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用户指南 

文档版本 01 

发布日期 2019-09-30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文档版本 01 (2019-09-3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i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019。 保留一切权利。 

非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摘抄、复制本文档内容的部分或全部，并不得以任何形式传

播。 

 

商标声明 

 和其他华为商标均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商标。 

本文档提及的其他所有商标或注册商标，由各自的所有人拥有。 

 

注意 

您购买的产品、服务或特性等应受华为公司商业合同和条款的约束，本文档中描述的全部或部分产品、服务

或特性可能不在您的购买或使用范围之内。除非合同另有约定，华为公司对本文档内容不做任何明示或默示

的声明或保证。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或其他原因，本文档内容会不定期进行更新。除非另有约定，本文档仅作为使用指导，本

文档中的所有陈述、信息和建议不构成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华为总部办公楼     邮编：518129 

网址： http://e.huawei.com 

 

 

 

http://e.huawei.com/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用户指南 前言 

 

文档版本 01 (2019-09-3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ii 

 

前言 

概述 

本文档介绍了获取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安装包，以及对其进行安装、使用的方法，

对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的 Web 界面及各项子功能做了详细介绍。 

读者对象 

本文档主要适用于以下人员： 

 华为鲲鹏平台的开发者 

 用户 

 ISV 开发 

符号约定 

在本文中可能出现下列标志，它们所代表的含义如下。 

符号 说明 

 
用于警示紧急的危险情形，若不避免，将会导致人员死亡或严重

的人身伤害。 

 
用于警示潜在的危险情形，若不避免，可能会导致人员死亡或严

重的人身伤害。 

 
用于警示潜在的危险情形，若不避免，可能会导致中度或轻微的

人身伤害。 

 
用于传递设备或环境安全警示信息，若不避免，可能会导致设备

损坏、数据丢失、设备性能降低或其它不可预知的结果。 

“注意”不涉及人身伤害。 

 用于突出重要/关键信息、最佳实践和小窍门等。 

“说明”不是安全警示信息，不涉及人身、设备及环境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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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1.1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简介 

1.2  相关概念 

1.3  应用场景 

1.4  部署方式 

1.5  实现原理 

1.6  访问和使用 

1.1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简介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是一款可以简化客户应用迁移到 TaiShan 服务器的过程的工具。

当客户有 X86 平台上源代码的软件要移植到 TaiShan 服务器上时，可用该工具自动分

析出需修改的代码内容，并指导用户如何修改。该工具解决了用户代码兼容性人工排

查困难、移植经验欠缺、反复依赖编译调错定位等痛点。 

支持的功能特性如下： 

 检查用户 C/C++软件构建工程文件，并指导用户如何移植该文件。 

 检查用户 C/C++软件构建工程文件使用的链接库，并提供可移植性信息。 

 检查用户 C/C++软件源码，并指导用户如何移植源文件。 

 检查用户软件中 X86 汇编代码，并指导用户如何移植。 

 支持命令行方式和 Web 两种工作模式。 

1.2 相关概念 

SO 依赖库 

Linux 中的 SO（Shared Object）文件，其名称类似“libname.so.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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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依赖库白名单 

用来记录华为鲲鹏平台已经支持的 SO 文件及支持状态（二进制安装或者源码编译安

装）的列表，可以在华为鲲鹏开发者论坛下载并更新。 

 

 

SO 依赖库白名单文件“whitelist.csv”保存在“/opt/portadv/tools/cmd/config”（Web 安

装方式）或“/opt/portadv/tools/config”（CLI 安装方式）目录下，需要设置 SO 依赖库

白名单文件的权限为 644。 

软件构建工程文件 

C/C++常用的软件构建工具 make，对应的构建文件是 Makefile。 

1.3 应用场景 

当客户有软件要移植到 TaiShan 服务器上时，可先用该工具分析源码并得到移植修改建

议。 

1.4 部署方式 

单机部署，即将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部署在用户的开发、生产环境的 X86 服务器或

者 TaiShan 200 服务器。 

1.5 实现原理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的架构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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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架构 

 

 

表1-1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架构参数说明 

模块名 功能 

Web Server Web 服务器。 

Main Entry 分析扫描工具命令行入口。 

依赖库白名单检查 检查软件构建工程文件中使用的链接库的兼容性。 

Makefile 解析检查 检查软件构建工程文件中使用的链接库、编译选项、宏定

义，并提供移植修改建议。 

C/C++源码扫描 检查源码中使用编译器宏、builtin 函数、attributes，并提供

移植修改建议。 

X86 汇编扫描 检查源码中使用 X86 汇编，提供移植修改建议。 

编译器检查 支持的编译器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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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访问和使用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提供命令行或者 Web 使用方式，用户在安装时选择使用方式。

