM 的 Amazon Web Services。

如果您不使用用户名和密码而用其它方法登录到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则使用临
时凭证。例如，当您使用贵公司的单点登录（SSO）链接访问Amazon时，该过程将自动创建临时凭证。当
您以用户身份登录控制台，然后切换角色时，您还会自动创建临时凭证。有关切换角色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切换到角色（控制台）。

您可以使用 Amazon CLI 或者 Amazon API 创建临时凭证。之后，您可以使用这些临时凭证访问
Amazon。Amazon建议您动态生成临时凭证，而不是使用长期访问密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中的
临时安全凭证。

Amazon EMR on EKS 的跨服务主要权限

支持委托人权限 是

当您使用 IAM 用户或角色在Amazon中执行操作时，您将被视为委托人。策略向主体授予权限。使用某些
服务时，您可能会执行一个操作，此操作然后在不同服务中触发另一个操作。在这种情况下，您必须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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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这两个操作的权限。要查看某个操作是否需要策略中的其它相关操作，请参阅《服务授权参考》中的
Amazon EMR on EKS 的操作、资源和条件键。

Amazon EMR on EKS 的服务角色

支持服务角色 否

Amazon EMR on EKS 的服务相关角色

支持服务相关角色 是

有关创建或管理服务相关角色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IAM 的Amazon服务。在表中查找服务相关角色列中
包含 Yes 额表。选择 Yes 链接以查看该服务的服务相关角色文档。

对 Amazon EMR on EKS 使用服务相关角色
Amazon EMR on EKS 使用 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服务相关角色。服务相关角
色是一种独特类型的 IAM 角色，它与 Amazon EMR on EKS 直接相关。服务相关角色由 Amazon EMR on 
EKS 预定义，并包含服务代表您调用其它Amazon服务所需的所有权限。

服务相关角色可让您更轻松地设置 Amazon EMR on EKS，因为您不必手动添加必要的权限。Amazon EMR 
on EKS 定义其服务相关角色的权限，除非另外定义，否则只有 Amazon EMR on EKS 可以承担该角色。定
义的权限包括信任策略和权限策略，以及不能附加到任何其它 IAM 实体的权限策略。

只有在首先删除相关资源后，才能删除服务相关角色。这将保护您的 Amazon EMR on EKS 资源，因为您不
会无意中删除对资源的访问权限。

有关支持服务关联的角色的其它服务的信息，请参阅与 IAM 配合使用的Amazon服务，并查找 Service-
Linked Role (服务相关角色) 列为 Yes (是) 的服务。请选择 Yes 与查看该服务的服务相关角色文档的链接。

Amazon EMR on EKS 的服务相关角色权限
Amazon EMR on EKS 使用名为 EMR on EKS 的服务相关角
色AWSServiceRoleForAmazonEMRContainers。

AWSServiceRoleForAmazonEMRContainers 服务相关角色信任以下服务代入该角色：

• emr-containers.amazonaws.com

角色权限策略 AmazonEMRContainersServiceRolePolicy 允许 Amazon EMR on EKS 完成对指定资源
的一组操作，如以下策略声明所示。

Note

托管式策略的内容发生更改，因此此处显示的策略可能是托管式策略的内容发生更改 out-of-date。
查看中的最多的 up-to-date 政策 AmazonEMRContainersServiceRolePolicy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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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on": [ 
                "eks:DescribeCluster", 
                "eks:ListNodeGroups", 
                "eks:DescribeNodeGroup", 
                "ec2:DescribeRouteTables", 
                "ec2:DescribeSubnets", 
                "ec2:DescribeSecurityGroups", 
                "elasticloadbalancing:DescribeInstanceHealth", 
                "elasticloadbalancing:DescribeLoadBalancers", 
                "elasticloadbalancing:DescribeTargetGroups", 
                "elasticloadbalancing:DescribeTargetHealth" 
            ], 
            "Resource":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acm:ImportCertificate", 
                "acm:AddTagsToCertificate" 
            ], 
            "Resource":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aws:RequestTag/emr-container:endpoint:managed-certificate": "true" 
                }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acm:DeleteCertificate" 
            ], 
            "Resource":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aws:ResourceTag/emr-container:endpoint:managed-certificate": "true" 
                } 
            } 
        } 
    ]
}

必须配置权限，允许 IAM 实体（如用户、组或角色）创建、编辑或删除服务相关角色。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服务相关角色权限。

为 Amazon EMR on EKS 创建服务相关角色
无需手动创建服务相关角色。当您创建虚拟集群时，Amazon EMR on EKS 会为您创建服务相关角色。

如果删除此服务相关角色，然后需要再次创建，可以使用相同流程在账户中重新创建此角色。当您创建虚拟
集群时，Amazon EMR on EKS 会再次为您创建服务相关角色。

您也可以使用 IAM 控制台为 Amazon EMR on EKS 使用案例创建服务相关角色。在 Amazon CLI 或 
Amazon API 中，使用 emr-containers.amazonaws.com 服务名称创建服务相关角色。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创建服务相关角色。如果您删除了此服务相关角色，则可以使用此相同过程再
次创建角色。

为 Amazon EMR on EKS 编辑服务相关角色
Amazon EMR on EKS 不允许您编辑 AWSServiceRoleForAmazonEMRContainers 服务相关角色。创建
服务相关角色后，将无法更改角色名称，因为可能有多个实体引用该角色。但是可以使用 IAM 编辑角色说
明。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IAM 用户指南中的编辑服务相关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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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的服务相关角色
如果不再需要使用某个需要服务相关角色的功能或服务，我们建议您删除该角色。这样您就没有未被主动监
控或维护的未使用实体。但是，您必须先清除服务相关角色的资源，然后才能手动删除它。

Note

如果在您试图删除资源时，Amazon EMR on EKS 服务正在使用该角色，则删除操作可能会失败。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请等待几分钟后重试。

要删除 AWSServiceRoleForAmazonEMRContainers 使用的 Amazon EMR on EKS 资源

1. 打开 Amazon EMR 控制台。
2. 选择一个虚拟集群。
3. 在 Virtual Cluster 页面上，选择 Delete (删除)。
4. 对您账户中的任何其它虚拟集群重复此步骤。

使用 IAM 手动删除服务相关角色

使用 IAM 控制台，即 Amazon CLI 或 Amazon API 来删除 AWSServiceRoleForAmazonEMRContainers
服务相关角色。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IAM 用户指南中的删除服务相关角色。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相关角色支持的区域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在该服务可用的所有区域中使用服务相关角色。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端点和限额 (p. 127)。

Amazon EMR KS 的策略操作
查看有关自 2021 年 3 月 1 日以来针对 Amazon EMR on EKS 的 Amazon 托管策略更新的详细信息。

更改 说明 日期

AmazonEMRContainersServiceRolePolicy-
添加了描述和列出 Amazon 
EKS 节点组、描述负载均衡器
目标组以及描述负载均衡器目
标运行状况的权限。

策略中添加了以下权
限：eks:ListNodeGroups、eks:DescribeNodeGroup、elasticloadbalancing:DescribeTargetGroups、elasticloadbalancing:DescribeTargetHealth。

March 13, 2023

AmazonEMRContainersServiceRolePolicy
‐ 增加了导入和删除 Amazon 
Certificate Manager 中的证书
的权限。

以下权限已添加到策
略：acm:ImportCertificate、acm:AddTagsToCertificate、acm:DeleteCertificate。

2021 年 12 月 3 日

Amazon EMR on EKS 已开始
跟踪更改

Amazon EMR on EKS 已开始跟踪其 
Amazon 托管式策略的更改。

2021 年 3 月 1 日

将任务执行角色与 Amazon EMR on EKS 结合使用
要使用 StartJobRun 命令在 EKS 集群上提交任务运行，则必须首先引导任务执行角色与虚拟集群一起使
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设置 (p. 5) 中的 创建任务执行角色 (p. 15)。此外，您也可以按照 Amazon EMR 
on EKS 研讨会的为任务执行创建 IAM 角色部分中的说明进行操作。

任务执行角色的信任策略中必须包含以下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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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Federated": "arn:aws:iam::AWS_ACCOUNT_ID:oidc-provider/OIDC_PROVIDER" 
      }, 
      "Action": "sts:AssumeRoleWithWebIdentity", 
      "Condition": { 
        "StringLike": { 
          "OIDC_PROVIDER:sub": "system:serviceaccount:NAMESPACE:emr-containers-sa-*-
*-AWS_ACCOUNT_ID-BASE36_ENCODED_ROLE_NAME" 
        } 
      } 
    } 
  ]
}
 

前述示例中的信任策略仅向 EMR 托管的 Kubernetes 服务账户授予权限，并且服务账户的名称与 emr-
containers-sa-*-*-AWS_ACCOUNT_ID-BASE36_ENCODED_ROLE_NAME 模式相匹配。具有此模式的服
务账户将在任务提交时自动创建，作用域为提交任务的命名空间。此信任策略允许这些服务账户担任执行角
色并获取执行角色的临时凭证。不同 EKS 集群的任何其它服务账户、同一 EKS 集群内不同命名空间的任何
其它服务账户都不能担任执行角色。

您可以运行以下命令来自动更新上述给定格式的信任策略。

aws emr-containers update-role-trust-policy \ 
       --cluster-name cluster \ 
       --namespace namespace \ 
       --role-name iam_role_name_for_job_execution

控制访问执行角色

EKS 集群管理员可以创建多租户 Amazon EMR on EKS 虚拟集群，IAM 管理员可以向其添加多个执行角
色。这些执行角色可由运行任意代码的不受信任租户提交任务。因此，您可能需要限制这些租户，使他们无
法运行代码来为一个或多个执行角色分配权限。您可以使用条件键来限制对执行角色的访问。IAM 管理员
可使用名为 emr-containers:ExecutionRoleArn 的可选字符串条件键来限制添加到 IAM 身份的 IAM 
policy。此条件接受有权限使用虚拟集群的执行角色 ARN 列表，如以下权限策略所示。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emr-containers:StartJobRun", 
      "Resource": "arn:aws:emr-containers:REGION:AWS_ACCOUNT_ID:/
virtualclusters/VIRTUAL_CLUSTER_ID",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emr-containers:ExecutionRoleArn": [ 
            "execution_role_arn_1", 
            "execution_role_arn_2",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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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如果您想允许所有执行角色以特定前缀开头（如 MyRole），则条件运算符 StringEquals 可
以替换为 StringLike 运算符，并且条件中的 execution_role_arn 值可以替换为通配符 *。例
如，arn:aws:iam::AWS_ACCOUNT_ID:role/MyRole*。所有其它字符串条件键也受支持。

Note

Amazon EMR on EKS 目前不支持对执行角色应用基于标记的访问控制（TBAC）或基于属性的访
问权限控制（ABAC）。您不能根据标签授予执行角色权限或属性。

Amazon EMR on EKS 基于身份的策略示例
默认情况下，用户和角色没有创建或修改 Amazon EMR on EKS 资源的权限。他们也无法使用 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Amazon Command Line Interface（Amazon CLI）或 Amazon API 
执行任务。要用户用户在其需要的资源上执行操作的权限，IAM 管理员可以创建 IAM 策略。管理员随后可以
向角色添加 IAM 策略，用户可以代入角色。

要了解如何使用这些示例 JSON 策略文档创建基于 IAM 身份的策略，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创建 
IAM policy。

有关 Amazon EMR on EKS 定义的操作和资源类型的详细信息，包括每种资源类型的 ARN 格式，请参阅服
务授权参考中的 Amazon EMR on EKS 的操作、资源和条件键。

主题
• 策略最佳实践 (p. 104)
• 使用 Amazon EMR on EKS 控制台 (p. 105)
• 允许用户查看他们自己的权限 (p. 105)

策略最佳实践
基于身份的策略确定某个人是否可以创建、访问或删除您账户中的 Amazon EMR on EKS 资源。这些操作可
能会使 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 产生成本。创建或编辑基于身份的策略时，请遵循以下准则和建议：

• Amazon 托管策略及转向最低权限许可入门 - 要开始向用户和工作负载授予权限，请使用 Amazon 托管策
略来为许多常见使用场景授予权限。您可以在 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 中找到这些策略。我们建议通
过定义特定于您的使用场景的 Amazon 客户管理型策略来进一步减少权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Amazon 托管策略或工作职能的 Amazon 托管策略。

• 应用最低权限 – 在使用 IAM policy 设置权限时，请仅授予执行任务所需的权限。为此，您可以定义在特定
条件下可以对特定资源执行的操作，也称为最低权限许可。有关使用 IAM 应用权限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中的策略和权限。

• 使用 IAM policy 中的条件进一步限制访问权限 – 您可以向策略添加条件来限制对操作和资源的访问。例
如，您可以编写策略条件来指定必须使用 SSL 发送所有请求。如果通过特定 Amazon Web Service（例如 
Amazon CloudFormation）使用服务操作，您还可以使用条件来授予对服务操作的访问权限。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JSON 策略元素：条件。

• 使用 IAM Access Analyzer 验证您的 IAM policy，以确保权限的安全性和功能性 – IAM Access Analyzer 
会验证新策略和现有策略，以确保策略符合 IAM policy语言 (JSON) 和 IAM 最佳实践。IAM Access 
Analyzer 提供 100 多项策略检查和可操作的建议，以帮助您制定安全且功能性强的策略。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Acess Analyzer 策略验证。

• Require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MFA）[需要多重身份验证（MFA）] – 如果您所处的场景要求您的 
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 中有 IAM 用户或根用户，请启用 MFA 来提高安全性。若要在调用 API 操作
时需要 MFA，请将 MFA 条件添加到您的策略中。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配置受 
MFA 保护的 API 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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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IAM 中的最佳实践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中的安全最佳实践。

使用 Amazon EMR on EKS 控制台
要访问 Amazon EMR on EKS 控制台，您必须具有一组最低的权限。这些权限必须允许您列出和查看有关您
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账户中 Amazon EMR on EKS 资源的详细信息。如果创建比所需最低权限更为
严格的基于身份的策略，对于附加了该策略的实体（用户或角色），控制台将无法按预期正常运行。

