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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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华为鲲鹏平台的软件用户

● ISV开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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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如不避免则将会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的具有高等级风险的危
害。

表示如不避免则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的具有中等级风险的危
害。

表示如不避免则可能导致轻微或中度伤害的具有低等级风险的危
害。

用于传递设备或环境安全警示信息。如不避免则可能会导致设备
损坏、数据丢失、设备性能降低或其它不可预知的结果。

“须知”不涉及人身伤害。

对正文中重点信息的补充说明。

“说明”不是安全警示信息，不涉及人身、设备及环境伤害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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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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00服务器的过程
的工具。

当前工具支持三个应用中心：

● 源码移植扫描中心：自动分析出源代码（需要移植到TaiShan 100/200服务器的
x86平台软件源代码）中需要修改的内容，并给出修改指导。源码移植扫描中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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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软件移植中心：提供基于华为TaiShan解决方案的软件移植模板，对提供模板的软
件进行自动化移植修改、编译、构建软件包，帮助用户快速移植软件。

● 软件分析构建中心：通过分析x86平台软件包（RPM格式、DEB格式）的软件构成
关系及硬件依赖性，重构适用于鲲鹏平台软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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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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名单

用来记录华为鲲鹏平台已经支持的SO文件、软件及支持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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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知

● 白名单文件“whitelist_xxx”保存在“/opt/portadv/config/whitelist”（Web安装
方式）或“/opt/portadv/tools/cmd/config/whitelist”（CLI安装方式）目录下，
需要设置白名单文件的权限为644。

● 用户不可更改白名单文件内容，白名单解密依赖服务器操作系统中的OpenSSL组
件，安装方法请参见升级OpenSSL。

软件构建工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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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应用场景
源码移植扫描中心：当客户有软件要移植到TaiShan 100/200服务器上时，可先用该工
具分析源码并得到移植修改建议。

软件移植中心：使用华为提供的软件移植模板修改、编译并产生指定软件版本的安装
包，该软件包适用于鲲鹏平台。

软件分析构建中心：帮助用户构建适用于鲲鹏平台的软件安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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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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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介绍

模块名 功能

Nginx 开源第三方组件，在Web方式下需要安装部署。

处理用户前端的HTTPS请求，向前端提供静态页面，或者向后台传
递用户输入数据，并将扫描结果返回给用户。

Django 开源第三方组件，在Web方式下需要安装部署。

Django是RESTful框架，将HTTP请求转换成RESTful API并驱动后端
功能模块。同时Django提供用户认证、管理功能。

Main Entry 命令行方式入口。

负责解析用户输入参数，并驱动各功能模块完成用户指定的作业。

依赖库白名单
检查

根据“用户软件包扫描”输入的SO文件列表，对比SO依赖库白名
单，得到所有SO库的详细信息。

C/C++源码检
查

扫描分析用户软件目标二进制文件依赖的源文件集合，根据编译器
版本信息，检查源码中使用的架构相关的编译选项、编译宏、
builtin函数、attribute、用户自定义宏等，确定需要移植的源码及
源文件。包括：

● 软件构建配置文件检查

● C/C++源码检查

● x86汇编代码检查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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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名 功能

编译器检查 根据编译器版本确定x86与华为鲲鹏平台相异的编译宏、编译选
项、builtin函数、attribute等列表。

用户软件移植
指导

1. 根据编译依赖库检查和C/C++源码扫描结果合成用户软件移植建
议报告（csv或html格式）。

2. 输出软件移植概要信息到终端。

软件移植中心 根据华为积累的基于解决方案分类的软件移植方法汇总。

软件分析构建
中心

对用户x86软件包进行重构分析，产生适用鲲鹏平台的软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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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3 通过WEB界面使用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或章节4 通过
CLI命令行使用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说明

● “软件移植中心”和“软件分析构建中心”只支持Web使用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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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包完整性校验

2.4 配置安装环境

2.5 安装

2.6 验证

2.7 升级

2.8 （可选）升级白名单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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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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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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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操作系统要求

服务器 操作系统 版本

x86物理服务器 CentOS 6.5/6.9/6.10/7.2/7.3/7.4/7
.5/7.6/7.7

RedHat 7.4/7.5/7.6

中标麒麟 V7U6

Ubuntu 18.04.1

深之度 15.2

SUSE SLES 15.1

TaiShan 100服务器 CentOS 7.4/7.5/7.6/7.7

中标麒麟 V7U5/V7U6

深之度 15.2

Ubuntu 18.04.1

Debian 10

SUSE SLES 15.1

凝思 6.0.90

TaiShan 200服务器 CentOS 7.4/7.5/7.6/7.7

中标麒麟 V7U6

深之度 15.2

Ubuntu 18.04.1

Debian 10

SUSE SLES 15.1

凝思 6.0.90

 

运行环境要求

运行环境要求如表2-3所示。

表 2-3 运行环境要求

硬盘空间 配置建议

安装空间 工具默认安装在“/opt/portadv/tools”目录，建议安装空间至少规划
750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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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盘空间 配置建议

工作空间 用户的工作空间为“/opt/portadv/用户名”目录，建议用户的工作空
间至少规划100GB。

 

获取工具安装包

工具安装包的获取方法如表2-4所示。

表 2-4 获取工具安装包

软件包名称 软件包说明 获取方法

● x86服务器：
Porting-
advisor-
x86_64-linux-
x.x.x.tar.gz

● TaiShan
100/200服务
器：
Porting-
advisor-
Kunpeng-linux-
x.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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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鲲鹏社区：登录https://
www.huaweicloud.com/kunpeng/
software/portingadvisor.html下
载。