工具的使用方法请参考： 

 3 通过 WEB 界面使用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4 通过 CLI 命令行使用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Web 方式只允许一个用户使用，不支持多用户同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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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2.1  环境要求 

2.2  安装准备 

2.3  配置安装环境 

2.4  安装 

2.5  验证 

2.6  （可选）升级 SO 依赖库白名单 

2.7  卸载 

2.1 环境要求 

硬件要求 

硬件要求如表 2-1 所示。 

表2-1 硬件要求 

硬件类型 说明 

服务器  X86 物理服务器 

 TaiShan 200 服务器 

 

操作系统要求 

操作系统要求如表 2-2 所示。 

表2-2 操作系统要求 

项目 版本 下载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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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版本 下载地址 

CentOS 7.6 https://www.centos.org/download/ 

 

获取软件包 

安装过程中所需软件包如表 2-3 所示。 

表2-3 获取软件包 

软件包名称 软件包说明 获取方法 

 X86 服务器： 

Porting-advisor-

x86_64-linux-

xxx.tar.gz 

 TaiShan 200 服

务器： 

Porting-advisor-

Kunpeng-rhel7-

xxx.tar.gz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

工具安装包 

 运营商用户：

https://support.huawei.com 网站，搜索

软件包名称，下载您所需的版本软件

安装包。 

 企业网用户：登录

https://support.huawei.com/enterprise 网

站，搜索软件包名称，下载您所需的

版本软件安装包。 

Centos7.6 CentOS-

7-x86_64-

Everything-1810.iso 

CentOS 系统镜像，

用于安装依赖包。 

登录 https://www.centos.org/download/下

载。 

CentOS-7-aarch64-

Everything-1810.iso 
CentOS 系统镜像，

用于安装依赖包。 

登录 https://www.centos.org/download/下

载。 

 

 
软件包名称中的“xxx”表示版本号。 

2.2 安装准备 

 已准备用于安装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的 X86 服务器或者 TaiShan 200 服务器 

 已安装操作系统： 

− CentOS-7-x86_64-Everything-1810 

− CentOS-7-aarch64-Everything-1810 

 操作系统内核版本要求 4.14 

 已安装远程 SSH 登录工具，如 Xshell、MobaXterm、Putty 等 

https://www.centos.org/download/
https://support.huawei.com/carrierindex/zh/hwe/index.html
https://support.huawei.com/enterprise/zh/index.html
https://www.centos.org/download/
https://www.centos.org/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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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配置安装环境 

（可选）配置 CentOS 7.6 源 

 

 

如果 CentOS 7.6 的 X86 环境可以联网且未修改过 yum 源，则 yum 源默认是可用的，

可跳过此操作。 

步骤 1 从 CentOS 官网下载 CentOS 镜像文件“Centos7.6 CentOS-7-x86_64-Everything-

1810.iso”。 

步骤 2 使用 SSH 远程登录工具，将 CentOS 7.6 镜像上传至/root 目录。 

步骤 3 使用 SSH 远程登录工具，进入 CentOS 操作系统命令行界面。 

步骤 4 执行如下命令将 CentOS 7.6 的 ISO 镜像包文件挂载到本地目录下。 

mount /root/ CentOS-7-x86_64-Everything-1810.iso /media -o loop 

 

 

系统重启后需要重新挂载。 

步骤 5 执行如下命令备份原始 yum 源。 

cd /etc/yum.repos.d/            //进入 yum 源配置目录 

mkdir bak && mv ./* ./bak   //备份之前的 yum 源配置 

步骤 6 执行如下命令修改“media.repo”文件配置 yum 源。 

vi /etc/yum.repos.d/media.repo 

在“media.repo”文件中写入如下内容： 

[InstallMedia] 

name=RedHat Enterprise Linux 7.0 

metadata_expire=-1 

gpgcheck=0 

cost=500 

baseurl=file:///media 

enabled=1 

步骤 7 输入:wq 保存并退出。 

步骤 8 执行如下命令更新 yum 源本地缓存信息。 

http://repos.cianhost.net/centos/7.6.1810/isos/x86_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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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m clean all 

yum makecache 

----结束 

（可选）安装 unzip 

 

 

CentOS 为全量安装时默认已安装 unzip，CentOS 为最小化安装时需要手动安装 unzip。 

步骤 1 使用 SSH 远程登录工具，进入 CentOS 操作系统命令行界面。 

步骤 2 执行如下命令安装 unzip。 

yum install -y unzip 

----结束 

2.4 安装 

本章以 CentOS 环境下安装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为例，其他操作系统环境下安装方法