对于只需要调用 Amazon CLI 或 Amazon API 的用户，无需为其提供最低控制台权限。相反，只允许访问与
其尝试执行的 API 操作相匹配的操作。

要确保用户和角色仍可使用 Amazon EMR on EKS 控制台，请将 Amazon EMR on EKS ConsoleAccess
或者 ReadOnly Amazon托管式策略添加到实体。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为用户添加权
限。

允许用户查看他们自己的权限
该示例说明了您如何创建策略，以允许 IAM 用户查看附加到其用户身份的内联和托管式策略。此策略包括在
控制台上完成此操作或者以编程方式使用 Amazon CLI 或 Amazon API 所需的权限。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ViewOwnUserInfo", 
            "Effect": "Allow", 
            "Action": [ 
                "iam:GetUserPolicy", 
                "iam:ListGroupsForUser", 
                "iam:ListAttachedUserPolicies", 
                "iam:ListUserPolicies", 
                "iam:GetUser" 
            ], 
            "Resource": ["arn:aws:iam::*:user/${aws:username}"] 
        }, 
        { 
            "Sid": "NavigateInConsole", 
            "Effect": "Allow", 
            "Action": [ 
                "iam:GetGroupPolicy", 
                "iam:GetPolicyVersion", 
                "iam:GetPolicy", 
                "iam:ListAttachedGroupPolicies", 
                "iam:ListGroupPolicies", 
                "iam:ListPolicyVersions", 
                "iam:ListPolicies", 
                "iam:ListUsers" 
            ], 
            "Resource": "*" 
        } 
    ]
}

基于标签的访问控制策略
您可以在基于身份的策略中使用条件，以便根据标签控制对虚拟集群和任务运行的访问。有关标记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为您的 Amazon EMR on EKS 资源添加标签 (p.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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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示例说明将条件运算符与 Amazon EMR on EKS 条件键结合使用的不同场景和方法。这些 IAM policy 
声明仅用于演示目的，并且不应用于生产环境。可通过多种方式来组合策略声明，以根据要求授予和拒绝权
限。有关规划和测试 IAM policy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

Important

一个重要注意事项是，应该明确拒绝添加标签操作的权限。这可以防止用户标记资源，从而为其授
予您不打算授予的权限。如果资源的标记操作未被拒绝，用户可以修改标记并规避基于标签的策略
意图。有关拒绝添加标签操作的策略示例，请参阅拒绝添加和删除标签的访问权限 (p. 107)。

以下示例演示基于身份的权限策略，用于控制允许对 Amazon EMR on EKS 虚拟集群执行的操作。

仅允许带特定标签值资源上的操作
在以下策略示例中， StringEquals 条件运算符尝试将 dev 与标签部门的值匹配。如果标签部分尚未添加到
虚拟集群或不包含值 dev，则策略不会应用，并且此策略将不允许这些操作。如果任何其它策略声明允许操
作，则用户只能使用标签中包含此值的虚拟集群。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emr-containers:DescribeVirtualCluster" 
      ], 
      "Resource":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aws:ResourceTag/department": "dev" 
        } 
      } 
    } 
  ]
}

您也可以使用条件运算符指定多个标签值。例如，要运行其 department 标签包含值 dev 或 test 的虚拟
集群上的操作，您可以将上一个示例中的条件数据块替换为以下内容。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aws:ResourceTag/department": ["dev", "test"] 
        } 
      }

创建资源时需要标签
在以下示例中，创建虚拟集群时需要应用标签。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emr-containers:CreateVirtualCluster" 
      ], 
      "Resource": "*", 
      "Condi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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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Equals": { 
          "aws:RequestTag/department": "dev" 
        } 
      } 
    } 
  ]
}

以下策略声明仅允许用户在集群具有 department 标签（可包含任何值）的情况下创建虚拟集群。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emr-containers:CreateVirtualCluster" 
      ], 
      "Resource": "*", 
      "Condition": { 
        "Null": { 
          "aws:RequestTag/department": "false" 
        } 
      } 
    } 
  ]
}

拒绝添加和删除标签的访问权限
此策略旨在拒绝用户在添加了 department 标签（包含 dev 值）的虚拟集群中添加或删除任何标签的权
限。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Deny", 
      "Action": [ 
        "emr-containers:TagResource", 
        "emr-containers:UntagResource" 
      ], 
      "Resource": "*", 
      "Condition": { 
        "StringNotEquals": { 
          "aws:ResourceTag/department": "dev" 
        } 
      } 
    } 
  ]
}

对 Amazon EMR on EKS 身份和访问进行故障排除
可以使用以下信息，以帮助您诊断和修复在使用 Amazon EMR on EKS 和 IAM 时可能遇到的常见问题。

主题
• 我无权在 Amazon EMR on EKS 中执行操作 (p. 108)
• 我无权执行 iam：PassRole (p.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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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允许我的Amazon账户以外的人访问我的 Amazon EMR on EKS 资源 (p. 108)

我无权在 Amazon EMR on EKS 中执行操作
如果 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 告诉您，您无权执行某个操作，则必须联系您的管理员
寻求帮助。您的管理员是指为您提供用户名和密码的那个人。

当 mateojackson 用户尝试使用控制台查看有关虚构 my-example-widget 资源的详细信息，但不拥有虚
构 emr-containers:GetWidget 权限时，会发生以下示例错误。

User: arn:aws:iam::123456789012:user/mateojackson is not authorized to perform: emr-
containers:GetWidget on resource: my-example-widget

在这种情况下，Mateo 请求他的管理员更新其策略，以允许他使用 emr-containers:GetWidget 操作访
问 my-example-widget 资源。

我无权执行 iam：PassRole
如果您收到一个错误，表明您无权执行iam:PassRole操作，则必须更新策略以允许您将角色传递给 
Amazon EKS。

有些 Amazon Web Services允许您将现有角色传递到该服务，而不是创建新服务角色或服务相关角色。为
此，您必须具有将角色传递到服务的权限。

当名为的 IAM 用户marymajor尝试使用控制台在 Amazon EMR KS 中执行操作时，会发生以下示例错误。
但是，服务必须具有服务角色所授予的权限才可执行此操作。Mary 不具有将角色传递到服务的权限。

User: arn:aws:iam::123456789012:user/marymajor is not authorized to perform: iam:PassRole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更新 Mary 的策略以允许她执行 iam:PassRole 操作。

如果您需要帮助，请联系您的 Amazon 管理员。管理员是向您提供登录凭证的人。

我希望允许我的Amazon账户以外的人访问我的 Amazon EMR on 
EKS 资源
您可以创建一个角色，以便其它账户中的用户或您组织外的人员可以使用该角色来访问您的资源。您可以指
定谁值得信赖，可以担任角色。对于支持基于资源的策略或访问控制列表 (ACL) 的服务，您可以使用这些策
略向人员授予对您的资源的访问权。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内容：

• 要了解 Amazon EMR on EKS 是否支持这些功能，请参阅Amazon EMR on EKS 如何与 IAM 配合使
用 (p. 96)。

• 要了解如何为您拥有的 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 中的资源提供访问权限，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为
您拥有的另一个 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 中的 IAM 用户提供访问权限。

• 要了解如何为第三方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提供您的资源的访问权限，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为
第三方拥有的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提供访问权限。

• 要了解如何通过联合身份验证提供访问权限，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为经过外部身份验证的用户（联合
身份验证）提供访问权限。

• 要了解使用角色和基于资源的策略进行跨账户访问之间的差别，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角色与基
于资源的策略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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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最佳实践
Amazon EMR on EKS 提供了在您开发和实施自己的安全策略时需要考虑的大量安全功能。以下最佳实践是
一般准则，并不代表完整的安全解决方案。由于这些最佳实践可能不适合您的环境或不满足您的环境要求，
因此将其视为有用的考虑因素而不是惯例。

采用最低特权原则
Amazon EMR on EKS 为使用 IAM 角色（如执行角色）的应用程序提供了精细的访问策略。这些执行角色通
过 IAM 角色的信任策略映射到 Kubernetes 服务账户。Amazon EMR on EKS 在已注册的 Amazon EKS 命名
空间中创建 Pod，用于执行用户提供的应用程序代码。运行应用程序代码的任务 Pod 在连接到其他Amazon
服务时代入执行角色。我们建议向执行角色仅授予任务所需的最低权限集，例如覆盖应用程序和对日志目标
的访问权限。我们还建议定期以及在应用程序代码发生变化时审核任务的权限。

终端节点的访问控制列表
只能为已配置的 EKS 集群创建托管式终端节点，以至少在 VPC 的私有子网上使用。此配置限制对托管式终
端节点创建的负载均衡器的访问，以便只能从您的 VPC 访问它们。为了进一步增强安全性，我们建议您使用
这些负载均衡器配置安全组，以便它们可以将传入流量限制到一组选定的 IP 地址。

获取自定义镜像的最新安全更新
要通过 Amazon EMR on EKS 使用自定义镜像，您可以在镜像上安装任何二进制文件和库。您负责添加到镜
像中的二进制文件的安全修补。Amazon EMR on EKS 镜像会使用最新的安全补丁程序进行定期修补。要获
取最新镜像，您必须在 Amazon EMR 的新基础镜像版本发布时重新构建自定义镜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Amazon EMR on EKS 发行版 (p. 129)和如何选择基础镜像 URI (p. 33)。

限制 Pod 凭证访问
Kubernetes 支持将凭证分配给 Pod 的多种方法。预置多个凭证提供程序可能会增加您安全模型的复杂
性。Amazon EMR on EKS 已采用服务账户的 IAM 角色（IRSA）作为注册 EKS 命名空间中的标准凭证提供
程序。不支持其他方法，包括 kube2iam、kiam 并使用 EC2 实例的实例配置文件在集群上运行。

隔离不受信任的应用程序代码
Amazon EMR on EKS 不检查系统用户提交应用程序代码的完整性。如果您运行的多租户虚拟集群是使用多
个执行角色进行配置的，而运行任意代码的不受信任的租户可使用这些角色来提交任务，则会存在恶意应用
程序升级其权限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请考虑将具有相似权限的执行角色隔离到不同的虚拟集群中。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RBAC）权限
管理员应针对 Amazon EMR on EKS 托管式命名空间，来严格控制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RBAC）权限。至
少不应向 Amazon EMR on EKS 托管式命名空间中的任务提交者授予以下权限。

• Kubernetes RBAC 具有修改 configmap 的权限，因为 Amazon EMR on EKS 使用 Kubernetes 
configmaps 来生成具有托管式服务账户名称的托管式 Pod 模板。此属性应不可变。

• Kubernetes RBAC 具有可执行 Amazon EMR on EKS Pod 的权限，以避免对具有托管 SA 名称的托管 
Pod 模板授予访问权限。此属性应不可变。此权限还可对挂载到 Pod 中的 JWT 令牌授予访问权限，然后
可使用该令牌检索执行角色凭证。

• Kubernetes RBAC 具有创建 Pod 的权限，以防止用户使用 Kubernetes ServiceAccount 创建 Pod，此 
ServiceAccount 可能映射到具有更多Amazon权限的 IAM 角色而不是用户。

• Kubernetes RBAC 具有部署变异 Webhook 的权限，以防止用户使用变异 Webhook 来改变由 Amazon 
EMR on EKS 创建的 Pod 的 Kubernetes ServiceAccount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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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bernetes RBAC 具有读取 Kubernetes 机密信息的权限，以防止用户读取存储在这些机密中的机密性数
据。

限制对节点组 IAM 角色或实例配置文件凭证的访问
• 建议您为节点组的 IAM 角色分配最小Amazon权限。通过使用 EKS 工作线程节点的实例配置文件凭证所运

行的代码，这有助于避免权限升级。
• 要完全阻止对 Amazon EMR on EKS 托管式命名空间中运行的所有 Pod 的实例配置文件凭证的访问，我

们建议您在 EKS 节点上运行 iptables 命令。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限制对 Amazon EC2 实例配置文件
凭证的访问。但是，正确确定服务账户 IAM 角色的范围非常重要，以便您的 Pod 具有所有必要的权限。
例如，为节点 IAM 角色分配了从 Amazon ECR 提取容器镜像的权限。如果未向某个 Pod 分配这些权限，
则该 Pod 无法从 Amazon ECR 提取容器镜像。VPC CNI 插件也需要更新。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演练：
更新 VPC CNI 插件以便为服务账户使用 IAM 角色。

日志记录和监控
要检测事件、在发生事件时接收警报并进行响应，请针对 Amazon EMR on EKS 使用以下选项：

• 使用 Amazon CloudTrail 监控 Amazon EMR on EKS – Amazon CloudTrail 在 Amazon EMR on EKS 中提
供用户、角色或Amazon服务所执行的操作记录。它捕获来自 Amazon EMR 控制台的调用以及以事件方式
对 Amazon EMR on EKS API 操作的代码调用。您可确定向 Amazon EMR on EKS 发出的请求、发出请
求的 IP 地址、何人发出的请求、请求的发出时间以及其他详细信息。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Amazon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EMR on EKS API 调用 (p. 110)。

• 将 CloudWatch Events 与 Amazon EMR on EKS 结合使用，CloudWatch Events 提供几乎实时的系统事
件流，这些事件描述Amazon资源的更改。CloudWatch Events 注意到在他们发生时显示的操作更改、响
应这些操作更改并在必要时采取纠正措施，方式是发送消息以响应环境、激活函数、进行更改并捕获状
态信息。要将 CloudWatch Events 与 Amazon EMR on EKS 结合使用，请创建一个通过 CloudTrail 在 
Amazon EMR on EKS API 调用上触发的规则。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通过 Amazon CloudWatch Events 
监控任务 (p. 76)。