 

说明

● 软件包名称中的“x.x.x”表示版本号。

获取操作系统镜像文件

如果当前服务器环境无法联网或修改过操作系统yum/opt源，工具安装过程中需要操
作系统镜像文件用于安装依赖包，所需操作系统镜像文件如表2-5所示。

说明

以下操作系统镜像文件名称仅供参考，请自行获取对应操作系统版本的镜像文件。

表 2-5 操作系统镜像

操作系统 版本 操作系统镜像文件名称

CentOS 6.5 x86：CentOS-6.5-x86_64-bin-DVD1.iso

6.9 x86：CentOS-6.9-x86_64-bin-DVD1.iso

6.10 x86：CentOS-6.10-x86_64-bin-
DVD1.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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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 版本 操作系统镜像文件名称

7.2 x86：CentOS-7-x86_64-
Everything-1511.iso

7.3 x86：CentOS-7-x86_64-
Everything-1611.iso

7.4 ● x86：CentOS-7-x86_64-
Everything-1708.iso

● Arm：CentOS-7-aarch64-
Everything-1708.iso

7.5 ● x86：CentOS-7-x86_64-
Everything-1804.iso

● Arm：CentOS-7-aarch64-
Everything-1804.iso

7.6 ● x86：CentOS-7-x86_64-
Everything-1810.iso

● Arm：CentOS-7-aarch64-
Everything-1810.iso

7.7 x86：CentOS-7-x86_64-
Everything-1908.iso

RedHat 6.5 x86：rhel-server-6.5-x86_64-dvd.iso

6.9 x86：rhel-server-6.9-x86_64-dvd.iso

6.10 x86：rhel-server-6.10-x86_64-dvd.iso

7.2 x86：rhel-server-7.2-x86_64-dvd.iso

7.3 x86：rhel-server-7.3-x86_64-dvd.iso

7.4 x86：rhel-server-7.4-x86_64-dvd.iso

7.5 x86：rhel-server-7.5-x86_64-dvd.iso

7.6 x86：rhel-server-7.6-x86_64-dvd.iso

中标麒麟 V7U5 Arm：nsV7Update5-adv-lic-build05-
aarch64.iso

V7U6 ● x86：nsV7Update6-adv-lic-build4-
x86_64.iso

● Arm：nsV7Update6-adv-lic-build06-
aarch64.iso

Ubuntu 18.04.1 ● x86：ubuntu-18.04.1-server-
amd64.iso

● Arm：ubuntu-18.04.1-server-
arm64.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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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 版本 操作系统镜像文件名称

深之度 15.2 ● x86：深度操作系统服务器版软件
V15.2-amd64.iso

● Arm：deepin-
server-15.2_20190703-
B58_arm64.iso

Debian 10 Arm：debian-10.1.0-arm64-xfce-
CD-1.iso

凝思 6.0.90 Arm：Linx-6.0.90-20190802-arm64-
DVD-1.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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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00服务

器。

● 已安装操作系统，操作系统版本要求请参见表2-2。
● 已安装远程SSH登录工具，如Xshell、MobaXterm、Putty等。

2.3 安装包完整性校验
获取软件包后，需要校验软件包，确保与网站上的原始软件包一致。

校验方法：

步骤1 在工具下载页面，分别获取软件数字证书和软件。

步骤2 在如下链接中获取校验工具和校验方法：

https://support.huawei.com/enterprise/zh/tool/pgp-verify-TL1000000054

步骤3 参见步骤2中下载的《OpenPGP签名验证指南》进行软件包完整性检查。

----结束

2.4 配置安装环境

2.4.1 配置操作系统 yum/opt 源

（可选，适用于 CentOS/RedHat/中标麒麟）配置操作系统 yum 源

以下步骤以CentOS 7.6为例，其他操作系统配置yum源的步骤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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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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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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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文件挂载到本地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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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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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命令中的“path”表示备份目录，请用实际情况代
替）。

cd /etc/yum.repos.d/ //进入yum源配置目录

mv ./* path //备份之前的yum源配置

步骤6 配置yum源。

1. 执行如下命令修改“media.repo”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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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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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输入:wq保存并退出。

步骤7 执行如下命令更新yum源本地缓存信息。

yum clean all

yum makecache

----结束

（可选，适用于 Ubuntu/深之度/凝思）配置操作系统 apt 源

以下步骤以Ubuntu 18.04.1为例，其他操作系统配置apt源的步骤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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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如果Ubuntu的x86环境可以联网且未修改过apt源，则apt源默认是可用的，可跳过此
操作。

步骤1 从Ubuntu官网下载Ubuntu镜像文件“ubuntu-18.04.1-server-amd64.iso”。

步骤2 使用SSH远程登录工具，将Ubuntu 18.04.1镜像上传至/root目录。

步骤3 使用SSH远程登录工具，进入Ubuntu操作系统命令行界面。

步骤4 执行如下命令将Ubuntu 18.04.1的ISO镜像包文件挂载到本地目录下。

mount /root/ubuntu-18.04.1-server-amd64.iso /media -o loop

须知

● 系统重启后需要重新挂载。

● Debian系列操作系统本地镜像源存在部分安装包缺失的情况，请联网或者通过代理
下载对应安装包。

步骤5 执行如下命令备份原始apt源。

cd /etc/apt //进入apt源配置目录

mv -v source.list{,.bak} //备份之前的apt源配置

步骤6 配置apt源。

1. 执行如下命令修改“source.list”文件。

vim source.list
2. 在“source.list”文件中写入如下内容：

deb file:///media wheezy main

说明

“wheezy main”是“Packages”目录所在的目录，请根据实际替换。

3. 输入:wq保存并退出。

步骤7 执行如下命令更新apt源本地缓存信息。

apt update

----结束

2.4.2 低版本操作系统依赖组件升级

升级 Glibc

适用于以下版本操作系统：

● CentOS 6.5/6.9/6.10

● Redhat 6.5/6.9/6.10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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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之度15.2 x86版本