相同。 

步骤 1 使用 SSH 远程登录工具，将 2.1 环境要求中获取的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安装包拷贝

到自定义路径下，下面以安装 Porting-advisor-x86_64-linux-1.0.5.tar.gz 为例。 

步骤 2 使用 SSH 远程登录工具，进入 CentOS 操作系统命令行界面。 

步骤 3 如果存在“/opt/portadv”目录，需执行如下命令删除该目录。 

rm -rf /opt/portadv 

步骤 4 执行如下命令进入保存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安装包的自定义路径。 

cd 自定义路径/ 

步骤 5 执行如下命令解压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安装包。 

tar -zxvf Porting-advisor-x86_64-linux-1.0.5.tar.gz 

步骤 6 执行如下命令进入解压后的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安装包目录。 

cd Porting-advisor-x86_64-linux-1.0.5 

步骤 7 安装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WEB 模式和 CLI 模式不可同时安装。 

 执行 sh install.sh web 命令安装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的 WEB 模式。 

− 配置 Web Server 的 IP 地址，默认为操作系统上所有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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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https 端口，默认端口为 8084。 

回显信息如下： 

please enter ip address(default is all ip addresses):  

defult ip address  

Cent OS  

please enter https port(default: 8084):  

default port 

 执行 sh install.sh cmd 命令安装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的 CLI 模式。 

回显信息如下： 

Porting-advisor-x86_64-linux-cmd-1.0.5/  

Porting-advisor-x86_64-linux-cmd-1.0.5/logs/  

Porting-advisor-x86_64-linux-cmd-1.0.5/bin/  

Porting-advisor-x86_64-linux-cmd-1.0.5/bin/porting_advisor  

Porting-advisor-x86_64-linux-cmd-1.0.5/report/  

Porting-advisor-x86_64-linux-cmd-1.0.5/config/  

Porting-advisor-x86_64-linux-cmd-1.0.5/config/assemble_dict.pkl  

Porting-advisor-x86_64-linux-cmd-1.0.5/config/porting-kit.conf  

Porting-advisor-x86_64-linux-cmd-1.0.5/config/whitelist.csv  

Porting-advisor-x86_64-linux-cmd-1.0.5/config/log.conf  

Successfully installed porting advisor in /opt/portadv/tools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默认安装在“/opt/portadv/tools”目录下。 

步骤 8 （可选，适用于 WEB 模式）安装之后如需修改端口，执行如下操作。 

1. 执行如下命令进入 nginx 配置目录。 

cd /usr/local/nginx/conf/ 

2. 执行如下命令修改 nginx_port.conf 文件。 

vi nginx_port.conf 

3. 修改 listen 行中的端口后保存。 

listen    8084 ssl; 

步骤 9 （适用于 WEB 模式）开通服务器 OS 防火墙端口。 

1. 执行 firewall-cmd --query-port=8084/tcp 命令查看端口是否开通，提示“no”表示

端口未开通。 

2. 执行 firewall-cmd --add-port=8084/tcp --permanent 命令永久开通端口，提示

“success”表示开通成功。 

3. 执行 firewall-cmd --reload 命令重新载入配置。 

4. 再次执行 firewall-cmd --query-port=8084/tcp 命令查看端口是否开通，提示

“yes”表示端口已开通。 

 
如果想要移除端口，请执行 firewall-cmd --permanent --remove-port=8084/tcp 命令，提示

“success”表示端口移除成功。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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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验证 

验证安装的 WEB 模式 

此处以 Internet Explorer 11.0 浏览器为例。 

步骤 1 打开本地 PC 机的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 https://部署服务器的 ip:端口号（例如：

https://10.254.206.190:8084），部署服务器的 IP 和端口号请参见 2.4 安装的配置，按

“Enter”。 

 
https 默认端口为 8084，请确认使用该工具之前 OS 防火墙已开通 8084 端口。 

弹出安全告警窗口，如图 2-1 所示。 

图2-1 安全告警 

 

 

步骤 2 选择“继续浏览此网站”。 

如果可以进入登录界面，则说明安装成功，如图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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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登录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结束 

验证安装的 CLI 模式 

步骤 1 使用 SSH 远程登录工具，进入 CentOS 操作系统命令行界面。 

步骤 2 执行如下命令进入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的安装目录下的 bin 目录，默认安装目录为