使用 Amazon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EMR on EKS 
API 调用
Amazon EMR on EKS 与 Amazon CloudTrail 集成，后者是在 Amazon EMR on EKS 中提供用户、角色或
Amazon服务所记录所采取操作的服务。CloudTrail 将 Amazon EMR on EKS 的所有 API 调用作为事件捕
获。这些捕获包括来自 Amazon EMR on EKS 控制台的调用和对 Amazon EKS API 操作的代码调用。如果
您创建跟踪，则可以使 CloudTrail 事件持续传送到 Amazon S3 存储桶（包括 Amazon EMR on EKS 的事
件）。如果您不配置跟踪，则仍可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的 Event history (事件历史记录) 中查看最新事件。
使用 CloudTrail 收集的信息，您可以确定向 Amazon EMR on EKS 发出了什么请求、发出请求的 IP 地址、
何人发出的请求、请求的发出时间以及其他详细信息。

要了解有关 CloudTrail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CloudTrail 用户指南。

CloudTrail 中的 Amazon EMR on EKS 信息
在您创建Amazon账户时，将在该账户上启用 CloudTrail。当 Amazon EMR on EKS 中发生活动时，该活动
将记录在 CloudTrail 事件中，并与其他Amazon服务事件一同保存在事件历史记录中。您可以在 Amazon 账
户中查看、搜索和下载最新事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CloudTrail 事件历史记录查看事件。

要持续记录Amazon账户中的事件（包括 Amazon EMR on EKS 的事件），请创建跟踪记录。通过跟
踪，CloudTrail 可将日志文件传送至 Amazon S3 存储桶。默认情况下，在控制台中创建跟踪时，此跟踪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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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所有 Amazon 区域。此跟踪在Amazon分区中记录所有区域中的事件，并将日志文件传送至您指定的 
Amazon S3 存储桶。此外，您可以配置其他Amazon服务，进一步分析在 CloudTrail 日志中收集的事件数据
并采取行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下列内容：

• 创建跟踪概述
•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 为 CloudTrail 配置 Amazon SNS 通知
• 从多个区域接收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和从多个账户接收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Amazon EMR on EKS 上的所有操作都由 CloudTrail 记录，并记录在 Amazon EMR on EKS API 文档中。例
如，对 CreateVirtualCluster、StartJobRun 和 ListJobRuns 操作的调用会在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中生成条目。

每个事件或日志条目都包含有关生成请求的人员信息。身份信息可帮助您确定以下内容：

• 请求是使用根用户凭证还是 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用户凭证发出的.
• 请求是使用角色还是联合身份用户的临时安全凭证发出的。
• 请求是否由其他Amazon服务发出。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CloudTrail 用户身份元素。

了解 Amazon EMR on EKS 日志文件条目
跟踪是一种配置，可用于将事件作为日志文件传送到您指定的 Amazon S3 存储桶。CloudTrail 日志文件包含
一个或多个日志条目。一个事件表示来自任何源的一个请求，包括有关请求的操作、操作的日期和时间、请
求参数等方面的信息。CloudTrail 日志文件不是公用 API 调用的有序堆栈跟踪，因此它们不会按任何特定顺
序显示。

下面的示例显示了一个 CloudTrail 日志条目，该条目说明了 ListJobRuns 操作。

{ 
  "eventVersion": "1.05", 
  "userIdentity": { 
    "type": "AssumedRole", 
    "principalId": "AIDACKCEVSQ6C2EXAMPLE:admin", 
    "arn": "arn:aws:sts::012345678910:assumed-role/Admin/admin", 
    "accountId": "012345678910", 
    "accessKeyId": "AKIAIOSFODNN7EXAMPLE", 
    "sessionContext": { 
      "sessionIssuer": { 
        "type": "Role", 
        "principalId": "AIDACKCEVSQ6C2EXAMPLE", 
        "arn": "arn:aws:iam::012345678910:role/Admin", 
        "accountId": "012345678910", 
        "userName": "Admin" 
      }, 
      "webIdFederationData": {}, 
      "attributes": { 
        "mfaAuthenticated": "false", 
        "creationDate": "2020-11-04T21:49:36Z" 
      } 
    } 
  }, 
  "eventTime": "2020-11-04T21:52:58Z", 
  "eventSource": "emr-containers.amazonaws.com", 
  "eventName": "ListJobRuns", 
  "awsRegion": "us-east-1", 
  "sourceIPAddress": "203.0.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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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Agent": "aws-cli/1.11.167 Python/2.7.10 Darwin/16.7.0 botocore/1.7.25", 
  "requestParameters": { 
    "virtualClusterId": "1K48XXXXXXHCB" 
  }, 
  "responseElements": null, 
  "requestID": "890b8639-e51f-11e7-b038-EXAMPLE", 
  "eventID": "874f89fa-70fc-4798-bc00-EXAMPLE", 
  "readOnly": true, 
  "eventType": "AwsApiCall", 
  "recipientAccountId": "012345678910"
}

Amazon EMR on EKS 的合规性验证
作为多项Amazon合规性计划的一部分，第三方审计员将评估 Amazon EMR on EKS 的安全性和合规性。其
中包括 SOC、PCI、FedRAMP、HIPAA 及其它。

Amazon EMR on EKS 的恢复能力
Amazon全球基础设施围绕Amazon区域和可用区构建。Amazon区域提供多个在物理上独立且隔离的可用
区，这些可用区通过延迟低、吞吐量高且冗余性高的网络连接在一起。利用可用区，您可以设计和操作在可
用区之间无中断地自动实现故障转移的应用程序和数据库。与传统的单个或多个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相比，可
用区具有更高的可用性、容错性和可扩展性。

有关 Amazon 区域和可用区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全球基础设施。

除了Amazon全球基础设施之外，Amazon EMR on EKS 与 Amazon S3 一起通过 EMRFS 提供集成，有助于
支持您的数据恢复能力和备份需求。

Amazon EMR on EKS 中的基础设施安全性
作为一项托管式服务，Amazon EMR on EKS 由亚马逊云科技：安全流程概览白皮书中所述的Amazon全球
网络安全流程提供保护。

您可以使用Amazon发布的 API 调用通过网络访问 Amazon EMR on EKS。客户端必须支持传输层安全性 
(TLS) 1.0 或更高版本。建议使用 TLS 1.2 或更高版本。客户端还必须支持具有完全向前保密 (PFS) 的密码
套件，例如 Ephemeral Diffie-Hellman (DHE) 或 Elliptic Curve Ephemeral Diffie-Hellman (ECDHE)。大多数
现代系统（如 Java 7 及更高版本）都支持这些模式。

此外，必须使用访问密钥 ID 和与 IAM 委托人关联的秘密访问密钥来对请求进行签名。或者，您可以使用
Amazon Security Token Service (Amazon STS) 生成临时安全凭证来对请求进行签名。

配置和漏洞分析
Amazon 负责处理来宾操作系统 (OS) 和数据库补丁、防火墙配置和灾难恢复等基本安全任务。这些流程已经
过适当的第三方审核和认证。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资源：

• Amazon EMR on EKS 的合规性验证 (p. 112)
• 责任共担模式
• Amazon Web Services：安全过程概述（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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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接口 VPC 终端节点连接到 Amazon EMR on 
EKS

您可使用 Virtual Private Cloud (VPC) 中的接口 VPC 终端节点（Amazon PrivateLink）直接连接到 Amazon 
EMR on EKS，而不是通过互联网连接。当您使用接口 VPC 终端节点时，您的 VPC 和 Amazon EMR on 
EKS 之间的通信完全在Amazon网络内进行。每个 VPC 终端节点都由您的 VPC 子网中一个或多个使用私有 
IP 地址的弹性网络接口（ENI）代表。

接口 VPC 终端节点将您的 VPC 直接连接到 Amazon EMR on EKS，而无需互联网网关、NAT 设备、VPN 
连接或 Amazon Direct Connect 连接。VPC 中的实例不需要公有 IP 地址便可与 Amazon EMR on EKS API 
进行通信。

您可以创建接口 VPC 终端节点以使用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或 Amazon Command 
Line Interface（Amazon CLI）命令连接到 Amazon EMR on EKS。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接口终端节
点。

在创建接口 VPC 终端节点后，如果您为终端节点启用私有 DNS 主机名，则默认 Amazon EMR on EKS 终
端节点将解析为您的 VPC 终端节点。Amazon EMR on EKS 的默认服务名称终端节点采用以下格式。

emr-containers.Region.amazonaws.com

如果您不启用私有 DNS 主机名，Amazon VPC 将提供一个您可以使用的 DNS 终端节点名称，格式如下。

VPC_Endpoint_ID.emr-containers.Region.vpce.amazonaws.com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VPC 用户指南》中的接口 VPC 终端节点（Amazon 
PrivateLink）。Amazon EMR on EKS 支持调用您 VPC 中的所有 API 操作。

您可以将 VPC 终端节点策略附加到 VPC 终端节点，以控制 IAM 委托人的访问权限。您还可以将安全组与 
VPC 终端节点关联，以便根据网络流量的源和目标（例如 IP 地址范围）控制入站和出站访问。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使用 VPC 终端节点控制对服务的访问。

为 Amazon EMR on EKS 创建 VPC 终端节点策略
您可以为 Amazon EMR on EKS 的 Amazon VPC 终端节点创建一个策略，在该策略中指定以下内容：

• 可以或不能执行操作的委托人
• 可执行的操作
• 可对其执行操作的资源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VPC 用户指南》中的使用 VPC 终端节点控制对服务的访问权限。

Example 用于拒绝来自指定Amazon账户的所有访问的 VPC 终端节点策略

以下 VPC 终端节点策略拒绝 Amazon 账户 123456789012 所有使用终端节点访问资源的权限。

{ 
    "Statement": [ 
        { 
            "Action": "*", 
            "Effect": "Allow", 
            "Resour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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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cipal": "*" 
        }, 
        { 
            "Action": "*", 
            "Effect": "Deny", 
            "Resource": "*", 
            "Principal": { 
                "AWS": [ 
                    "123456789012" 
                ] 
            } 
        } 
    ]
}

Example 仅允许 VPC 访问指定的 IAM 委托人（用户）的 VPC 终端节点策略

以下 VPC 终端节点策略仅允许对Amazon账户 123456789012 中的 IAM 用户 lijuan 进行完全访问。使用
终端节点拒绝所有其他 IAM 委托人进行访问。

{ 
    "Statement": [ 
        { 
            "Action": "*", 
            "Effect": "Allow", 
            "Resource": "*", 
            "Principal": { 
                "AWS": [ 
                    "arn:aws:iam::123456789012:user/lijuan" 
                ] 
            } 
        } 
    ]
}

Example 允许只读 Amazon EMR on EKS 操作的 VPC 终端节点策略

以下 VPC 终端节点策略仅允许Amazon账户 123456789012 执行指定的 Amazon EMR on EKS 操作。

指定的操作为 Amazon EMR on EKS 提供等效的只读访问权限。针对指定账户拒绝 VPC 上的所有其他操
作。所有其他帐户都被拒绝进行任何访问。有关 Amazon EMR on EKS 操作列表，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的操作、资源和条件键。

{ 
    "Statement": [ 
        { 
            "Action": [ 
                "emr-containers:DescribeJobRun", 
                "emr-containers:DescribeVirtualCluster", 
                "emr-containers:ListJobRuns", 
                "emr-containers:ListTagsForResource", 
                "emr-containers:ListVirtualClusters" 
            ], 
            "Effect": "Allow", 
            "Resource": "*", 
            "Principal": { 
                "AWS": [ 
                    "12345678901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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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mple 拒绝访问指定虚拟集群的 VPC 终端节点策略

以下 VPC 终端节点策略允许对所有账户和委托人进行完全访问，但拒绝Amazon账户 123456789012 对
具有集群 ID A1B2CD34EF5G 的虚拟集群来执行操作的访问权限。对于仍然不被允许的虚拟集群，其他 
Amazon EMR on EKS 操作不支持资源级权限。有关 Amazon EMR on EKS 操作及其相应资源类型的列表，
请参阅 Amazon EMR 的操作、资源和条件键。

{ 
    "Statement": [ 
        { 
            "Action": "*", 
            "Effect": "Allow", 
            "Resource": "*", 
            "Principal": "*" 
        }, 
        { 
            "Action": "*", 
            "Effect": "Deny", 
            "Resource": "arn:aws:emr-containers:us-west-2:123456789012:/
virtualclusters/A1B2CD34EF5G", 
            "Principal": { 
                "AWS": [ 
                    "123456789012" 
                ] 
            } 
        } 
    ]
}

为 Amazon EMR on EKS 设置跨账户访问权限
您可为 Amazon EMR on EKS 设置跨账户访问权限。跨账户访问可让用户使用一个Amazon账户运行 
Amazon EMR on EKS 任务，并访问属于另一个Amazon账户的基础数据。

先决条件
要为 Amazon EMR on EKS 设置跨账户访问权限，您需要在登录以下Amazon账户时完成任务：

• AccountA - 一个Amazon账户，即通过使用 EKS 集群的命名空间注册 Amazon EMR，来创建 Amazon 
EMR on EKS 虚拟集群的账户。

• AccountB - 一个Amazon账户，该账户包含您希望 Amazon EMR on EKS 任务访问的 Amazon S3 存储桶
或 DynamoDB 表。

您必须在设置跨账户访问权限之前，为您的Amazon账户做好以下准备：

• AccountA 中的 Amazon EMR on EKS 虚拟集群，即要运行任务之处。
• AccountA 中的任务执行角色拥有在虚拟集群中运行任务所需的权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任务执

行角色 (p. 15)和将任务执行角色与 Amazon EMR on EKS 结合使用 (p. 102)。

如何访问跨账户 Amazon S3 存储桶或 DynamoDB 表
要为 Amazon EMR on EKS 设置跨账户访问权限，请完成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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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建 Amazon S3 存储桶，即 AccountB 中的 cross-account-bucket。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
存储桶。如果您希望跨账户访问 DynamoDB，还可以在 AccountB 中创建 DynamoDB 表。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创建 DynamoDB 表。

2. 在 AccountB 中创建 Cross-Account-Role-B IAM 角色，以便可以访问 cross-account-
bucket。

1. 登录到 IAM 控制台。
2. 选择 Roles (角色) 并创建新角色：Cross-Account-Role-B。有关如何创建 IAM 角色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创建 IAM 角色。
3. 创建 IAM 策略来指定针对 Cross-Account-Role-B 的权限以访问 cross-account-bucket S3 