步骤1 下载如下Glibc相关RPM包：

● glibc-common-2.17-55.el6.x86_64.rpm

● glibc-utils-2.17-55.el6.x86_64.rpm

● glibc-headers-2.17-55.el6.x86_64.rpm

● glibc-static-2.17-55.el6.x86_64.rpm

● glibc-devel-2.17-55.el6.x86_64.rpm

● glibc-2.17-55.el6.x86_64.rpm

● nscd-2.17-55.el6.x86_64.rpm

下载地址为：https://copr-be.cloud.fedoraproject.org/results/mosquito/myrepo-
el6/epel-6-x86_64/glibc-2.17-55.fc20/

步骤2 将相关RPM包上传至服务器任意目录下，使用cd命令切换至该目录。

步骤3 分别执行如下命令安装Glibc。

rpm -ivh glibc-common-2.17-55.el6.x86_64.rpm

rpm -ivh glibc-utils-2.17-55.el6.x86_64.rpm

rpm -ivh glibc-headers-2.17-55.el6.x86_64.rpm

rpm -ivh glibc-static-2.17-55.el6.x86_64.rpm

rpm -ivh glibc-devel-2.17-55.el6.x86_64.rpm

rpm -ivh glibc-2.17-55.el6.x86_64.rpm

rpm -ivh nscd-2.17-55.el6.x86_64.rpm

说明

如果需要先安装依赖，执行yum install命令安装相关依赖，然后执行如下命令安装Glibc。

rpm -ivh glibc-common-2.17-55.el6.x86_64.rpm --force --nodeps

rpm -ivh glibc-utils-2.17-55.el6.x86_64.rpm --force --nodeps

rpm -ivh glibc-headers-2.17-55.el6.x86_64.rpm --force --nodeps

rpm -ivh glibc-static-2.17-55.el6.x86_64.rpm --force --nodeps

rpm -ivh glibc-devel-2.17-55.el6.x86_64.rpm --force --nodeps

rpm -ivh glibc-2.17-55.el6.x86_64.rpm --force --nodeps

rpm -ivh nscd-2.17-55.el6.x86_64.rpm --force --nodeps

步骤4 安装完后，执行如下命令查看Glibc版本。

ldd --version

显示和安装的版本一致说明Glibc升级成功。

----结束

升级 OpenSSL

适用于以下版本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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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OS 6.5/6.9/6.10/7.2/7.3

● RedHat 6.5/6.9/6.10/7.2/7.3

● 深之度15.2 x86版本

步骤1 下载如下OpenSSL相关RPM包：

● openssl-libs-1.0.2k-19.el7.x86_64.rpm

● openssl-devel-1.0.2k-19.el7.x86_64.rpm

● openssl-1.0.2k-19.el7.x86_64.rpm

步骤2 将相关RPM包上传至服务器任意目录下，使用cd命令切换至该目录。

步骤3 分别执行如下命令安装OpenSSL。

rpm -ivh openssl-libs-1.0.2k-19.el7.x86_64.rpm

rpm -ivh openssl-devel-1.0.2k-19.el7.x86_64.rpm

rpm -ivh openssl-1.0.2k-19.el7.x86_64.rpm

说明

如果需要先安装依赖，执行yum install命令安装相关依赖，然后执行如下命令安装OpenSSL。
rpm -ivh openssl-libs-1.0.2k-19.el7.x86_64.rpm --force --nodeps
rpm -ivh openssl-devel-1.0.2k-19.el7.x86_64.rpm --force --nodeps
rpm -ivh openssl-1.0.2k-19.el7.x86_64.rpm --force --nodeps

步骤4 安装完后，执行如下命令查看OpenSSL版本。

openssl version

显示如下内容说明OpenSSL成功升级。

OpenSSL 1.0.2k-fips

----结束

升级 Libffi
适用于以下版本操作系统：

● CentOS 6.5/6.9/6.10

● RedHat 6.5/6.9/6.10

● 深之度15.2 x86版本

步骤1 下载Libffi的安装包“libffi-3.0.13-18.el7.x86_64.rpm”。

步骤2 将RPM包上传至服务器任意目录下，使用cd命令切换至该目录。

步骤3 执行如下命令安装Libffi。

rpm -ivh libffi-3.0.13-18.el7.x86_64.rpm

说明

如果需要先安装依赖，执行yum install命令安装相关依赖，然后执行如下命令安装Libffi。

rpm -ivh libffi-3.0.13-18.el7.x86_64.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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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安装完后，执行如下命令查看Libffi版本。

rpm -qa | grep libffi

显示和安装的版本一致说明Libffi升级成功。

----结束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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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注意下载与服务器硬件平台一致的工具安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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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rting-advisor-x86_64-linux-x.x.x.tar.gz）拷贝到自定义路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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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x.x”表示版本号，请用实
际情况代替）。

tar -zxvf Porting-advisor-x86_64-linux-x.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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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x.x”表示版
本号，请用实际情况代替）。

cd Porting-advisor-x86_64-linux-x.x.x

步骤7 安装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说明

WEB模式和CLI模式不可同时安装。

● 执行b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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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配置https端口，默认端口为8084。
– 配置tool端口，默认端口为7998。
回显信息如下：
please enter ip address(default is all ip addresses):
defult ip address
please enter https port(default: 8084):
set https port 8084
please enter tool port(default: 7998):
set tool port 7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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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tool端口和https端口设置范围为1024~65535。