“/opt/portadv/tools”。 

cd /opt/portadv/tools/cmd/bin 

步骤 3 执行如下命令查看版本信息。 

./porting_advisor -V 

显示如下格式内容说明安装成功。 

porting advisor v1.0.5 

----结束 

2.6 （可选）升级 SO 依赖库白名单 

步骤 1 登录鲲鹏开发者论坛下载最新的 SO 依赖库白名单。 

步骤 2 使用 SSH 远程登录工具，进入操作系统命令行界面。 

步骤 3 执行如下命令进入 SO 依赖库白名单所在的目录。 

 WEB 模式 

cd /opt/portadv/tools/cmd/config/ 

 CLI 模式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用户指南 2 安装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文档版本 01 (2019-09-3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2 

 

cd /opt/portadv/tools/config/ 

步骤 4 通过 WinScp 工具将新的 whitelist.csv 文件上传到上述的 config 路径下，覆盖旧的

whitelist.csv。 

步骤 5 执行如下命令设置 SO 依赖库白名单文件的权限。 

chmod 644 whitelist.csv 

步骤 6 执行如下命令设置 SO 依赖库白名单文件所属的组和用户。 

chown root:root whitelist.csv 

----结束 

2.7 卸载 

前提条件 

没有正在运行中的任务。 

操作步骤 

步骤 1 使用 SSH 远程登录工具，进入操作系统命令行界面。 

步骤 2 从“/opt/portadv/tools/cmd/report”目录拷贝需要保留的扫描报告。 

 
卸载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后，所有扫描报告都会被删除。 

步骤 3 执行如下命令卸载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sh /opt/portadv/tools/uninstall.sh 

回显信息：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uninstall porting advisor?(y/n)y  

Removed symlink /etc/systemd/system/multi-user.target.wants/nginx.service.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delete /usr/local/nginx?(y/n)y  

Removed symlink /etc/systemd/system/multi-user.target.wants/gunicorn.service.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delete Django?(y/n)y  

Uninstalling sqlparse-0.3.0:  

  Successfully uninstalled sqlparse-0.3.0  

Uninstalling PyJWT-1.7.1:  

  Successfully uninstalled PyJWT-1.7.1  

Uninstalling pytz-2019.1:  

  Successfully uninstalled pytz-2019.1  

Uninstalling Django-2.2:  

  Successfully uninstalled Django-2.2  

Uninstalling djangorestframework-3.9.4:  

  Successfully uninstalled djangorestframework-3.9.4  

Uninstalling djangorestframework-jwt-1.8.0:  

  Successfully uninstalled djangorestframework-jwt-1.8.0  

Uninstalling gunicorn-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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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ccessfully uninstalled gunicorn-19.9.0  

Uninstall successfully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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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 WEB 界面使用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3.1  登录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Web 界面 

3.2  界面说明 

3.3  创建用户 

3.4  使用前准备 

3.5  创建分析任务 

3.6  查看分析结果 

3.7  管理分析报告 

3.8  管理用户 

3.9  查看操作日志 

3.1 登录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Web 界面 

本章节以 Windows 7 操作系统自带的 Internet Explorer 11.0 浏览器为例介绍登录华为鲲

鹏代码迁移工具 Web 界面的操作步骤。 

浏览器要求 

浏览器要求如表 3-1 所示。 

表3-1 浏览器要求 

浏览器类型 说明 

Chrome Chrome 76.0 及以上版本 

Internet Explorer Internet Explorer 11.0 及以上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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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默认连续 3 次登录失败，系统将对此用户进行锁定，默认锁定 10 分钟后可以重新

登录。 

 为保证系统的安全性，初次登录时，请及时修改初始密码，并定期更新。 

步骤 1 打开本地 PC 机的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 https://部署服务器的 ip:端口号（例如：

https://10.254.206.190:8084），按“Enter”。 

 
https 默认端口为 8084，请确认使用该工具之前 OS 防火墙已开通 8084 端口。 

步骤 2 在如图 3-1 所示的安全告警窗口中选择“继续浏览此网站”。 

图3-1 安全告警 

 

 

弹出登录界面，如图 3-2 所示，参数说明如表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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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登录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表3-2 登录界面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用户名 登录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的用户。 

说明 

系统的默认管理员用户名为 portadmin，默认密码为 Admin@9000。首

次登录后请修改此默认密码，从安全性考虑，建议定期修改密码。 

密码 登录用户的密码。为了保证安全，用户应定期修改自己的登录密

码。 

 

步骤 3 按照表 3-2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步骤 4 单击“登录”。 

首次登录 Web 的用户，系统提示修改默认密码。请按提示修改密码，密码需要满足如

下复杂度要求： 

 密码长度为 6～32 个字符 

 密码至少包含以下字符中的两种： 

− 大写字母：A ～ Z 

− 小写字母：a ～ z 

− 数字：0 ～ 9 

− 特殊字符：`~!@#$%^&*()-_=+\|[{}];:'",<.>/? 