存储桶，如以下策略声明所示。然后将 IAM 策略附加到 Cross-Account-Role-B。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创建新策略。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s3:*", 
            "Resource": [ 
                "arn:aws:s3:::cross-account-bucket", 
                "arn:aws:s3:::cross-account-bucket/*" 
            ] 
        } 
    ]
}

如果需要 DynamoDB 访问权限，请创建 IAM 策略，该策略指定访问跨账户 DynamoDB 表的权限。
然后将 IAM 策略附加到 Cross-Account-Role-B。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
的创建 DynamoDB 表。

以下是访问 DynamoDB 表 CrossAccountTable 的策略。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dynamodb:*", 
            "Resource": "arn:aws:dynamodb:MyRegion:AccountB:table/CrossAccountTable" 
        } 
    ]
}

3. 编辑 Cross-Account-Role-B 角色的信任关系。

1. 要为角色配置信任关系，请选择 IAM 控制台的 Trust Relationships (信任关系) 选项卡，以用于在步骤 
2 中创建的角色：Cross-Account-Role-B。

2. 选择 Edit Trust Relationship (编辑信任关系)。
3. 添加以下策略文档，该文档允许使用 AccountA 中的 Job-Execution-Role-A 来假承担该

Cross-Account-Role-B 角色。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AWS": "arn:aws:iam::AccountA:role/Job-Execution-Rol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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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ction": "sts:AssumeRole" 
    } 
  ]
}

4. 授予代Job-Execution-Role-AAccountA入权限-STS 代入角色权限Cross-Account-Role-B。

1. 在Amazon账户 AccountA 中的 IAM 控制台中，选择 Job-Execution-Role-A。
2. 添加以下 Job-Execution-Role-A 策略语句以便对 Cross-Account-Role-B 角色执行

AssumeRole 操作。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sts:AssumeRole", 
            "Resource": "arn:aws:iam::AccountB:role/Cross-Account-Role-B" 
        } 
    ]
}

5. 对于 Amazon S3 访问权限，请设置以下 spark-submit 参数（spark conf），同时将任务提交至 
Amazon EMR on EKS。

Note

默认情况下，EMRFS 使用任务执行角色以访问任务的 S3 存储桶。但当
customAWSCredentialsProvider 设置为 AssumeRoleAWSCredentialsProvider
时，EMRFS 将使用您通过 ASSUME_ROLE_CREDENTIALS_ROLE_ARN 指定的相应角色，而不
是通过 Job-Execution-Role-A 以访问 Amazon S3。

• --conf 
spark.hadoop.fs.s3.customAWSCredentialsProvider=com.amazonaws.emr.AssumeRoleAWSCredentialsProvider

• --conf 
spark.kubernetes.driverEnv.ASSUME_ROLE_CREDENTIALS_ROLE_ARN=arn:aws:iam::AccountB:role/
Cross-Account-Role-B \

• --conf 
spark.executorEnv.ASSUME_ROLE_CREDENTIALS_ROLE_ARN=arn:aws:iam::AccountB:role/
Cross-Account-Role-B \

Note

您必须在任务 Spark 配置中为执行程序和驱动程序 env 设置
ASSUME_ROLE_CREDENTIALS_ROLE_ARN。

对于 DynamoDB 跨账户访问，您必须设置 --conf 
spark.dynamodb.customAWSCredentialsProvider=com.amazonaws.emr.AssumeRoleAWSCredentialsProvider。

6. 使用跨账户访问权限运行 Amazon EMR on EKS 上的任务，如以下示例所示。

aws emr-containers start-job-run \
--virtual-cluster-id 123456 \
--name myjob \
--execution-role-arn execution-role-arn \
--release-label emr-6.2.0-latest \
--job-driver '{"sparkSubmitJobDriver": {"entryPoint": "entryPoint_location", 
 "entryPointArguments": ["arguments_list"], "sparkSubmitParameters": "--class 
 <main_class> --conf spark.executor.instances=2 --conf spark.executor.memory=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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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 spark.executor.cores=2 --conf spark.driver.cores=1 --conf 
 spark.hadoop.fs.s3.customAWSCredentialsProvider=com.amazonaws.emr.AssumeRoleAWSCredentialsProvider 
 --conf 
 spark.kubernetes.driverEnv.ASSUME_ROLE_CREDENTIALS_ROLE_ARN=arn:aws:iam::AccountB:role/
Cross-Account-Role-B --conf 
 spark.executorEnv.ASSUME_ROLE_CREDENTIALS_ROLE_ARN=arn:aws:iam::AccountB:role/Cross-
Account-Role-B"}} ' \
--configuration-overrides '{"applicationConfiguration": [{"classification": "spark-
defaults", "properties": {"spark.driver.memory": "2G"}}], "monitoringConfiguration": 
 {"cloudWatchMonitoringConfiguration": {"logGroupName": "log_group_name", 
 "logStreamNamePrefix": "log_stream_prefix"}, "persistentAppUI":"ENABLED",  
 "s3MonitoringConfiguration": {"logUri": "s3://my_s3_log_loc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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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的 Amazon EMR on EKS 资源添
加标签

为了帮助您管理 Amazon EMR on EKS 资源，您可使用标签为每个资源分配您自己的元数据。本主题概述了
标签功能，并说明如何创建标签。

主题
• 有关标签的基本知识 (p. 119)
• 标记 资源 (p. 119)
• 标签限制 (p. 120)
• 使用 Amazon CLI 和 Amazon EMR on EKS API 的标签 (p. 120)

有关标签的基本知识
标签是为 Amazon 资源分配的标记。每个标签都包含您定义的一个键 和一个可选值。

标签可让您按用途、拥有者或环境等属性对Amazon资源进行分类。在您具有相同类型的许多资源时，可以
根据分配给资源的标签快速识别特定资源。例如，您可以为 Amazon EMR on EKS 集群定义一组标签，以帮
助您跟踪每个集群的拥有者和堆栈级别。我们建议您为每个资源类型设计一组一致的标签键。然后，您可以
根据添加的标签搜索和筛选资源。

标签不会自动分配至您的资源。添加标签后，您可以编辑标签键和值，还可以随时删除资源的标签。如果删
除资源，资源的所有标签也会被删除。

标签对 Amazon EMR on EKS 没有任何语义意义，应严格按字符串进行解析。

标签值可以是空字符串，但是不能是 null。标签的键不能是空字符串。如果您添加的标签的键与该资源上现
有标签的键相同，则新值会覆盖旧值。

如果您使用的是 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则可以控制您的Amazon账户中的哪些
用户拥有管理标签的权限。

有关基于标签的访问策略示例，请参阅基于标签的访问控制策略 (p. 105)。

标记 资源
您可以标记新的或现有的虚拟集群，以及处于活动状态的任务运行。任务运行的活动状态
包括：PENDING、SUBMITTED、RUNNING 和 CANCEL_PENDING。虚拟集群的活动状态包
括：RUNNING、TERMINATING 和 ARRESTED。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任务运行状态 (p. 44)和虚拟集群状
态 (p. 80)。

当虚拟集群终止时，将清除标签并且不再可访问。

如果您使用的是 Amazon EMR on EKS API、Amazon CLI 或 Amazon SDK，则可以使用相关 API 操作上的
标签参数对新资源应用标签。您也可以通过使用 TagResource API 操作将标签应用于现有资源。

您可使用某些创建资源操作，以在创建资源时为其指定标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创建资源期间无法应用
标签，则无法创建资源。此机制可确保对于您希望在创建时标记的资源，要么使用指定的标签创建，要么完
全不创建。如果您在创建时标记资源，则无需在创建资源后运行自定义标记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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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描述了可以标记的 Amazon EMR on EKS 资源。

资源 支持标签 支持标签传播 支持在创建时添加标
签（Amazon EMR on 
EKS API、Amazon CLI 
和 Amazon SDK）

创建 API（可
以在创建过程
中添加标签）

虚拟集群 是 否。与虚拟集群关
联的标签不会传播
到提交给该虚拟集
群的任务运行。

是 CreateVirtualCluster

任务运行 是 否 是 StartJobRun

标签限制
下面是适用于标签的基本限制：

• 每个资源的标签数上限 – 50
• 对于每个资源，每个标签键都必须是唯一的，每个标签键只能有一个值。
• 最大键长度 – 128 个 Unicode 字符（采用 UTF-8 格式）
• 最大值长度 – 256 个 Unicode 字符（采用 UTF-8 格式）
• 如果您的标记方案针对多个 Amazon 服务和资源使用，请记得其他服务可能对允许使用的字符有限制。通

常允许使用的字符包括可用 UTF-8 格式表示的字母、数字和空格，以及以下字符：+ - = . _ : / @。
• 标签键和值区分大小写。
• 标签值可以是空字符串，但是不能是 null。标签的键不能是空字符串。
• 请不要使用 aws:、AWS: 或任何大写或小写组合（例如，键或值的前缀）。这些字符串保留供Amazon使

用。

使用 Amazon CLI 和 Amazon EMR on EKS API 的
标签

使用以下 Amazon CLI 命令或 Amazon EMR on EKS API 操作来添加、更新、列出和删除资源的标签。

任务 Amazon CLI API 操作

添加或覆盖一个或多个标签 tag-resource TagResource

列出资源的标签 list-tags-for-resource ListTagsForResource

删除一个或多个标签 untag-resource UntagResource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使用 Amazon CLI 标记或取消标记资源。

示例 1：标记现有虚拟集群

以下命令标记现有虚拟集群。

aws emr-containers tag-resource --resource-arn resource_ARN --tags team=de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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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取消现有虚拟集群标记

以下命令从现有虚拟集群删除标签。

aws emr-containers untag-resource --resource-arn resource_ARN --tag-keys tag_key

示例 3：列出资源的标签

以下命令列出与现有资源关联的标签。

aws emr-containers list-tags-for-resource --resource-arn resource_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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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排查
本部分介绍如何对 Amazon EMR on EKS 的问题进行故障排除。有关如何对 Amazon EMR 的一般问题进行
故障排除的相关信息，请参阅《Amazon EMR 管理指南》中的排除集群故障。

主题
• 使用 PersistentVolumeClaims (PVC) 的作业失败 (p. 122)

使用 PersistentVolumeClaims (PVC) 的作业失败
如果您需要创建、列出或删除作业的 PersistentVolumeClaims (PVC)，但不向默认 Kubernetes 角色 emr-
containers 添加 PVC 权限，则在您提交作业时，作业会失败。如果没有这些权限，则 emr-containers 角色
无法为 Spark 驱动程序或 Spark 客户端创建必要的角色。如错误消息所示，向 Spark 驱动程序或客户端角色
添加权限是不够的。emr-containers 主角色还必须包括所需的权限。本节介绍如何向 emr-containers 主角色
添加所需的权限。

验证
要验证您的 emr-containers 角色是否具有必要的权限，请使用您自己的值设置 NAMESPACE 变量，然后运
行以下命令：

export NAMESPACE=YOUR_VALUE
kubectl describe role emr-containers -n ${NAMESPACE}

此外，若要验证 Spark 和客户端角色是否具有必要的权限，请运行以下命令：

kubectl describe role emr-containers-role-spark-driver -n ${NAMESPACE}
kubectl describe role emr-containers-role-spark-client -n ${NAMESPACE}

如果没有权限，请按如下方式继续修补。

修补
1. 如果没有权限的作业当前正在运行，则停止这些作业。
2. 创建名为 RBAC_Patch.py 的文件，如下所示：

import os
import subprocess as sp
import tempfile as temp
import json
import argparse
import uuid

def delete_if_exists(dictionary: dict, key: str): 
    if dictionary.get(key, None) is not None: 
        del dictionary[key]

def doTerminalCmd(cmd): 
    with temp.TemporaryFile() as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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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cess = sp.Popen(cmd, stdout=f, stderr=f) 
        process.wait() 
        f.seek(0) 
        msg = f.read().decode() 
    return msg

def patchRole(roleName, namespace, extraRules, skipConfirmation=False): 
    cmd = f"kubectl get role {roleName} -n {namespace} --output json".split(" ") 
    msg = doTerminalCmd(cmd) 
    if "(NotFound)" in msg and "Error" in msg: 
        print(msg) 
        return False 
    role = json.loads(msg) 
    rules = role["rules"] 
    rulesToAssign = extraRules[::] 
    passedRules = [] 
    for rule in rules: 
        apiGroups = set(rule["apiGroups"]) 
        resources = set(rule["resources"]) 
        verbs = set(rule["verbs"]) 
        for extraRule in extraRules: 
            passes = 0 
            apiGroupsExtra = set(extraRule["apiGroups"]) 
            resourcesExtra = set(extraRule["resources"]) 
            verbsExtra = set(extraRule["verbs"]) 
            passes += len(apiGroupsExtra.intersection(apiGroups)) >= len(apiGroupsExtra) 
            passes += len(resourcesExtra.intersection(resources)) >= len(resourcesExtra) 
            passes += len(verbsExtra.intersection(verbs)) >= len(verbsExtra) 
            if passes >= 3: 
                if extraRule not in passedRules: 
                    passedRules.append(extraRule) 
                    if extraRule in rulesToAssign: 
                        rulesToAssign.remove(extraRule) 
                break 
    prompt_text = "Apply Changes?" 
    if len(rulesToAssign) == 0: 
        print(f"The role {roleName} seems to already have the necessary permissions!") 
        prompt_text = "Proceed anyways?" 
    for ruleToAssign in rulesToAssign: 
        role["rules"].append(ruleToAssign) 
    delete_if_exists(role, "creationTimestamp") 
    delete_if_exists(role, "resourceVersion") 
    delete_if_exists(role, "uid") 
    new_role = json.dumps(role, indent=3) 
    uid = uuid.uuid4() 
    filename = f"Role-{roleName}-New_Permissions-{uid}-TemporaryFile.json" 
    try: 
        with open(filename, "w+") as f: 
            f.write(new_role) 
            f.flush() 
        prompt = "y" 
        if not skipConfirmation: 
            prompt = input( 
                doTerminalCmd(f"kubectl diff -f {filename}".split(" ")) + 
 f"\n{prompt_text} y/n: " 
            ).lower().strip() 
            while prompt != "y" and prompt != "n": 
                prompt = input("Please make a valid selection. y/n: ").lower().strip() 
        if prompt == "y": 
            print(doTerminalCmd(f"kubectl apply -f {filename}".split(" "))) 
    except Exception as e: 
        print(e) 
    os.remove(f"./{filename}")

if __name__ == '__main__': 
    parser = argparse.ArgumentPar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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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ser.add_argument("-n", "--namespace", 
                        help="Namespace of the Role. By default its the VirtualCluster's 
 namespace", 
                        required=True, 
                        dest="namespace" 
                        ) 

    parser.add_argument("-p", "--no-prompt", 
                        help="Applies the patches without asking first", 
                        dest="no_prompt", 
                        default=False, 
                        action="store_true" 
                        ) 
    args = parser.parse_args() 

    emrRoleRules = [ 
        { 
            "apiGroups": [""], 
            "resources": ["persistentvolumeclaims"], 
            "verbs": ["list", "create", "delete"] 
         } 
         