– tool端口和https端口不能相同。如果与系统已占用的端口冲突，会自动+1，直到找到
可用的端口。如系统无可用端口将终止安装。

● 执行b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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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x.x”表示版本号，请以实际情况为准）：
Porting-advisor-x86_64-linux-cmd-x.x.x/
Porting-advisor-x86_64-linux-cmd-x.x.x/logs/
Porting-advisor-x86_64-linux-cmd-x.x.x/bin/
Porting-advisor-x86_64-linux-cmd-x.x.x/bin/porting-advisor
Porting-advisor-x86_64-linux-cmd-x.x.x/report/
Porting-advisor-x86_64-linux-cmd-x.x.x/config/
Porting-advisor-x86_64-linux-cmd-x.x.x/config/assemble_dict.pkl
Porting-advisor-x86_64-linux-cmd-x.x.x/config/porting-kit.conf
Porting-advisor-x86_64-linux-cmd-x.x.x/config/whitelist.csv
Porting-advisor-x86_64-linux-cmd-x.x.x/config/log.conf
Successfully installed porting advisor in /opt/portadv/tools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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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8 （适用于WEB模式）如果服务器OS防火墙已开启，执行如下操作开通服务器OS防火墙
端口（如果服务器OS防火墙没有开启，请跳过此步骤）。

说明

以下命令中的8084端口是步骤7安装过程中设置的https端口号，请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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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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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9 （可选）隔离网络环境下需要通过代理方式访问外网，代理配置步骤如下：

1. 执行如下命令修改“/etc/systemd/system/gunicorn_port.service”文件。

vi /etc/systemd/system/gunicorn_port.service
2. 在“gunicorn_port.service”文件中的“[Service]”字段后面增加如下两个环境变

量。

Environment="http_proxy=ip:port"
Environment="https_proxy=ip:port"

说明

“ip:port”是代理服务器的地址和端口号。

3. 输入:wq保存并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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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启Django服务。

a. 执行如下命令重新加载配置文件。

systemctl daemon-reload
b. 执行如下命令重新启动服务。

systemctl restart gunicorn_port
5. 配置DNS（如果已经配置了DNS，请跳过该步骤）。

a. 执行如下命令修改“resolv.conf”文件。

vi /etc/resolv.conf
b. 文件中增加如下内容：

nameserver ip

说明

“ip”是DNS服务器的IP地址。

c. 输入:wq保存并退出。

----结束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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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安装的配置，按
“Enter”。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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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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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安全告警

步骤2 选择“继续浏览此网站”。

弹出登录界面，如图2-2所示，参数说明如表2-6所示。

图 2-2 登录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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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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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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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单击“登录”。

能够成功登录说明安装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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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x.x”表示版本号，请以实际情况为准）。

porting advisor vx.x.x

----结束

2.7 升级

前提条件
● 已将所需升级的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的软件包下载到本地，并确认软件包与服

务器硬件平台一致。

获取软件包后，需要校验软件包，确保与网站上的原始软件包一致，详细步骤请
参见2.3 安装包完整性校验。

● 升级前请确认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可以正常使用。

● 工具默认安装在“/opt/portadv/tools”目录，升级前请确认安装空间至少保留
750MB。

须知

不支持在分析任务执行过程中升级，请确保升级时没有任务在运行。

升级操作

步骤1 使用SSH远程登录工具，进入Linux操作系统命令行界面。

步骤2 将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软件包拷贝到服务器自定义路径下。执行如下命令解压安装
包（其中“x.x.x”表示版本号，请用实际情况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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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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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自定义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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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3 执行如下命令升级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cd Porting-advisor-x86_64-linux-x.x.x

./upgrade.sh

回显信息如下（以Web模式为例）：

Please confirm there are no running tasks(yes/no): yes
……
please enter ip address(default is all ip addresses):
defult ip address
please enter https port(default: 8084):
set https port 8084
please enter tool port(default: 7998):
set tool port 7998
……
 Upgrade successed

须知

升级失败的情况下，升级脚本会自动将工具回退到升级前的版本。

----结束

2.8 （可选）升级白名单
步骤1 登录华为鲲鹏开发者论坛下载 新的白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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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如下命令进入白名单所在的目录。

● WEB模式

cd /opt/portadv/config/whitelist

● CLI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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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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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5 执行如下命令设置白名单文件的权限。

chmod 644 whitelist_xxx

步骤6 执行如下命令设置白名单文件所属的组和用户。

chown root:root whitelist_xxx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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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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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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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名/report”（Web模式，例如“/opt/portadv/portadmin/
report”）或“/opt/portadv/tools/cmd/report”（CLI模式）目录拷贝需要保留的扫
描报告。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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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显信息如下（以Web模式为例）：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uninstall porting advisor?(y/n)y
Removed symlink /etc/systemd/system/multi-user.target.wants/nginx_port.service.
Removed symlink /etc/systemd/system/multi-user.target.wants/gunicorn_port.service.
Delete porting user!
porting:x:1004:1004::/home/porting:/bin/bash
 Uninstall porting advisor successfully

----结束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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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 WEB 界面使用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本章主要介绍通过WEB界面使用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进行源码/软件移植时的操作方
法以及需要注意的事项。通过本章您可以了解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的主要功能以及
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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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码移植扫描中心