成功登录后，显示首页界面，界面右上角将显示登录的用户名。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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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界面说明 

界面分区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首页界面主要由如图 3-3 所示的区域组成，各个区域的作用如

表 3-3 所示。 

图3-3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首页界面 

 

 

表3-3 首页界面组成 

名称 说明 

创建分析任务区 用户可在创建分析任务区创建新的分析任务。 

查看历史报告区 展示历史分析报告。 

切换语言区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支持简体中文和 English 两种语言类

型。 

管理用户区 展示当前登录用户，并提供创建用户、查看操作日志、修改密

码和用户登出的操作入口。 

帮助 联机帮助入口，提供界面信息和操作的在线帮助。 

 

图标及按钮说明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界面中出现的图标/按钮及其说明如表 3-4 所示。 

表3-4 图标/按钮说明 

类型 图标/按钮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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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图标/按钮 说明 

信息图标 
 

帮助。 

标志符号 
 

用于提示操作警示信息。 

用户控件

图标 

 下载：将操作对象保存在本地。 

 删除所选条目。 

 展开：展开已折叠的列表项。 

 折叠：折叠已展开的列表项。 

 
搜索：在“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用于

按关键字查找资源类型或特定资源。 

按钮 分析 启动分析任务。 

确认 提交输入内容，然后关闭窗口或对话框。 

取消 放弃窗口或对话框上的未保存更改，然后

关闭窗口或对话框。 

 

3.3 创建用户 

前提条件 

已成功登录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只有管理员用户（portadmin）可以执行创建用户操作。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Web 界面，在页面右上角登录用户的下拉菜单中，选择

“用户管理”。 

打开用户管理界面。 

步骤 2 单击“创建用户”。 

打开“创建用户”界面，如图 3-4 所示，需配置的参数如表 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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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创建用户 

 

 

表3-5 创建用户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用户名 输入新建用户的名称。用户名需要满足如下要求： 

 用户名以英文字母开头 

 默认长度范围为：6~32 

 可以包含字母、数字、“-”和“_” 

工作空间 用户上传代码的根目录。该参数置灰，不可修改。 

管理员密码 输入管理员密码，默认密码为 Admin@9000。 

密码 输入新建用户的密码。密码需要满足如下复杂度要求： 

 密码长度为 6～32 个字符 

 必须包含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特殊字符

（`~!@#$%^&*()-_=+\|[{}];:'",<.>/?）中的两种及以上的字符 

确认密码 再次输入设置的密码。 

 

步骤 3 参考表 3-5 配置新用户后，单击“确认”。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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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使用前准备 

在使用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创建分析任务之前，需要将待分析的软件源代码上传至

对应用户的“工作空间”。 

步骤 1 获取待分析的源代码文件。 

步骤 2 将待分析的源代码文件放入已创建的用户名路径（/opt/portadv/用户名/）或其子目录

下，以下步骤以管理员用户（portadmin）为例。 

1. 打开 FTP 工具（例如 winscp），以 root 用户登录服务器操作系统。 

2. 将待分析的源代码文件上传到“/opt/portadv/portadmin/”目录或其子目录下。 

3. 解压源代码文件。 

a. 使用 SSH 远程登录工具，以 root 用户登录服务器操作系统命令行界面。 

b. 执行 cd /opt/portadv/portadmin/命令切换目录至源代码文件所在的目录。 

c. 执行解压命令解压源代码文件。例如源代码文件是 tar.gz 格式，请执行 tar -

zxvf xxx.tar.gz 命令。 

----结束 

3.5 创建分析任务 

前提条件 

 已成功登录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待分析代码已放入“/opt/portadv/用户名/”路径或其子目录下，例如管理员用户需

将待分析代码放入“/opt/portadv/portadmin/”路径或其子目录下。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Web 界面。 

步骤 2 在创建分析任务区对以下参数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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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创建任务扫描区参数项 

 

 

表3-6 创建分析任务区参数项说明 

参数 说明 

源代码存放路径 工作目录下源代码存放的全路径，文本框可输入源代码存放的

详细路径或者源代码名称。 

编译器版本 选择编译器版本。 

构建工具 选择构建工具。 

编译命令 源码编译命令。该参数置灰，不可修改。 

目标操作系统 选择目标系统版本。 

目标系统内核版本 选择目标系统内核版本。 

 

步骤 3 单击“分析”，生成分析报告。 

弹窗页面显示任务分析进度，分析完成后，自动跳转至“移植报告”界面。 

 
分析进行中请勿关闭当前页面。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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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查看分析结果 