    ] 

    driverRoleRules = [ 
        { 
            "apiGroups": [""], 
            "resources": ["persistentvolumeclaims"], 
            "verbs": ["list", "create", "delete"] 
        }, 
        { 
            "apiGroups": [""], 
            "resources": ["services"], 
            "verbs": ["get", "list", "describe", "create", "delete", "watch"] 
        } 
    ] 

    clientRoleRules = [ 
        { 
            "apiGroups": [""], 
            "resources": ["persistentvolumeclaims"], 
            "verbs": ["list", "create", "delete"] 
        } 
    ] 

    patchRole("emr-containers", args.namespace, emrRoleRules, args.no_prompt) 
    patchRole("emr-containers-role-spark-driver", args.namespace, driverRoleRules, 
 args.no_prompt) 
    patchRole("emr-containers-role-spark-client", args.namespace, clientRoleRules, 
 args.no_prompt)

3. 运行 Python 脚本：

python3 RBAC_Patch.py -n ${NAMESPACE}

4. 显示新权限和旧权限之间的 kubectl 差异。按 y 以修补角色。
5. 使用附加权限验证三个角色，如下所示：

kubectl describe role -n ${NAMESPACE}

6. 运行 Python 脚本：

python3 RBAC_Patch.py -n ${NAM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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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运行命令后，将显示新旧权限之间的 kubectl 差异。按 y 以修补角色。
8. 使用附加权限验证三个角色：

kubectl describe role -n ${NAMESPACE}

9. 再次提交作业。

手动修补
如果您的应用程序所需的权限适用于 PVC 规则以外的其他内容，您可以根据需要为 Amazon EMR 虚拟集群
手动添加 Kubernetes 权限。

Note

角色 emr-containers 是主要角色。这意味着它必须提供所有必要的权限，然后您才能更改底层驱动
程序或客户端角色。

1. 通过运行以下命令将当前权限下载到 yaml 文件：

kubectl get role -n ${NAMESPACE} emr-containers -o yaml >> emr-containers-role-
patch.yaml
kubectl get role -n ${NAMESPACE} emr-containers-role-spark-driver -o yaml >> driver-
role-patch.yaml
kubectl get role -n ${NAMESPACE} emr-containers-role-spark-client -o yaml >> client-
role-patch.yaml

2. 根据应用程序所需的权限，编辑每个文件并添加其他规则，如下所示：
• emr-containers-role-patch.yaml

- apiGroups: 
  - "" 
  resources: 
  - persistentvolumeclaims 
  verbs: 
  - list 
  - create 
  - delete

• driver-role-patch.yaml

- apiGroups: 
  - "" 
  resources: 
  - persistentvolumeclaims 
  verbs: 
  - list 
  - create 
  - delete
- apiGroups: 
  - "" 
  resources: 
  - services 
  verbs: 
  - get  
  - list  
  - describe  
  - create 
  - delete  
  -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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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ent-role-patch.yaml

- apiGroups: 
  - "" 
  resources: 
  - persistentvolumeclaims 
  verbs: 
  - list 
  - create 
  - delete

3. 删除以下属性及其值。这是应用更新所必需的。
• creationTimestamp
• resourceVersion
• uid

4. 最后，运行补丁：

kubectl apply -f emr-containers-role-patch.yaml
kubectl apply -f driver-role-patch.yaml
kubectl apply -f client-role-patch.ya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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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端点和限
额

以下是 Amazon EMR on EKS 的服务终端节点和服务配额。要通过编程方式连接到 Amazon 服务，您需要使
用端点。除了标准Amazon终端节点，一些Amazon服务在选定区域中提供 FIPS 终端节点。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Amazon服务终端节点。服务配额（也称为限制）是您的Amazon账户使用的服务资源或操作的最大数
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服务配额。

服务端点
区域名称 代码 端点 协议

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州北
部）

us-east-1 emr-containers.us-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US East (Ohio) us-east-2 emr-containers.us-
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国西部（北加利福尼
亚）

us-west-1 emr-containers.us-
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国西部（俄勒冈州） us-west-2 emr-containers.us-
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亚太地区（东京) ap-northeast-1 emr-containers.ap-
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亚太地区（首尔） ap-northeast-2 emr-containers.ap-
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亚太地区（孟买） ap-south-1 emr-containers.ap-
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亚太地区（新加坡） ap-southeast-1 emr-containers.ap-
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sia Pacific (Sydney) ap-southeast-2 emr-containers.ap-
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Canada (Central) ca-central-1 emr-containers.ca-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欧洲（法兰克福） eu-central-1 emr-containers.eu-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Europe (Ireland) eu-west-1 emr-containers.eu-
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欧洲（伦敦） eu-west-2 emr-containers.eu-
west-2.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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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名称 代码 端点 协议

欧洲（斯德哥尔摩） eu-north-1 emr-containers.eu-
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圣保罗） sa-east-1 emr-containers.sa-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mazon GovCloud（美
国东部）

us-gov-east-1 emr-containers.us-gov-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mazon GovCloud（美
国西部）

us-gov-west-1 emr-containers.us-gov-
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ervice Quotas
Amazon EMR on EKS 按区域限制每个Amazon账户的以下 API 请求。有关如何应用节流的更多信息，请参
阅《Amazon EC2 API 参考》中的 API 请求限制。您可以请求增加您的 Amazon 账户的 API 限制配额。

API 操作 存储桶最大容量 存储桶重填速率（每秒）

CancelJobRun 25 1

CreateManagedEndpoint 25 1

CreateVirtualCluster 25 1

DeleteManagedEndpoint 25 1

DeleteVirtualCluster 25 1

DescribeJobRun 25 1

DescribeVirtualCluster 25 1

ListJobRun 25 1

ListManagedEndpoint 25 1

ListVirtualCluster 25 1

StartJobRun 25 1

在Amazon账户级别，此表列出的
所有 API 操作总和的存储桶最大
容量和重填速率

5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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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EMR on EKS 发行版
Amazon EMR 版本是一组来自大数据生态系统的开源应用程序。每个发行版由您在运行任务时选择用于部署
和配置 Amazon EMR on EKS 不同的大数据应用程序、组件和功能组成。

从 Amazon EMR 版本 5.32.0 和 6.2.0 开始，您可以部署 Amazon EMR on EKS。此部署选项不适用于早期 
Amazon EMR 发行版。提交任务时，必须指定受支持的发行版。

Amazon EMR on EKS 使用以下发行版标注形式：emr-x.x.x-latest 或者 emr-x.x.x-yyyymmdd，
带具体的发布日期。例如，emr-6.2.0-latest 或 emr-6.2.0-20210129。使用 -latest 可确保您的 
Amazon EMR 版本始终包含最新的安全更新。

Note

有关 Amazon EMR on EKS 和在 EC2 上运行的 Amazon EMR 之间的对比，请参阅 Amazon EMR 
常见问题。

主题
• Amazzzzon EMR 6.10.0 版本 (p. 129)
• Amazon EMR 6.9.0 发行版 (p. 131)
• Amazon EMR 6.8.0 发行版 (p. 133)
• Amazon EMR 6.7.0 发行版 (p. 135)
• Amazon EMR 6.6.0 发行版 (p. 137)
• Amazon EMR 6.5.0 发行版 (p. 138)
• Amazon EMR 6.4.0 版本 (p. 139)
• Amazon EMR 6.3.0 版本 (p. 141)
• Amazon EMR 6.2.0 版本 (p. 142)
• Amazon EMR 5.36.0 发行版 (p. 145)
• Amazon EMR 5.35.0 发行版 (p. 146)
• Amazon EMR 5.34.0 发行版 (p. 147)
• Amazon EMR 5.33.0 版本 (p. 149)
• Amazon EMR 5.32.0 版本 (p. 151)

Amazzzzon EMR 6.10.0 版本
以下 Amazzzzon EMR 6.10.0 版本适用于 Amazzzon EMR KS：

• emr-6.10.0-latest (p. 131)
• emr-6.10.0-20230220 (p. 131)

• emr-6.10.0-spark-rapids-latest
• emr-6.10.0-spark-rapids-20230220
• emr-6.10.0-java11-latest
• emr-6.10.0-java11-20230220
• notebook-spark/emr-6.10.0-最新
• notebook-spark/emr-6.10.0-2023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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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ebook-python/emr-6.10.0-最新
• notebook-python/emr-6.10.0-20230220

Amazzzzon EMR 6.10.0 的发布说明

• 支持的应用程序：Amazon SDK for Java1.12.397、Spark 3.3.3.1-amzn-0、Hudi 0.12.2-amzn-0、Iceberg 
1.1.0-amzn-0、Delta 2.2.2.2.0。

• 支持的组件：aws-sagemaker-spark-sdk、emr-ddb、emr-goodies、emr-s3-
select、emrfs、hadoop-client、hudi、hudi-spark、iceberg、spark-kubernetes。

• 受支持的配置分类：

与StartJobRun和  CreateManagedEndpointAPI 一起使用：

分类 描述

core-site 更改 Hadoopcore-site.xml 文件中的值。

emrfs-site 更改 EMRFS 设置。

spark-metrics 更改 Sparkmetrics.properties 文件中的值。

spark-defaults 更改 Sparkspark-defaults.conf 文件中的
值。

spark-env 更改 Spark 环境中的值。

spark-hive-site 更改 Sparkhive-site.xml 文件中的值。

spark-log4j 更改 Sparklog4j.properties 文件中的值。

专门用于  CreateManagedEndpointAPI：

分类 描述

jeg-config 更改 Jupyter Enterprise Gateway
jupyter_enterprise_gateway_config.py
文件中的值。

jupyter-kernel-overrides 更改 Jupyter 内核规范文件中内核映像的值。

配置分类允许您自定义应用程序。这些通常与应用程序的配置 XML 文件（例如 spark-hive-
site.xml）相对应。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配置应用程序。

显著功能

• Java 11-EKS 6.10 上的 Amazon EMR 支持通过emr-6.10.0-java11-latest作为发行标签传入在 
Java 11 运行时启动 Spark。我们建议您在将生产工作负载从使用 Java 8 映像转移到 Java 11 映像之前，
先验证和运行性能测试。

• EKS 6.10.0 上的 Amazon EMR 消除了 Apache Spark 对 Amazon Redshift 集成的依赖关系，并自动将
所需的spark-redshift相关 jar 添加到 Spark 的执行器类路径中：spark-redshift.jarspark-
avro.jar、和RedshiftJDBC.jar。minimal-json.jar

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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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默认启用经 Parquet、ORC 和基于文本的格式（包括 CON）。

emr-6.10.0-latest
发布说明：emr-6.10.0-latest 当前指向 emr-20230220。

区域：emr-6.10.0-latest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6.10.0:latest

emr-6.10.0-20230220
发行说明：emr-6.10.0-20230220于 2023 年 2 月 20 日发布。这是 EMR 6.10.0 版本的初始版本。

区域：emr-6.10.0-20230220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6.10.0:20230220

Amazon EMR 6.9.0 发行版
以下 Amazon EMR 6.9.0 发行版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 emr-6.9.0-latest (p. 133)
• emr-6.9.0-20221108 (p. 133)

• emr-6.9.0spark-rapids-latest
• emr-6.9.0-spark-rapids-20221108
• notebook-spark/emr-6.9.0-latest
• notebook-spark/emr-6.9.0-20221108
• notebook-python/emr-6.9.0-latest
• notebook-python/emr-6.9.0-20221108

Amazon EMR 6.9.0 的发布说明

• 支持的应用程序：Amazon SDK for Java 1.12.331、Spark 3.3.0-amzn-1、Hudi 0.12.1-amzn-0、Iceberg 
0.14.1-amzn-0、Delta 2.1.0。

• 支持的组件：aws-sagemaker-spark-sdk、emr-ddb、emr-goodies、emr-s3-
select、emrfs、hadoop-client、hudi、hudi-spark、iceberg、spark-kubernetes。

• 受支持的配置分类：

与StartJobRun和  CreateManagedEndpointAPI 一起使用：

分类 描述

core-site 更改 Hadoop 的 core-site.xml 文件中的值。

emrfs-site 更改 EMRFS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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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描述

spark-metrics 更改 Spark 的 metrics.properties 文件中的值。

spark-defaults 更改 Spark 的 spark-defaults.conf 文件中的值。

spark-env 更改 Spark 环境中的值。

spark-hive-site 更改 Spark 的 hive-site.xml 文件中的值。

spark-log4j 更改 Spark 的 log4j.properties 文件中的值。

专门用于  CreateManagedEndpointAPI：

分类 描述

jeg-config 更改 Jupyter Enterprise Gateway
jupyter_enterprise_gateway_config.py
文件中的值。

jupyter-kernel-overrides 更改 Jupyter 内核规范文件中内核映像的值。

配置分类允许您自定义应用程序。这些通常与应用程序的配置 XML 文件（例如 spark-hive-
site.xml）相对应。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配置应用程序。