3.5 软件移植中心

3.6 软件分析构建中心

3.7 管理用户

3.8 查看操作日志

3.9 白名单管理

3.10 软件移植模板管理

3.11 工具发布信息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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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用户指南 3 通过 WEB 界面使用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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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器类型 说明

Internet Explorer Internet Explorer 11.0及以上版本

 

操作步骤

须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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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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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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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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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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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移植中心 软件移植中心入口，展示华为积累的基于解决方案分类的软件
移植方法汇总。

软件分析构建中心 软件分析构建中心入口，用户可对软件包进行重构分析，构建
适用于鲲鹏平台的软件包。

配置 提供配置扫描参数、白名单管理、软件移植模板管理功能，另
外，点击“关于”，可查询工具的版本和发布时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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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供用户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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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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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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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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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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用户指南 3 通过 WEB 界面使用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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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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源码移植扫描中心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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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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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配置扫描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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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页面右上方选择“配置 > 扫描参数配置”。

打开配置扫描参数界面，如图3-5所示，需要配置的选项如表3-6所示。

图 3-5 配置扫描参数界面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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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配置界面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遇到ARM、ARM64和AARCH64
是否继续扫描

选择遇到ARM、ARM64和AARCH64是否继续扫
描。默认为“是”。

用户密码 输入当前登录用户的密码。

 

步骤2 参考表3-6完成配置后，单击“确认”。

----结束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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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源码移植扫描中心”。

步骤2 在创建分析任务区对以下参数进行配置。

图 3-6 创建任务扫描区参数项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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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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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源代码存放在“/opt/portadv/portadmin/example”目
录，则输入：

example
说明
待分析的源代码文件需要解压。

目标操作系统 选择目标系统版本。可选择：

● CentOS 7.6
● NeoKylin V7U5
● NeoKylin V7U6
● Deepin V15.2
● Ubuntu 18.04.1
● LinxOS 6.0.90
● Debian 10
● SUSE SLES 15.1
● EulerOS 2.8
● CentOS 7.4
● CentOS 7.5
● CentOS 7.7

构建工具 选择构建工具。可选择：

● make
● cmake
● automake

编译命令 源码编译命令。

● “构建工具”选择make时，默认为make，支持以make开
头的自定义编译命令。

● “构建工具”选择cmake时，默认为cmake，支持以cmake
开头的自定义编译命令。

● “构建工具”选择automake时，默认为make，且不可修
改。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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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编译器版本 选择编译器版本。

目标系统默认的编译器版本：

● CentOS 7.6默认为GCC 4.8.5
● NeoKylin V7U5默认为GCC 4.8.5
● NeoKylin V7U6默认为GCC 4.8.5
● Deepin V15.2默认为GCC 6.3
● Ubuntu 18.04.1默认为GCC 7.3
● LinxOS 6.0.90默认为GCC 6.3
● Debian 10默认为GCC 8.3
● SUSE SLES 15.1默认为GCC 7.4
● EulerOS 2.8默认为GCC 7.3
● CentOS 7.4默认为GCC 4.8.5
● CentOS 7.5默认为GCC 4.8.5
● CentOS 7.7默认为GCC 4.8.5
可选择：

● GCC 4.8.5
● GCC 4.9.3
● GCC 5.1
● GCC 5.2
● GCC 5.3
● GCC 5.4
● GCC 5.5
● GCC 6.1
● GCC 6.2
● GCC 6.3
● GCC 6.4
● GCC 6.5
● GCC 7.1
● GCC 7.2
● GCC 7.3
● GCC 7.4
● GCC 8.1
● GCC 8.2
● GCC 8.3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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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目标系统内核版本 选择目标系统内核版本。

● CentOS 7.6支持4.14.0
● NeoKylin V7U5支持4.14.0
● NeoKylin V7U6支持4.14.0
● Deepin V15.2支持4.19.34
● Ubuntu 18.04.1支持4.15.0
● LinxOS 6.0.90支持4.19.0
● Debian 10支持4.14.0
● SUSE SLES 15.1支持4.12.14
● EulerOS 2.8支持4.19.36
● CentOS 7.4支持4.11.0
● CentOS 7.5支持4.14.0
● CentOS 7.7支持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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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分析进行中请勿关闭当前页面。

----结束

3.4.4 查看分析结果

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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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源码移植扫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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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任务分析完成后可直接跳转至“移植报告”界面。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用户指南 3 通过 WEB 界面使用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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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移植报告界面参数项

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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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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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9 依赖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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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2 查看移植建议

前提条件

已成功完成任务分析。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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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Web界面，进入“源码移植扫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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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移植建议

步骤4 单击“确认”项，查看“移植建议”。

图 3-9 查看移植建议项

表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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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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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管理分析报告

3.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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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源码移植扫描中心”。

步骤2 在“历史报告”区，单击需下载的报告后面的 ，如图3-10所示。

图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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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源码移植扫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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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任务分析完成后可直接跳转至“移植报告”界面。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用户指南 3 通过 WEB 界面使用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文档版本 04 (2020-02-15)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4



图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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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2 查看已下载的分析报告

已下载的分析报告的基本信息如图3-12所示。

图 3-12 分析报告的基本信息

表 3-11 分析源码的基本信息说明

参数 说明

Scanned time 扫描时间。

Scan code path 扫描的源代码存放路径。

GCC GCC版本。

SW make
command

构建工具。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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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Target OS 目标操作系统。

kernel 内核版本。

Scanned 4 SO
libraries.