3.6.1 查看移植报告 

前提条件 

已成功完成任务分析。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Web 界面。 

步骤 2 在历史报告的列表中，单击指定分析任务的报告名称。 

进入“移植报告”界面。 

 
任务分析完成后可直接跳转至“移植报告”界面。 

图3-6 移植报告界面参数项 

 

 

表3-7 分析结果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依赖库 SO 文件 显示 SO 文件总数以及需要移植的 SO 文件个数。 

单击 可查看详细列表，列表内各参数说明如表 3-8 所示。 

需要移植的源文件 显示需要移植的源文件个数。 

单击 可查看需要移植的源文件的名称。 

需要移植的代码行

数 

显示需要移植的源代码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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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8 需要移植的 SO 文件展开区域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序号 显示编号。 

名称 显示 SO 文件名称。 

处理建议 显示处理建议。 

操作 下载 下载当前 SO 文件。 

 

----结束 

3.6.2 查看移植建议 

前提条件 

已成功完成任务分析。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Web 界面。 

步骤 2 在历史报告的列表中，单击指定分析任务的报告名称。 

进入“移植报告”界面。 

步骤 3 单击“移植建议”页签。 

进入“移植建议”界面，勾选“显示源代码”。 

图3-7 移植建议 

 

 

步骤 4 单击“确认”项，查看“移植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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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查看移植建议项 

 

 

表3-9 移植建议界面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文件列表 分析的源代码文件名称。 

原始源代码 原始源代码。 

建议源代码 增加修改建议的代码。 

 

----结束 

3.7 管理分析报告 

3.7.1 下载分析报告 

前提条件 

已成功创建分析任务并且分析完成。 

在历史报告区下载分析报告 

步骤 1 登录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Web 界面。 

步骤 2 在“历史报告”区，单击需下载的报告后面的 ，如图 3-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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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历史报告 

 

 

步骤 3 单击“下载报告 (.csv)”或“下载报告 (.html)”。 

步骤 4 单击“保存”。 

----结束 

在查看移植报告界面下载分析报告 

步骤 1 登录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Web 界面。 

步骤 2 在历史报告的列表中，单击指定分析任务的报告名称。 

进入“移植报告”界面。 

 
任务分析完成后可直接跳转至“移植报告”界面。 

图3-10 移植报告界面 

 

 

步骤 3 单击“下载报告 (.csv)”或“下载报告 (.html)”，下载分析报告。 

步骤 4 单击“保存”。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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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删除分析报告 

前提条件 

已成功登录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Web 界面。 

步骤 2 在“历史报告”区，单击需删除的报告后面的 。 

图3-11 删除分析报告 

 

 

步骤 3 在弹出的操作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认”。 

图3-12 删除历史报告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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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管理用户 

3.8.1 重置密码 

前提条件 

已成功登录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只有管理员用户（portadmin）可以执行重置密码操作。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Web 界面，在页面右上角登录用户的下拉菜单中，选择

“用户管理”。 

打开用户管理界面。 

步骤 2 单击操作栏中指定用户后的“重置密码”。 

打开“重置密码”界面，如图 3-13 所示，需配置的参数如表 3-10 所示。 

图3-13 重置密码 

 

 

表3-10 重置密码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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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用户名 待重置密码的用户名。重置密码时不允许修改。 

工作空间 用户上传代码的根目录。重置密码时不允许修改。 

管理员密码 输入管理员密码，默认密码为 Admin@9000。 

密码 输入新建用户的密码。密码需要满足如下复杂度要求： 

 密码长度为 6～32 个字符 

 必须包含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特殊字符

（`~!@#$%^&*()-_=+\|[{}];:'",<.>/?）中的两种及以上的字符 

确认密码 再次输入设置的密码。 

 

步骤 3 参考表 3-10 配置新用户后，单击“确认”。 

----结束 

3.8.2 删除用户 

前提条件 

已成功登录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只有管理员用户（portadmin）可以执行删除用户操作。 

 系统默认的管理员用户不可删除。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Web 界面，在页面右上角登录用户的下拉菜单中，选择

“用户管理”。 

打开用户管理界面。 

步骤 2 单击操作栏中指定用户后的“删除”。 

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如图 3-14 所示。 

 

 

用户删除后，该用户相关的所有历史数据都会被删除，请谨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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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4 删除用户 

 

 

步骤 3 输入管理员的密码，单击“确认”。 

----结束 

3.8.3 修改当前登录用户密码 

前提条件 

已成功登录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Web 界面，在页面右上角登录用户的下拉菜单中，选择

“修改密码”。 

打开用户修改密码界面，如图 3-15 所示，需配置的参数如表 3-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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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5 修改密码 

 

 