显著功能

• 适用于 Apache Spark 的 Nvidia RAPIDS Accelerator：Amazon EMR on EKS 使用 EC2 图形处理单元
（GPU）实例类型加速 Spark。要将 Spark 映像与 RAPIDS Acelerator 结合使用，请将发行版标签指定为 
emr-6.9.0spark-rapids-latest。请访问文档页面 (p. 85)以了解更多信息。

• Spark-Redshift 连接器：Amazon EMR 发行版 6.9.0 及更高版本包含适用于 Apache Spark 的 Amazon 
Redshift 集成。本地集成之前是一种开源工具，现在是 Spark 连接器，您可以将其用于构建 Apache 
Spark 应用程序，这些应用程序可在 Amazon Redshift 和 Amazon Redshift Serverless 中读取和写入数
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Amazon EMR on EKS 上使用适用于 Apache Spark 的 Amazon Redshift 集
成 (p. 81)：

• Delta Lake：Delta Lake 是一种开源存储格式，可以构建具有事务一致性、对数据集进行一致定义、更改
架构发展和数据的数据湖。请访问 使用 Delta Lake (p. 88) 以了解更多信息。

• 修改 PySpark 参数：托管端点现在支持修改与 EMR Studio Jupyter Notebook 中的 PySpark 会话关联的 
Spark 参数。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修改 PySpark 会话参数 (p. 72)。

已解决的问题

• 在 Amazon EMR 版本 6.6.0、6.7.0 和 6.8.0 上将 DynamoDB 连接器与 Spark 结合使用时，即使输入拆分
引用了非空数据，表中的所有读取都会返回空结果。Amazon EMR 发行版 6.9.0 修复了此问题。

• Amazon EMR on EKS 6.8.0 错误地填充了使用 Apache Spark 生成的 Parquet 文件元数据中的构建哈希。
此问题可能会导致解析由 Amazon EMR on EKS 6.8.0 生成的 Parquet 文件中的元数据版本字符串的工具
失败。

已知问题

• 如果您使用适用于 Apache Spark 的 Amazon Redshift 集成，并且具有 Parquet 格式的时间、timetz、时
间戳或 timestamptz（精度为微秒），连接器会将时间值舍入为最接近的毫秒值。解决方法是使用文本卸
载格式 unload_s3_format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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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r-6.9.0-latest
发布说明：emr-6.9.0-latest 当前指向 emr-20221108。

区域：emr-6.9.0-latest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6.9.0:latest

emr-6.9.0-20221108
发布说明：emr-6.9.0-20221108 已于 2022 年 12 月 8 日发布。这是 EMR 版本 6.9.0 的初始版本。

区域：emr-6.9.0-20221108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6.9.0:20221108

Amazon EMR 6.8.0 发行版
以下 Amazon EMR 6.8.0 发行版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 emr-6.8.0-latest (p. 135)
• emr-6.8.0-20221219 (p. 135)
• emr-6.8.0-20220802 (p. 135)

Amazon EMR 6.8.0 的发布说明

• 支持的应用程序：Amazon SDK for Java 1.12.170、Spark 3.3.0-amzn-0、Hudi 0.11.1-amzn-0、Iceberg 
0.14.0-amzn-0。

• 支持的组件：aws-sagemaker-spark-sdk、emr-ddb、emr-goodies、emr-s3-
select、emrfs、hadoop-client、hudi、hudi-spark、iceberg、spark-kubernetes。

• 受支持的配置分类：

分类 描述

core-site 更改 Hadoop 的 core-site.xml 文件中的值。

emrfs-site 更改 EMRFS 设置。

spark-metrics 更改 Spark 的 metrics.properties 文件中的值。

spark-defaults 更改 Spark 的 spark-defaults.conf 文件中的值。

spark-env 更改 Spark 环境中的值。

spark-hive-site 更改 Spark 的 hive-site.xml 文件中的值。

spark-log4j 更改 Spark 的 log4j.properties 文件中的值。

配置分类允许您自定义应用程序。这些通常与应用程序的配置 XML 文件（例如 spark-hive-
site.xml）相对应。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配置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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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功能

• Spark3.3.0 ‐ Amazon EMR EKS 6.8 包括 Spark 3.3.0，支持为 Spark 驱动程序和执行程序容器组（Pod）
使用单独的节点选择器标签。这些新标签使您能够在 StartJobRun API 中分别定义驱动程序和执行程序容
器组（Pod）的节点类型，而无需使用容器组（Pod）的节点类型。
• 驱动程序节点选择器属性：spark.kubernetes.driver.node.selector.[labelKey]
• 执行程序节点选择器属性：spark.kubernetes.executor.node.selector.[labelKey]

• 增强型任务失败消息 ‐ 此版本引入了 spark.stage.extraDetailsOnFetchFailures.enabled 和
spark.stage.extraDetailsOnFetchFailures.maxFailuresToInclude 配置来跟踪由于用户代
码而导致的任务失败。当阶段由于随机获取失败而中止时，这些详细信息可用于增强驱动程序日志中显示
的失败消息。

属性名称 默认值 意义 最低版本

spark.stage.extraDetailsOnFetchFailures.enabledfalse 如果设置为 true，则当
阶段由于随机获取失败
而中止时，此属性可用
于增强驱动程序日志中
显示的任务失败消息。
默认情况下，系统会跟
踪由用户代码导致的最
近 5 次任务失败，并将
失败错误消息附加到驱
动程序日志中。

若要增加要跟踪的
用户异常任务失败
次数，请参阅配置
spark.stage.extraDetailsOnFetchFailures.maxFailuresToInclude。

emr-6.8

spark.stage.extraDetailsOnFetchFailures.maxFailuresToInclude5 每个阶段每次尝试跟踪
的任务失败次数。当阶
段由于随机获取失败而
中止时，此属性可用于
增强驱动程序日志中显
示的任务失败消息，并
显示用户异常。

此属性仅在 Config 
spark.stage 时起作用。 
extraDetailsOnFetchFailures.enabled 
设置为 true。

emr-6.8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pache Spark 配置文档。

已知问题

• Amazon EMR on EKS 6.8.0 错误地填充了使用 Apache Spark 生成的 Parquet 文件元数据中的构建哈希。
此问题可能会导致解析由 Amazon EMR on EKS 6.8.0 生成的 Parquet 文件中的元数据版本字符串的工具
失败。解析 Parquet 元数据中的版本字符串并依赖构建哈希的客户，应切换到其他 Amazon EMR 版本并
重写该文件。

已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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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ySpark 内核的中断内核功能 ‐ 可使用 Interrupt Kernel 功能，停止由在笔记本中执行单元格触
发的进行中交互式工作负载。已引入修复程序，以便此功能适用于 PySpark 内核。该修复程序也可在 
PySpark Kubernetes 内核处理中断的更改 #1115 开源中获取。

emr-6.8.0-latest
发布说明：emr-6.8.0-latest 当前指向 emr-6.8.0-20221219。

区域：emr-6.8.0-latest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6.8.0:latest

emr-6.8.0-20221219
发布说明：emr-6.8.0-20221219 已于 2023 年 1 月 19 日发布。与上一版本相比，此版本已使用最近更
新的 Amazon Linux 软件包和关键修复刷新。

区域：emr-6.8.0-20221219 已在支持 Amazon EMR on EKS 的所有区域开放。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6.8.0:20221219

emr-6.8.0-20220802
发布说明：emr-6.8.0-20220802 已于 2022 年 9 月 27 日发布。这是 EMR 6.8.0 版本的初始版本。

区域：emr-6.8.0-20220802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6.8.0:20220802

Amazon EMR 6.7.0 发行版
以下 Amazon EMR 6.7.0 发行版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 emr-6.7.0-latest (p. 136)
• emr-6.7.0-20221219 (p. 136)
• emr-6.7.0-20220630 (p. 136)

Amazon EMR 6.7.0 的发布说明

• 受支持的应用程序 ‐ Spark 3.2.1-amzn-0、Jupyter Enterprise Gateway 2.6、Hudi 0.11-amzn-0、Iceberg 
0.13.1。

• 受支持的组件 – aws-hm-client（Glue 连接器）、aws-sagemaker-spark-sdk、emr-s3-
select、emrfs、emr-ddb、hudi-spark。

• 升级到 JEG 2.6 后，内核管理现在是异步的，这意味着 JEG 不会在内核启动过程中阻塞事务。这通过提
供以下功能极大地改善了用户体验：
• 在其他内核启动过程中在当前运行的笔记本中执行命令的功能
• 同时启动多个内核而不会影响已在运行的内核的功能

• 受支持的配置分类：

135

https://github.com/jupyter-server/enterprise_gateway/pull/1115
https://github.com/jupyter-server/enterprise_gateway/pull/1115
https://docs.amazonaws.cn/emr/latest/EMR-on-EKS-DevelopmentGuide/service-quotas.html#service-endpoints
https://docs.amazonaws.cn/emr/latest/EMR-on-EKS-DevelopmentGuide/service-quotas.html#service-endpoints
https://docs.amazonaws.cn/emr/latest/EMR-on-EKS-DevelopmentGuide/service-quotas.html#service-endpoints


Amazon EMR Amazon EMR on EKS 开发指南
emr-6.7.0-latest

分类 描述

core-site 更改 Hadoop 的 core-site.xml 文件中的值。

emrfs-site 更改 EMRFS 设置。

spark-metrics 更改 Spark 的 metrics.properties 文件中的值。

spark-defaults 更改 Spark 的 spark-defaults.conf 文件中的值。

spark-env 更改 Spark 环境中的值。

spark-hive-site 更改 Spark 的 hive-site.xml 文件中的值。

spark-log4j 更改 Spark 的 log4j.properties 文件中的值。

配置分类允许您自定义应用程序。这些通常与应用程序的配置 XML 文件（例如 spark-hive-site .xml）相对
应。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配置应用程序。

已解决的问题

• EKS 6.7 上的 EMR 修复了 6.6 中将 Apache Spark 的容器组（Pod）模板功能与托管端点结合使用时的问
题。Amazon EMR on EKS 版本 6.4、6.5 和 6.6 中存在此问题。现在，您可以使用容器组（Pod）模板来
定义使用托管端点运行交互式分析时 Spark 驱动程序和执行程序容器组（Pod）的启动方式。

• 在之前的 EMR on EKS 版本中，Jupyter Enterprise Gateway 会在内核启动过程中阻止事务，这阻碍了当
前正在运行的笔记本会话的执行。您现在可以在其他内核启动过程中在当前运行的笔记本中执行命令。您
还可以同时启动多个内核，而不会丢失与已在运行的内核的连接。

emr-6.7.0-latest
发布说明：emr-6.7.0-latest 当前指向 emr-6.7.0-20221219。

区域：emr-6.7.0-latest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6.7.0:latest

emr-6.7.0-20221219
发布说明：emr-6.7.0-20221219 已于 2023 年 1 月 19 日发布。与上一版本相比，此版本已使用最近更
新的 Amazon Linux 软件包和关键修复刷新。

区域：emr-6.7.0-20221219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6.7.0:20221219

emr-6.7.0-20220630
发布说明：emr-6.7.0-20220630 已于 2022 年 7 月 12 日发布。这是 EMR 6.7.0 版本的首次发布。

区域：emr-6.7.0-20220630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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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镜像标签：emr-6.7.0:20220630

Amazon EMR 6.6.0 发行版
以下 Amazon EMR 6.6.0 发行版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 emr-6.6.0-最新版本 (p. 137)
• emr-6.6.0-20221219 (p. 138)
• emr-6.6.0-20220411 (p. 138)

Amazon EMR 6.6.0 的版本注释

• 受支持的应用程序 ‐ Spark 3.2.0-amzn-0、Jupyter Enterprise Gateway（端点、公共预览版）、Hudi 
0.10.1-amzn-0、Iceberg 0.13.1。

• 受支持的组件 – aws-hm-client（Glue 连接器）、aws-sagemaker-spark-sdk、emr-s3-
select、emrfs、emr-ddb、hudi-spark。

• 受支持的配置分类：

分类 描述

core-site 更改 Hadoop 的 core-site.xml 文件中的值。

emrfs-site 更改 EMRFS 设置。

spark-metrics 更改 Spark 的 metrics.properties 文件中的值。

spark-defaults 更改 Spark 的 spark-defaults.conf 文件中的值。

spark-env 更改 Spark 环境中的值。

spark-hive-site 更改 Spark 的 hive-site.xml 文件中的值。

spark-log4j 更改 Spark 的 log4j.properties 文件中的值。

配置分类允许您自定义应用程序。这些通常与应用程序的配置 XML 文件（例如 spark-hive-site .xml）相对
应。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配置应用程序。

已知问题

• 在 EMR on EKS 版本 6.4、6.5 和 6.6 中，具有托管端点的 Spark 容器组（Pod）模板功能不起作用。

已解决的问题

• 托管端点日志将上传到 Cloudwatch 和 S3。

emr-6.6.0-最新版本
发布说明：emr-6.6.0-latest 当前指向 emr-6.6.0-20221219。

区域：emr-6.6.0-latest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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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镜像标签：emr-6.6.0:latest

emr-6.6.0-20221219
发布说明：emr-6.6.0-20221219 已于 2023 年 1 月 27 日发布。与上一版本相比，此版本已使用最近更
新的 Amazon Linux 软件包和关键修复刷新。

区域：emr-6.6.0-20221219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6.6.0:20221219

emr-6.6.0-20220411
发布说明：emr-6.6.0-20220411 已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发布。这是 EMR 6.6.0 版本的首次发布。

区域：emr-6.6.0-20220411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6.6.0:20220411

Amazon EMR 6.5.0 发行版
以下 Amazon EMR 6.5.0 发行版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 emr-6.5.0-最新版本 (p. 139)
• emr-6.5.0-20221219 (p. 139)
• emr-6.5.0-20220802 (p. 139)
• emr-6.5.0-20211119 (p. 139)