显示扫描出的SO依赖库所属分类：

● 鲲鹏平台上存在二进制文件的SO依赖库个数。

● 可以编译后运行在鲲鹏平台上的SO依赖库个数。

● 鲲鹏平台不支持，且不可替代的SO依赖库个数。

● 鲲鹏平台上未识别出的SO依赖库个数。

每个类型的SO依赖库详细信息请参见“SO files scan details are
as follows”。

NOTE 特殊选项提示说明。

Scanned 726
C/C++ files,164
Makefile/
CMakelists/
Automake
related
files,total 26
files need to
be migrated.

显示C/C++文件和Makefile/CMakelists/Automake related文件总
数以及需要移植的文件个数。

Total 233 lines
C/C++/
Makefile/
CMakelists/
Automake
code and 9
lines
embedding
ASM code
need to be
migrated.

显示源码总行数以及需要移植的内联汇编代码行数。

Scanned 1
pure assembly
files,total 1
assembly files
242 lines need
to be migrated.

显示纯汇编文件总数以及需要移植的汇编文件个数和汇编代码行
数。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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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SO files scan
details are as
follows

显示每个类型的SO文件的详细信息：

● libname：二进制名称

● libversion：二进制版本

● os_name：操作系统名称

● os_version：操作系统版本

● level：级别

● url：下载地址

● suggestion：移植建议

 

已下载的分析报告的详细信息如图3-13所示。

图 3-13 分析报告的详细信息格式

表 3-12 分析报告的详细信息格式说明

参数 说明

filename 扫描文件全路径。

lineno 函数在文件中的行数。

rows 函数在文件中的列数。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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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category 关键字所属类型。

● Intrinsics：intrinsics内联函数

● CompilerMacro：编译器宏

● Attribute：编译器attribute
● CompilerBuiltin：编译器内建函数

● CompilerOption：编译器选项

● BuiltinAssembles：嵌入式汇编

● Libs：扫描出动态链接库

● CompilerOptionSpecial：特殊编译器选项

● ModuleFunction：Modulefuntion函数

● PureAssembles：纯汇编文件

● AutomakeFile：automake文件

keyword 关键字名称。

suggestion 移植建议或者提示建议。

description 关键字用法描述。

 

Molude函数的描述说明如下：

current usage:
add_library(test1 STATIC attr_gcc5.1.c builtin_gcc5.1.c )
The general signature is:
    add_library(<name> [STATIC | SHARED | MODULE]
                [EXCLUDE_FROM_ALL]
                [source1] [source2 ...])
For details: https://cmake.org/cmake/help/v3.13/command/add_library.html

● current usage：当前文档中函数用法。

● The general signature is：官方通用函数用法。

● For details：对应Modele函数的官方详细帮助文档链接。

3.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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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源码移植扫描中心”。

步骤2 在“历史报告”区，单击需删除的报告后面的 。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用户指南 3 通过 WEB 界面使用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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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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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删除历史报告

----结束

3.5 软件移植中心
软件移植中心下的解决方案软件仅支持移植到TaiShan 100/200服务器的操作系统上，
不支持在x86平台的操作系统上执行移植操作。

3.5.1 使用前准备

（可选）配置代理

隔离网络环境下需要通过代理方式访问外网，代理配置步骤如下。如果当前环境可以
联网，则可跳过此步骤。

步骤1 执行如下命令修改“/etc/systemd/system/gunicorn_port.service”文件。

vi /etc/systemd/system/gunicorn_port.service

步骤2 在“gunicorn_port.service”文件中的“[Service]”字段后面增加如下两个环境变量。

Environment="http_proxy=ip:port"

Environment="https_proxy=ip:port"

说明

“ip:port”是代理服务器的地址和端口号。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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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输入:wq保存并退出。

步骤4 重启Django服务。

1. 执行如下命令重新加载配置文件。

systemctl daemon-reload

2. 执行如下命令重启服务。

systemctl restart gunicorn_port

步骤5 配置DNS（如果已经配置了DNS，请跳过该步骤）。

1. 执行如下命令修改“resolv.conf”文件。

vi /etc/resolv.conf

2. 文件中增加如下内容：

nameserver ip

说明

“ip”是DNS服务器的IP地址。

3. 输入:wq保存并退出。

----结束

3.5.2 软件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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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方标题栏中，选择“软件移植中心”。

打开“软件移植中心”页面，如图3-16所示，支持的软件如表3-13所示。

图 3-16 软件移植中心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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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软件移植模板

TaiShan解决方案 软件名称 版本

Web nginx 1.14.2

tengine 2.2.2

大数据 hdp-hadoop 3.1.1.3.1.0.0-78

cdh-kudu 1.7.0-5.16.1

hdp-hbase 2.0.2.3.1.0.0-78

cdh-impala 5-2.12.0-5.16.1

数据库 mysql 8.0.17

 

步骤3 在“移植前必读”对话框中，勾选“继续”，单击“确认”。

说明

软件移植过程中可能会安装依赖组件，修改系统配置，下载移植软件并进行修改、编译、构建等
操作，移植前请仔细阅读步骤描述。

步骤4 在左侧的解决方案列表中选择指定的TaiShan解决方案类型，在右侧的软件列表中，单
击指定版本的软件名称。

打开软件移植详情页面，如图3-17所示，参数描述如表3-14所示。

说明

软件移植中心支持的所有解决方案软件的移植模板都存放在服务器“/opt/portadv/resource/
migration”路径下，所有用户共享此路径下的模板。

图 3-17 软件移植详情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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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基本信息区域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软件名称 显示软件名称。