表3-11 修改密码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旧密码 输入用户当前密码。 

新密码 输入新密码。密码需要满足如下复杂度要求： 

 密码长度为 6～32 个字符 

 必须包含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特殊字符

（`~!@#$%^&*()-_=+\|[{}];:'",<.>/?）中的两种及以上的字符 

确认密码 再次输入设置的密码。 

 

步骤 2 参考表 3-11 修改密码后，单击“确认”。 

----结束 

3.9 查看操作日志 

前提条件 

已成功登录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Web 界面，在页面右上角登录用户的下拉菜单中，选择

“操作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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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操作日志”界面，如图 3-16 所示，界面参数描述如表 3-12 所示。 

图3-16 操作日志 

 

 

表3-12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操作用户 显示进行操作的用户名称。 

操作名称 显示操作的名称。 

操作结果 显示操作的结果。 

操作时间 显示操作发生的时间。 

操作详情 显示操作的详细信息。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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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过 CLI 命令行使用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4.1  代码分析 

4.2  查看参数说明 

4.3  查看版本 

4.1 代码分析 

命令功能 

对用户上传的代码工程进行分析。 

命令格式 

./opt/portadv/tools/cmd/bin/porting_advisor -S <source> -C <compiler> --cmd <cmd> --

tos <tos> --tk <tk> -D <debug> -O <output> 

参数说明 

命令 参数选项 说明 

-S/--source source 必配参数，待扫描的 C/C++源文件所在路径。 

路径使用全路径。可以输入多个路径，用“,”隔开。 

例如：/path/to/sourcecode 

-C/--

compiler 

compiler 可选参数，指定 GCC 编译器版本，此版本只支持

gcc4.8。 

-T/--tools tools 可选参数，指定构建工具及命令行，make 或者

cmake，默认是 make（此版本只支持 make）。 

--cmd cmd 必配参数，提供完整的软件构建命令，构建命令中必须

要有 make 字段。 

例如：‘make all’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用户指南 4 通过 CLI 命令行使用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文档版本 01 (2019-09-3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3 

 

命令 参数选项 说明 

--tos tos 必配参数，软件需要移植的 Target Linux OS 的名称和

版本。 

例如：centos7.6 

--tk tk 可选参数，软件需要移植的 Target Linux 的 Kernel 版

本。 

例如：4.14 

-D/--debug debug 可选参数，工具调试 log 信息，分 INFO、WARN、

ERR 三级。默认等级是 INFO。 

INFO log 最多，ERR log 最少。 

-O/--output output 可选参数，指定输出报告格式，csv 或 html 格式（此版

本只支持 csv）。 

例如：csv 

 

使用实例 

此处以分析 PortingTestData 工程代码并输出 csv 格式的分析报告为例，请根据实际情

况将“/opt/code/PortingTestData/”替换成实际需要扫描的代码路径。 

./opt/portadv/tools/cmd/bin/porting_advisor -S /opt/code/PortingTestData/ --cmd 'make 

all' --tos centos7.6 -C gcc4.8 

返回信息如下所示： 

100% |                                                         | 3/3 [00:00<00:00, 43.17it/s]  

100% |                                                         | 3/3 [00:00<00:00, 43.17it/s]  

100% |                                                         | 3/3 [00:00<00:00, 43.17it/s]  

Scanned time: 20190908021353  

Scan code path: /opt/code/PortingTestData/  

GCC: gcc4.8  

Target OS: entos7.6, kernel: 4.14  

SW make command: make test  

Source Need Migrated: YES  

Scanned 12 SO libraries.  

Here, 2 SO libraries have been verified on the Kunpeng platform, the Kunpeng 

community has an arm64 version, the url is the download address (binary package).  

Here, 0 SO libraries cannot be supported on the Kunpeng platform, and the Kunpeng 

community has no alternative.  

Here, 0 SO libraries cannot be supported on the Kunpeng platform, and the Kunpeng 

community has no alternative.  

Here, 10 SO libraries are not recognized on the Kunpeng platform.  

Scanned 4 C/C++ files, 3 Makefile related files, total 5 files need to be migrated.  

Total 26 lines C/C++/Makefile code and 2 lines embedding ASM code need to be 

migrated.  

Scanned 3 pure assembly files, total 2 assembly files 164 lines need to be migrated.  