Amazon EMR 6.5.0 的发布说明

• 受支持的应用程序 - Spark 3.1.2-amzn-1、Jupyter Enterprise Gateway（终端节点，公共预览版）。
• 受支持的组件 – aws-hm-client（Glue 连接器）、aws-sagemaker-spark-sdk、emr-s3-
select、emrfs、emr-ddb、hudi-spark。

• 受支持的配置分类：

分类 描述

core-site 更改 Hadoop 的 core-site.xml 文件中的值。

emrfs-site 更改 EMRFS 设置。

spark-metrics 更改 Spark 的 metrics.properties 文件中的值。

spark-defaults 更改 Spark 的 spark-defaults.conf 文件中的值。

spark-env 更改 Spark 环境中的值。

spark-hive-site 更改 Spark 的 hive-site.xml 文件中的值。

spark-log4j 更改 Spark 的 log4j.properties 文件中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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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分类允许您自定义应用程序。这些通常与应用程序的配置 XML 文件（例如 spark-hive-site .xml）相对
应。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配置应用程序。

已知问题

• 在 EMR on EKS 版本 6.4 和 6.5 中，具有托管端点的 Spark 容器组（Pod）模板功能不起作用。

emr-6.5.0-最新版本
发布说明：emr-6.5.0-latest 当前指向 emr-6.5.0-20221219。

区域：emr-6.5.0-latest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6.5.0:latest

emr-6.5.0-20221219
发布说明：emr-6.5.0-20221219 已于 2023 年 1 月 19 日发布。与上一版本相比，此版本已使用最近更
新的 Amazon Linux 软件包和关键修复刷新。

区域：emr-6.5.0-20221219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6.5.0:20221219

emr-6.5.0-20220802
发布说明：emr-6.5.0-20220802 已于 2022 年 8 月 24 日发布。与上一版本相比，此版本已使用最近更
新的 Amazon Linux 软件包刷新。

区域：emr-6.5.0-20220802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6.5.0:20220802

emr-6.5.0-20211119
发布说明：emr-6.5.0-20211119 已于 2022 年 1 月 20 日发布。这是 EMR 6.5.0 版本的首次发布。

区域：emr-6.5.0-20211119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6.5.0:20211119

Amazon EMR 6.4.0 版本
以下 Amazon EMR 6.4.0 版本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 emr-6.4.0-latest (p. 140)
• emr-6.4.0-20221219 (p.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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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r-6.4.0-20210830 (p. 140)

Amazon EMR 6.4.0 的发布说明

• 受支持的应用程序 - Spark 3.1.2-amzn-0、Jupyter Enterprise Gateway（终端节点，公共预览版）。
• 受支持的组件 – aws-hm-client（Glue 连接器）、aws-sagemaker-spark-sdk、emr-s3-
select、emrfs、emr-ddb、hudi-spark。

• 受支持的配置分类：

分类 描述

core-site 更改 Hadoop 的 core-site.xml 文件中的值。

emrfs-site 更改 EMRFS 设置。

spark-metrics 更改 Spark 的 metrics.properties 文件中的值。

spark-defaults 更改 Spark 的 spark-defaults.conf 文件中的值。

spark-env 更改 Spark 环境中的值。

spark-hive-site 更改 Spark 的 hive-site.xml 文件中的值。

spark-log4j 更改 Spark 的 log4j.properties 文件中的值。

配置分类允许您自定义应用程序。这些通常与应用程序的配置 XML 文件（例如 spark-hive-site .xml）相对
应。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配置应用程序。

已知问题

• 在 EMR on EKS 版本 6.4 中，具有托管端点的 Spark 容器组（Pod）模板功能不起作用。

emr-6.4.0-latest
发布说明：emr-6.4.0-latest 当前指向 emr-6.4.0-20221219。

区域：emr-6.4.0-latest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6.4.0:latest

emr-6.4.0-20221219
发布说明：emr-6.4.0-20221219 已于 2023 年 1 月 27 日发布。与上一版本相比，此版本已使用最近添
加的 Amazon Linux 软件包刷新。

区域：emr-6.4.0-20221219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6.4.0:20221219

emr-6.4.0-20210830
发布说明：emr-6.4.0-20210830 已于 2021 年 12 月 9 日发布。这是 EMR 6.4.0 版本的初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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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emr-6.4.0-20210830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6.4.0:20210830

Amazon EMR 6.3.0 版本
以下 Amazon EMR 6.3.0 版本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 emr-6.3.0-latest (p. 141)
• emr-6.3.0-20220802 (p. 142)
• emr-6.3.0-20211008 (p. 142)
• emr-6.3.0-20210802 (p. 142)
• emr-6.3.0-20210429 (p. 142)

Amazon EMR 6.3.0 的版本注释

• 新功能 - 从 6.x 版本系列中的 Amazon EMR 6.3.0 开始，Amazon EMR on EKS 支持 Spark 的 Pod 模板功
能。您还可以为 Amazon EMR on EKS 启用 Spark 事件日志转动功能。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Pod 
模板 (p. 51)和使用 Spark 事件日志轮替 (p. 57)。

• 受支持的应用程序 - Spark 3.1.1-amzn-0、Jupyter Enterprise Gateway（终端节点，公共预览版）。
• 受支持的组件 – aws-hm-client（Glue 连接器）、aws-sagemaker-spark-sdk、emr-s3-
select、emrfs、emr-ddb、hudi-spark。

• 受支持的配置分类：

分类 描述

core-site 更改 Hadoop 的 core-site.xml 文件中的值。

emrfs-site 更改 EMRFS 设置。

spark-metrics 更改 Spark 的 metrics.properties 文件中的值。

spark-defaults 更改 Spark 的 spark-defaults.conf 文件中的值。

spark-env 更改 Spark 环境中的值。

spark-hive-site 更改 Spark 的 hive-site.xml 文件中的值。

spark-log4j 更改 Spark 的 log4j.properties 文件中的值。

配置分类允许您自定义应用程序。这些通常与应用程序的配置 XML 文件（例如 spark-hive-site .xml）相对
应。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配置应用程序。

emr-6.3.0-latest
发布说明：emr-6.3.0-latest 当前指向 emr-6.3.0-20220802。

区域：emr-6.3.0-latest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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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镜像标签：emr-6.3.0:latest

emr-6.3.0-20220802
发布说明：emr-6.3.0-20220802 已于 2022 年 9 月 27 日发布。与上一版本相比，此版本已使用最近更
新的 Amazon Linux 软件包刷新。

区域：emr-6.3.0-20220802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6.3.0:20220802

emr-6.3.0-20211008
发布说明：emr-6.3.0-20211008 已于 2021 年 12 月 9 日发布。与以前的版本相比，此版本包含问题修
复和安全更新。

区域：emr-6.3.0-20211008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6.3.0:20211008

emr-6.3.0-20210802
版本注释：emr-6.3.0-20210802 已于 2021 年 8 月 2 日发布。与以前的版本相比，此版本包含问题修复
和安全更新。

区域：emr-6.3.0-20210802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6.3.0:20210802

emr-6.3.0-20210429
发布说明：emr-6.3.0-20210429 已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发布。这是 EMR 版本 6.3.0 的初始版本。

区域：emr-6.3.0-20210429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6.3.0:20210429

Amazon EMR 6.2.0 版本
以下 Amazon EMR 6.2.0 版本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 emr-6.2.0-latest (p. 143)
• emr-6.2.0-20220802 (p. 143)
• emr-6.2.0-20211008 (p. 143)
• emr-6.2.0-20210802 (p. 144)
• emr-6.2.0-20210615 (p.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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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r-6.2.0-20210129 (p. 144)
• emr-6.2.0-20201218 (p. 144)
• emr-6.2.0-20201201 (p. 144)

Amazon EMR 6.2.0 的版本注释

• 受支持的应用程序 - Spark 3.0.1-amzn-0、Jupyter Enterprise Gateway（终端节点，公共预览版）。
• 受支持的组件 – aws-hm-client（Glue 连接器）、aws-sagemaker-spark-sdk、emr-s3-
select、emrfs、emr-ddb、hudi-spark。

• 受支持的配置分类：

分类 描述

core-site 更改 Hadoop 的 core-site.xml 文件中的值。

emrfs-site 更改 EMRFS 设置。

spark-metrics 更改 Spark 的 metrics.properties 文件中的值。

spark-defaults 更改 Spark 的 spark-defaults.conf 文件中的值。

spark-env 更改 Spark 环境中的值。

spark-hive-site 更改 Spark 的 hive-site.xml 文件中的值。

spark-log4j 更改 Spark 的 log4j.properties 文件中的值。

配置分类允许您自定义应用程序。这些通常与应用程序的配置 XML 文件（例如 spark-hive-site .xml）相对
应。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配置应用程序。

emr-6.2.0-latest
发布说明：emr-6.2.0-latest 当前指向 emr-6.2.0-20220802。

区域：emr-6.2.0-latest 已在支持 Amazon EMR on EKS 的所有区域开放。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6.2.0:20220802

emr-6.2.0-20220802
发布说明：emr-6.2.0-20220802 已于 2022 年 9 月 27 日发布。与上一版本相比，此版本已使用最近更
新的 Amazon Linux 软件包刷新。

区域：emr-6.2.0-20220802 已在支持 Amazon EMR on EKS 的所有区域开放。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6.2.0:20220802

emr-6.2.0-20211008
发布说明：emr-6.2.0-20211008 已于 2021 年 12 月 9 日发布。与以前的版本相比，此版本包含问题修
复和安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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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emr-6.2.0-20211008 已在以下区域推出：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部）、美国西部（俄勒冈）、亚
太地区（东京）、欧洲（爱尔兰）、南美洲（爱尔兰）、南美洲（圣保罗）。

容器镜像标签：emr-6.2.0:20211008

emr-6.2.0-20210802
版本注释：emr-6.2.0-20210802 已于 2021 年 8 月 2 日发布。与以前的版本相比，此版本包含问题修复
和安全更新。

区域：emr-6.2.0-20210802 已在以下区域推出：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部）、美国西部（俄勒冈）、亚
太地区（东京）、欧洲（爱尔兰）、南美洲（爱尔兰）、南美洲（圣保罗）。

容器镜像标签：emr-6.2.0:20210802

emr-6.2.0-20210615
版本注释：emr-6.2.0-20210615 已于 2021 年 6 月 15 日发布。与以前的版本相比，此版本包含问题修
复和安全更新。

区域：emr-6.2.0-20210615 已在以下区域推出：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部）、美国西部（俄勒冈）、亚
太地区（东京）、欧洲（爱尔兰）、南美洲（爱尔兰）、南美洲（圣保罗）。

容器镜像标签：emr-6.2.0:20210615

emr-6.2.0-20210129
发布说明：emr-6.2.0-20210129 已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发布。比较 emr-6.2.0-20201218，此版本
包含问题修复和安全更新。

区域：emr-6.2.0-20210129 已在以下区域推出：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部）、美国西部（俄勒冈）、亚
太地区（东京）、欧洲（爱尔兰）、南美洲（爱尔兰）、南美洲（圣保罗）。

容器镜像标签：emr-6.2.0-20210129

emr-6.2.0-20201218
发布说明：emr-6.2.0-20201218 已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发布。比较 emr-6.2.0-20201201，此版本
包含问题修复和安全更新。

区域：emr-6.2.0-20201218 已在以下区域推出：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部）、美国西部（俄勒冈）、亚
太地区（东京）、欧洲（爱尔兰）、南美洲（爱尔兰）、南美洲（圣保罗）。

容器镜像标签：emr-6.2.0-20201218

emr-6.2.0-20201201
发布说明：emr-6.2.0-20201201 已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发布。这是 EMR 版本 6.2.0 的初始版本。

区域：emr-6.2.0-20201201 已在以下区域推出：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部）、美国西部（俄勒冈）、亚
太地区（东京）、欧洲（爱尔兰）、南美洲（爱尔兰）、南美洲（圣保罗）。

容器镜像标签：emr-6.2.0-202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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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EMR 5.36.0 发行版
以下 Amazon EMR 5.36.0 发行版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 emr-5.36.0-latest (p. 145)
• emr-5.36.0-20221219 (p. 145)
• emr-5.36.0-20220620 (p. 146)
• emr-5.36.0-20220525 (p. 146)

Amazon EMR 5.36.0 的发行说明

• 已修复 log4j2 的安全问题。
• 受支持的应用程序 – Spark 2.4.8-amzn-2、Jupyter Enterprise Gateway（端点，公开预览

版）、livy-0.7.1、fluentd-4.0.0。
• 受支持的组件： aws-hm-client、 aws-sagemaker-spark-sdk、emr-db、emr-goodies、emr-kinesis、kero-

server。
• 受支持的配置分类：

分类 描述

core-site 更改 Hadoop 的 core-site.xml 文件中的值。

emrfs-site 更改 EMRFS 设置。

spark-metrics 更改 Spark 的 metrics.properties 文件中的值。

spark-defaults 更改 Spark 的 spark-defaults.conf 文件中的值。

spark-env 更改 Spark 环境中的值。

spark-hive-site 更改 Spark 的 hive-site.xml 文件中的值。

spark-log4j 更改 Spark 的 log4j.properties 文件中的值。

配置分类允许您自定义应用程序。这些通常与应用程序的配置 XML 文件（例如 spark-hive-site .xml）相对
应。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配置应用程序。

emr-5.36.0-latest
发布说明：emr-5.36.0-latest 当前指向 emr-5.36.0-20221219。

区域：emr-5.36.0-latest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5.36.0:latest

emr-5.36.0-20221219
发布说明：emr-5.36.0-20221219 已于 2023 年 1 月 27 日发布。与上一版本相比，此版本已使用最近更
新的 Amazon Linux 软件包刷新。

区域：emr-5.36.0-20221219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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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镜像标签：emr-5.36.0:20221219

emr-5.36.0-20220620
发行说明：emr-5.36.0-20220620 于 2022 年 7 月 12 日发行。与上一版本相比，此版本已使用最近更新
的 Amazon Linux 软件包刷新。