版本 显示软件版本。

运行环境操作系统 显示当前解决方案软件支持移植的目标操作系统版本信息。

移植描述 显示移植描述。

 

步骤5 在“移植步骤”区域下的“执行脚本”、“执行步骤”区域选择需要执行的步骤，单
击“开始移植”。

说明

● “环境检查”区域下的“前置条件”默认自动执行，无需手动检查确认。

● “执行脚本”和“执行步骤”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界面显示“移植成功”后请登录服务器查看对应的软件安装结果。

说明

● 软件移植会对您的软件进行自动化移植修改、编译、构建软件包。

● 软件移植过程中可以离开当前页面进行其他操作。

● 执行软件移植时的工作空间为“/opt/portadv/用户名/migration”，“用户名”为当前操作
用户，所有的执行过程文件和执行结果文件均存放在此工作空间下。

● 软件移植的日志默认保存在 “/opt/portadv/logs/porting.log”文件中，可在该日志文件中
查看移植失败原因并按建议进行处理。

----结束

3.5.3 意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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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方标题栏中，选择“软件移植中心”。

打开“软件移植中心”页面，如图3-18所示。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用户指南 3 通过 WEB 界面使用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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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 软件移植中心

步骤3 在页面右上角单击 ，进入鲲鹏论坛反馈意见。

说明

鲲鹏论坛需要注册登录才能反馈意见。

----结束

3.6 软件分析构建中心
软件分析构建功能只支持在鲲鹏平台环境上运行。

3.6.1 使用前准备

上传软件包

在使用软件分析构建中心构建安装包之前，需要将待构建的x86平台软件包（RPM或
DEB格式）上传至对应用户的“工作空间”。

说明

● RPM包只能在类RedHat系统上执行，构建过程中需要依赖系统组件rpmrebuild/rpmbuild/
rpm2cpio，请提前检查系统环境是否已满足。

● DEB包只能在类Debin系统上执行，构建过程中需要依赖系统组件ar/dpkg-dep，请提前检查
系统环境是否已满足。

● 如果RPM包或者DEB包里面包含WAR包，请检查系统是存在JAR命令，如果不存在，请安装
JDK工具。

步骤1 获取待构建的软件包。

步骤2 将待构建的软件包放入已创建的用户名路径（/opt/portadv/用户名）或其子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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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待构建的软件包上传到“/opt/portadv/portadmin”目录或其子目录下。

----结束

（可选）配置代理

隔离网络环境下需要通过代理方式访问外网，代理配置步骤如下。如果当前环境可以
联网，则可跳过此步骤。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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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 执行如下命令修改“/etc/systemd/system/gunicorn_port.service”文件。

vi /etc/systemd/system/gunicorn_port.service

步骤2 在“gunicorn_port.service”文件中的“[Service]”字段后面增加如下两个环境变量。

Environment="http_proxy=ip:port"

Environment="https_proxy=ip:port"

说明

“ip:port”是代理服务器的地址和端口号。

步骤3 输入:wq保存并退出。

步骤4 重启Django服务。

1. 执行如下命令重新加载配置文件。

systemctl daemon-reload

2. 执行如下命令重启服务。

systemctl restart gunicorn_port

步骤5 配置DNS（如果已经配置了DNS，请跳过该步骤）。

1. 执行如下命令修改“resolv.conf”文件。

vi /etc/resolv.conf

2. 文件中增加如下内容：

nameserver ip

说明

“ip”是DNS服务器的IP地址。

3. 输入:wq保存并退出。

----结束

3.6.2 构建软件包

前提条件

● 已成功登录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 待构建的软件包已放入“/opt/portadv/用户名”路径或其子目录下，例如管理员
用户需将待构建的软件包放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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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方标题栏中，选择“软件分析构建中心”。

打开“软件分析构建中心”页面，如图3-19所示。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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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 软件分析构建中心

步骤3 在文本框中输入工作目录下x86软件包存放的相对路径（需要加上软件包名称，软件包
名称必须后缀.rpm或.deb），勾选“授权访问外部网络获取软件构建中所需的资源文
件”，单击“构建软件包”。

弹出构建进度对话框，构建完成后，在“/opt/portadv/xx/rpms”或“/opt/
portadv/xx/debs”（xx代表用户名）目录获取新构建的软件包。

说明

● 软件包构建过程中可以离开当前页面进行其他操作。

● 软件包构建结果默认保存在 “/opt/portadv/xx/rpms”或“/opt/portadv/xx/debs”路径下
（xx代表用户名），执行完成后您可以进入该路径查看已构建的软件包，或查看构建失败报
告并按建议进行处理，失败报告的详细信息请参考构建失败报告格式说明。

● 仅提供部分JAR文件自动下载功能，文件将下载到“/opt/portadv/data”目录下。

须知

如果软件构建失败并出现JAR文件下载失败的提示：

● 请检查网络配置、参考（可选）配置代理检查代理配置或检查“/opt”目录空间大
小。

● 手动下载JAR文件并放入“/opt/portadv/data”目录后重新执行“构建软件包”。

需要手动下载的JAR文件名称及下载路径默认保存在“/opt/portadv/xx/rpms/
packagename.txt”或“/opt/portadv/xx/debs/packagename.txt”文件中（xx代
表用户名，packagename代表软件包名称）。

如果软件构建失败并出现缺少对应SO/静态库/JAR/二进制文件的提示：手动下载SO/静
态库/JAR/二进制文件并放入“/opt/portadv/data”目录后重新执行“构建软件包”。

● 可在“/opt/portadv/xx/rpms/packagename.txt”或“/opt/portadv/xx/debs/
packagename.txt”（xx代表用户名，packagename代表软件包名称）文件中查看
详细信息并按照提示操作。

● 缺少SO/静态库/二进制文件时，请自行获取对应名称的SO/静态库/二进制文件（如
通过下载方式获取SO/静态库/二进制文件，请解压RPM或DEB包取出对应名称的
SO/静态库/二进制文件）放入“/opt/portadv/data”目录。

----结束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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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失败报告格式说明

失败报告文件格式如下：

Download or compile the following files and save them to the data directory (/opt/portadv/data) of the 
tool. 
If you download an .rpm or .deb package, decompress it to obtain the corresponding .so or binary file and 
save it to the data directory (/opt/portadv/data). 
We provide download addresses of some files. Download or compile the other files on your own.