For the detailed information, please check 

/opt/portadv/tools/cmd/report/20190908021353/porting-advisor.s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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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的分析报告默认保存在“/opt/portadv/tools/cmd/report/yyyymmddhhmmss/porting-

advisor.csv”。 

输出说明 

表4-1 输出说明 

输出项 说明 

Scanned time 扫描时间。 

Scan code path 扫描代码路径。 

GCC GCC 编译器版本。 

Target OS 需要移植的 Target Linux OS 的名称和版本。 

SW make 

command 
软件构建命令。 

Source Need 

Migrated 
代码是否需要移植，选项为： 

 YES 

 NO 

Scanned N SO 

libraries. 
显示已扫描的 SO 文件个数（N）。 

详细信息请查看.csv 文件。 

依赖库 SO 文件包括以下几类： 

 依赖库 SO 文件已经过华为鲲鹏平台验证，且已有二进制安

装包，用户可以直接单击“下载”将依赖库安装包下载到本

地，然后上传至目标服务器进行安装即可。 

 依赖库 SO 文件已经过华为鲲鹏平台验证，但无二进制安装

包，需要用户下载依赖库源码，然后上传至目标服务器进行

编译安装。 

 华为鲲鹏平台不支持该类依赖库 SO 文件，需要用户自行处

理。 

 华为鲲鹏平台无法识别该类依赖库 SO 文件。 

Scanned M C/C++ 

files, N Makefile 

related files, total X 

files need to be 

migrated. 

显示已扫描的 C/C++（M）和 Makefile 源文件个数（N），建议

移植的文件个数（X）。 

详细信息请查看.csv 文件。 

Total M lines 

C/C++/Makefile 

code and N lines 

embedding ASM 

code need to be 

migrated. 

显示建议移植的 C/C++/Makefile 代码行数（M）和 ASM 代码行

数（N）。 

详细信息请查看.csv 文件。 

Scanned M pure 显示已扫描的纯汇编文件个数（M）、建议移植的汇编文件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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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项 说明 

assembly files, 

total N assembly 

files X lines need to 

be migrated. 

数（N）和代码行数（X）。 

详细信息请查看.csv 文件。 

 

4.2 查看参数说明 

命令功能 

查看所有命令的参数说明。 

命令格式 

./opt/portadv/tools/cmd/bin/porting_advisor -h 

使用实例 

查看所有命令的参数说明。 

./opt/portadv/tools/cmd/bin/porting_advisor -h 

返回信息如下所示： 

[root@pxe-os-server bin]# ./porting_advisor -h  

usage: porting_advisor [-h] -S SOURCE [-V] [-C COMPILER] [-O REPORT]  

                       [-D {INFO,WARN,ERR}] [--timestamp TIMESTAMP] [-T TOOLS]  

                       --cmd CMD --tos TARGET_OS [--tk TARGET_KERNEL]  

  

Generate a Kunpeng aarch64 migrating report.  

  

optional arguments:  

  -h, --help            show this help message and exit  

  -S SOURCE, --source SOURCE  

                        directories of source folder  

  -V, --version         show program's version number and exit  

  -C COMPILER, --compiler COMPILER  

                        specify compiler type and version using form: type-  

                        version.default is gcc4.8  

  -O REPORT, --output REPORT  

                        specify output report type.default is csv  

  -D {INFO,WARN,ERR}, --debug {INFO,WARN,ERR}  

                        specify log level.default is INFO.choices from: INFO,  

                        WARN, ERR  

  --timestamp TIMESTAMP  

                        predefined project timestamp(format:  

                        time.strftime('%Y%m%d%H%M%S', time.localtime()), used  

                        only when in web deployment)  

  -T TOOLS, --tools TOOLS  

                        specify cmake or make for construction. defaul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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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  

  --cmd CMD             specify instruction command line.default is empty.  

  --tos TARGET_OS       specify target os system and os version.default is  

                        centos7.6.  

  --tk TARGET_KERNEL    specify target kernel version.default is 4.14. 

4.3 查看版本 

命令功能 

查看当前安装的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的版本信息。 

命令格式 

./opt/portadv/tools/cmd/bin/porting_advisor -V 

使用实例 

查看当前安装的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的版本信息。 

./opt/portadv/tools/cmd/bin/porting_advisor -V 

返回信息如下所示： 

porting advisor v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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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录 

A.1 术语 

M  

Makefile 软件构建工具 make 的配置文件，定义软件编译过程。 

 

A.2 缩略语 

C   

CLI Command-line Interface 命令行视图 

   

F   

FTP File Transfer Protocol 文件传输协议 

   

G   

GCC GNU Compiler Collection GNU 编译器集 

   

H   

https 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Secure HTTPS 加密协定 

   

I   

IP Internet Protocol 互联网协议 

ISV Independent Software Vendor 独立软件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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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S Operating System 操作系统 

   

P   

PC Personal Computer 个人计算机 

   

S   

SO Shared Object 共享对象 

SSH Secure Shell Protocol 安全外壳协议 

   

Y   

yum Yellow dog Updater, Modified Shell 前端软件包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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