区域：emr-5.36.0-20220620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5.36.0:20220620

emr-5.36.0-20220525
发行说明：emr-5.36.0-20220525 于 2022 年 6 月 16 日发行。这是 EMR 版本 5.36.0 的初始版本。

区域：emr-5.36.0-20220525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5.36.0:20220525

Amazon EMR 5.35.0 发行版
以下 Amazon EMR 5.35.0 发行版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 emr-5.35.0-latest (p. 147)
• emr-5.35.0-20221219 (p. 147)
• emr-5.35.0-20220802 (p. 147)
• emr-5.35.0-20220307 (p. 147)

Amazon EMR 5.35.0 的版本注释

• 已修复 log4j2 的安全问题。
• 受支持的应用程序 - Spark 2.4.8-amzn-1、Hudi 0.9.0-amzn-2、Jupyter Enterprise Gateway（终端节点，

公共预览版）。
• 受支持的组件： aws-hm-client （Glue 连接器） aws-sagemaker-spark-sdk、emr-s3-set、emr-db、hudi-

spark。
• 受支持的配置分类：

分类 描述

core-site 更改 Hadoop 的 core-site.xml 文件中的值。

emrfs-site 更改 EMRFS 设置。

spark-metrics 更改 Spark 的 metrics.properties 文件中的值。

spark-defaults 更改 Spark 的 spark-defaults.conf 文件中的值。

spark-env 更改 Spark 环境中的值。

spark-hive-site 更改 Spark 的 hive-site.xml 文件中的值。

146

https://docs.amazonaws.cn/emr/latest/EMR-on-EKS-DevelopmentGuide/service-quotas.html#service-endpoints
https://docs.amazonaws.cn/emr/latest/EMR-on-EKS-DevelopmentGuide/service-quotas.html#service-endpoints


Amazon EMR Amazon EMR on EKS 开发指南
emr-5.35.0-latest

分类 描述

spark-log4j 更改 Spark 的 log4j.properties 文件中的值。

配置分类允许您自定义应用程序。这些通常与应用程序的配置 XML 文件（例如 spark-hive-site .xml）相对
应。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配置应用程序。

emr-5.35.0-latest
发布说明：emr-5.35.0-latest 当前指向 emr-5.35.0-20221219。

区域：emr-5.35.0-latest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5.35.0:latest

emr-5.35.0-20221219
发布说明：emr-5.35.0-20221219 已于 2023 年 1 月 27 日发布。与上一版本相比，此版本已使用最近更
新的 Amazon Linux 软件包刷新。

区域：emr-5.35.0-20221219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5.35.0:20221219

emr-5.35.0-20220802
发布说明：emr-5.35.0-20220802 已于 2022 年 9 月 27 日发布。与上一版本相比，此版本已使用最近更
新的 Amazon Linux 软件包刷新。

区域：emr-5.35.0-20220802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5.35.0:20220802

emr-5.35.0-20220307
版本注释: emr-5.35.0-20220307 已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发布。与上一版本相比，此版本已使用最近更
新的 Amazon Linux 软件包刷新。

区域：emr-5.35.0-20220307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5.35.0:20220307

Amazon EMR 5.34.0 发行版
以下 Amazon EMR 5.34.0 发行版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 emr-5.34.0-最新版本 (p.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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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r-5.34.0-20220802 (p. 148)

Amazon EMR 5.34.0 的发布说明

• 受支持的应用程序 - Spark 2.4.8-amzn-0、Jupyter Enterprise Gateway（终端节点，公共预览版）。
• 受支持的组件 – aws-hm-client（Glue 连接器）、aws-sagemaker-spark-sdk、emr-s3-
select、emrfs、emr-ddb、hudi-spark。

• 受支持的配置分类：

分类 描述

core-site 更改 Hadoop 的 core-site.xml 文件中的值。

emrfs-site 更改 EMRFS 设置。

spark-metrics 更改 Spark 的 metrics.properties 文件中的值。

spark-defaults 更改 Spark 的 spark-defaults.conf 文件中的值。

spark-env 更改 Spark 环境中的值。

spark-hive-site 更改 Spark 的 hive-site.xml 文件中的值。

spark-log4j 更改 Spark 的 log4j.properties 文件中的值。

配置分类允许您自定义应用程序。这些通常与应用程序的配置 XML 文件（例如 spark-hive-site .xml）相对
应。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配置应用程序。

emr-5.34.0-最新版本
发布说明：emr-5.34.0-latest 当前指向 emr-5.34.0-20220802。

区域：emr-5.34.0-latest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5.34.0:latest

emr-5.34.0-20220802
发布说明：emr-5.34.0-20220802 已于 2022 年 8 月 24 日发布。与上一版本相比，此版本已使用最近更
新的 Amazon Linux 软件包刷新。

区域：emr-5.34.0-20220802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5.34.0:20220802

emr-5.34.0-20211208
发布说明：emr-5.34.0-20211208 已于 2022 年 1 月 20 日发布。与上一版本相比，此版本已使用最近更
新的 Amazon Linux 软件包刷新。

区域：emr-5.34.0-20211208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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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镜像标签：emr-5.34.0:20211208

Amazon EMR 5.33.0 版本
以下 Amazon EMR 5.33.0 版本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 emr-5.33.0-latest (p. 149)
• emr-5.33.0-20221219 (p. 150)
• emr-5.33.0-20220802 (p. 150)
• emr-5.33.0-20211008 (p. 150)
• emr-5.33.0-20210802 (p. 150)
• emr-5.33.0-20210615 (p. 150)
• emr-5.33.0-20210323 (p. 150)

Amazon EMR 5.33.0 的版本注释

• 新功能 - 从 5.x 版本系列中的 Amazon EMR 5.33.0 开始，Amazon EMR on EKS 支持 Spark 的 Pod 模板
功能。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Pod 模板 (p. 51)：

• 受支持的应用程序 - Spark 2.4.7-amzn-1、Jupyter Enterprise Gateway（终端节点，公共预览版）。
• 受支持的组件 – aws-hm-client（Glue 连接器）、aws-sagemaker-spark-sdk、emr-s3-
select、emrfs、emr-ddb、hudi-spark。

• 受支持的配置分类：

分类 描述

core-site 更改 Hadoop 的 core-site.xml 文件中的值。

emrfs-site 更改 EMRFS 设置。

spark-metrics 更改 Spark 的 metrics.properties 文件中的值。

spark-defaults 更改 Spark 的 spark-defaults.conf 文件中的值。

spark-env 更改 Spark 环境中的值。

spark-hive-site 更改 Spark 的 hive-site.xml 文件中的值。

spark-log4j 更改 Spark 的 log4j.properties 文件中的值。

配置分类允许您自定义应用程序。这些通常与应用程序的配置 XML 文件（例如 spark-hive-site .xml）相对
应。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配置应用程序。

emr-5.33.0-latest
发布说明：emr-5.33.0-latest 当前指向 emr-5.33.0-20221219。

区域：emr-5.33.0-latest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5.33.0:la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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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r-5.33.0-20221219

emr-5.33.0-20221219
发布说明：emr-5.33.0-20221219 已于 2023 年 1 月 19 日发布。与上一版本相比，此版本已使用最近更
新的 Amazon Linux 软件包和关键修复刷新。

区域：emr-5.33.0-20221219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5.33.0:20221219

emr-5.33.0-20220802
发布说明：emr-5.33.0-20220802 已于 2022 年 8 月 24 日发布。与上一版本相比，此版本已使用最近更
新的 Amazon Linux 软件包刷新。

区域：emr-5.33.0-20220802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5.33.0:20220802

emr-5.33.0-20211008
发布说明：emr-5.33.0-20211008 已于 2021 年 12 月 9 日发布。与以前的版本相比，此版本包含问题修
复和安全更新。

区域：emr-5.33.0-20211008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5.33.0:20211008

emr-5.33.0-20210802
版本注释：emr-5.33.0-20210802 已于 2021 年 8 月 2 日发布。与以前的版本相比，此版本包含问题修
复和安全更新。

区域：emr-5.33.0-20210802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5.33.0:20210802

emr-5.33.0-20210615
版本注释：emr-5.33.0-20210615 已于 2021 年 6 月 15 日发布。与以前的版本相比，此版本包含问题修
复和安全更新。

区域：emr-5.33.0-20210615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5.33.0:20210615

emr-5.33.0-20210323
发布说明：emr-5.33.0-20210323 已于 2021 年 3 月 23 日发布。这是 EMR 版本 5.33.0 的初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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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EMR 5.32.0 版本

区域：emr-5.33.0-20210323 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支持的所有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5.33.0-20210323

Amazon EMR 5.32.0 版本
以下 Amazon EMR 5.32.0 版本适用于 Amazon EMR on EKS：

• emr-5.32.0-latest (p. 151)
• emr-5.32.0-20220802 (p. 152)
• emr-5.32.0-20211008 (p. 152)
• emr-5.32.0-20210802 (p. 152)
• emr-5.32.0-20210615 (p. 152)
• emr-5.32.0-20210129 (p. 152)
• emr-5.32.0-20201218 (p. 152)
• emr-5.32.0-20201201 (p. 153)

Amazon EMR 5.32.0 的版本注释

• 受支持的应用程序 - Spark 2.4.7-amzn-0、Jupyter Enterprise Gateway（终端节点，公共预览版）。
• 受支持的组件 – aws-hm-client（Glue 连接器）、aws-sagemaker-spark-sdk、emr-s3-
select、emrfs、emr-ddb、hudi-spark。

• 受支持的配置分类：

分类 描述

core-site 更改 Hadoop 的 core-site.xml 文件中的值。

emrfs-site 更改 EMRFS 设置。

spark-metrics 更改 Spark 的 metrics.properties 文件中的值。

spark-defaults 更改 Spark 的 spark-defaults.conf 文件中的值。

spark-env 更改 Spark 环境中的值。

spark-hive-site 更改 Spark 的 hive-site.xml 文件中的值。

spark-log4j 更改 Spark 的 log4j.properties 文件中的值。

配置分类允许您自定义应用程序。这些通常与应用程序的配置 XML 文件（例如 spark-hive-site .xml）相对
应。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配置应用程序。

emr-5.32.0-latest
发布说明：emr-5.32.0-latest 当前指向 emr-5.32.0-20220802。

区域：emr-5.32.0-latest 已在支持 Amazon EMR on EKS 的所有区域开放。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5.32.0:la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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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r-5.32.0-20220802

emr-5.32.0-20220802
发布说明：emr-5.32.0-20220802 已于 2022 年 8 月 24 日发布。与上一版本相比，此版本已使用最近更
新的 Amazon Linux 软件包刷新。

区域：emr-5.32.0-20220802 已在支持 Amazon EMR on EKS 的所有区域开放。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MR on EKS 服务终端节点。

容器镜像标签：emr-5.32.0:20220802

emr-5.32.0-20211008
发布说明：emr-5.32.0-20211008 已于 2021 年 12 月 9 日发布。与以前的版本相比，此版本包含问题修
复和安全更新。

区域：emr-5.32.0-20211008 已在以下区域推出：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部）、美国西部（俄勒冈）、
亚太地区（东京）、欧洲（爱尔兰）、南美洲（爱尔兰）、南美洲（圣保罗）。

容器镜像标签：emr-5.32.0:20211008

emr-5.32.0-20210802
版本注释：emr-5.32.0-20210802 已于 2021 年 8 月 2 日发布。与以前的版本相比，此版本包含问题修
复和安全更新。

区域：emr-5.32.0-20210802 已在以下区域推出：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部）、美国西部（俄勒冈）、
亚太地区（东京）、欧洲（爱尔兰）、南美洲（爱尔兰）、南美洲（圣保罗）。

容器镜像标签：emr-5.32.0:20210802

emr-5.32.0-20210615
版本注释：emr-5.32.0-20210615 已于 2021 年 6 月 15 日发布。与以前的版本相比，此版本包含问题修
复和安全更新。

区域：emr-5.32.0-20210615 已在以下区域推出：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部）、美国西部（俄勒冈）、
亚太地区（东京）、欧洲（爱尔兰）、南美洲（爱尔兰）、南美洲（圣保罗）。

容器镜像标签：emr-5.32.0:20210615

emr-5.32.0-20210129
发布说明：emr-5.32.0-20210129 已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发布。比较 emr-5.32.0-20201218，此版
本包含问题修复和安全更新。

区域：emr-5.32.0-20210129 已在以下区域推出：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部）、美国西部（俄勒冈）、
亚太地区（东京）、欧洲（爱尔兰）、南美洲（爱尔兰）、南美洲（圣保罗）。

容器镜像标签：emr-5.32.0-20210129

emr-5.32.0-20201218
发布说明：5.32.0-20201218 已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发布。比较 5.32.0-20201201，此版本包含问
题修复和安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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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r-5.32.0-20201201

区域：emr-5.32.0-20201218 已在以下区域推出：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部）、美国西部（俄勒冈）、
亚太地区（东京）、欧洲（爱尔兰）、南美洲（爱尔兰）、南美洲（圣保罗）。

容器镜像标签：emr-5.32.0-20201218

emr-5.32.0-20201201
发布说明：5.32.0-20201201 已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发布。这是 EMR 版本 5.32.0 的初始版本。

区域：5.32.0-20201201 已在以下区域推出：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部）、美国西部（俄勒冈）、亚太地
区（东京）、欧洲（爱尔兰）、南美洲（爱尔兰）、南美洲（圣保罗）。

容器镜像标签：emr-5.32.0-202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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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历史记录
下表列出了自 Amazon EMR on EKS 上一次发布以来对文档所做的重要更改。如需获取对此文档的更新的更
多信息，您可以订阅 RSS 源。

更改 说明 日期

文档历史记录页面 为 Amazon EMR on EKS 创建了文档历史记
录页面。

2023 年 3 月 13 日

托管策略页面 为 Amazon EMR on EKS 创建了托管策略页
面。

2023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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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属于机器翻译版本。若本译文内容与英语原文存在差异，则一律以英文原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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