"Name" indicates the file name. 
"Path in package" indicates the path of the file in the rpm or .deb package. 
"URL" indicates the file download address.

Files with download addresses: 
Name     Path in package         URL
……

Files without download addresses: 
Name     Path in package
……

表 3-15 失败报告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Name SO/静态库/JAR/二进制文件名称。

Path in
package

SO/静态库/JAR/二进制文件在软件包中的路径。

说明
同一个文件可能在软件包的不同路径中存在，不同路径以“,”隔开。

URL 文件的下载地址。提供：

● SO/静态库/二进制文件所在的RPM包或DEB包的下载地址。

● JAR文件的下载地址。

 

3.7 管理用户

3.7.1 重置密码

前提条件

已成功登录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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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用户指南 3 通过 WEB 界面使用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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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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所示，需配置的参数如表3-16所示。

图 3-20 重置密码

表 3-16 重置密码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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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配置新用户后，单击“确认”。

----结束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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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删除用户

前提条件

已成功登录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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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所示。

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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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21 删除用户

步骤3 输入管理员的密码，单击“确认”。

----结束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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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用户指南 3 通过 WEB 界面使用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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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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所示，需配置的参数如表3-17所示。

图 3-22 修改密码

表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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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修改密码后，单击“确认”。

----结束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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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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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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出“操作日志”界面，如图3-23所示，界面参数描述如表3-18所示。

图 3-23 操作日志

表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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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用户指南 3 通过 WEB 界面使用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文档版本 04 (2020-02-15)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50



3.9 白名单管理
只有管理员用户（portadmin）可以执行白名单的备份、恢复、升级操作。

说明

白名单解密依赖服务器操作系统中的OpenSSL组件，请确保当前环境中的OpenSSL组件版本不
低于1.0.2k。

3.9.1 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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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页面右上方选择“配置 > 白名单管理 > 备
份”，如图3-24所示。

打开操作确认对话框，如图3-25所示。

图 3-24 选择白名单备份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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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5 备份白名单

步骤2 输入管理员用户密码，单击“确认”。

弹出备份进度对话框，备份成功后，备份文件默认保存在“/opt/portadv/portadmin/
whitelist_backup”目录。

说明

● 备份过程中请勿关闭当前页面。

● 如果备份失败，请参见界面提示信息或用户指南中的FAQ进行处理，详细失败信息请查看
“/opt/portadv/logs/porting.log”。

----结束

3.9.2 恢复

前提条件

已成功登录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说明

恢复白名单之前，请确认已经备份了白名单。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Web界面，在页面右上方选择“配置 > 白名单管理 > 恢
复”，如图3-26所示。

打开操作确认对话框，如图3-27所示。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用户指南 3 通过 WEB 界面使用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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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6 选择白名单恢复

图 3-27 恢复白名单

步骤2 输入管理员用户密码，单击“确认”。

弹出恢复进度对话框，恢复成功后，请到白名单保存目录“/opt/portadv/config/
whitelist”查看。

说明

● 恢复过程中请勿关闭当前页面。

● 如果恢复失败，请参见界面提示信息或用户指南中的FAQ进行处理，详细失败信息请查看
“/opt/portadv/logs/porting.log”。

----结束

3.9.3 升级

前提条件

已成功登录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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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Web界面，在页面右上方选择“配置 > 白名单管理 > 升
级”，如图3-28所示。

打开“下载白名单压缩包”的提示对话框，如图3-29所示。

图 3-28 选择白名单升级

图 3-29 下载白名单

步骤2 按照提示信息下载白名单压缩包，单击“已完成，下一步”。

打开“上传白名单压缩包”的提示对话框，如图3-30所示。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用户指南 3 通过 WEB 界面使用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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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0 上传白名单压缩包

步骤3 按照提示信息将下载的白名单压缩包上传到“/opt/portadv/portadmin”目录下。单
击“已完成，确认升级”。

打开操作确认对话框，如图3-31所示。

图 3-31 升级白名单

步骤4 输入管理员用户密码，单击“确认”。

弹出升级进度对话框，升级成功后，请到白名单保存目录“/opt/portadv/config/
whitelist”查看。

说明

● 升级过程中请勿关闭当前页面。

● 如果升级失败，请参见界面提示信息或用户指南中的FAQ进行处理，详细失败信息请查看
“/opt/portadv/logs/porting.log”。

----结束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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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软件移植模板管理
只有管理员用户（portadmin）可以执行软件移植模板的备份、恢复、升级操作。

3.10.1 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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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页面右上方选择“配置 > 软件移植模板管理
> 备份”，如图3-32所示。

打开操作确认对话框，如图3-33所示。

图 3-32 选择软件移植模板备份

图 3-33 备份软件移植模板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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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输入管理员用户密码，单击“确认”。

弹出备份进度对话框，备份成功后，备份文件默认保存在“/opt/portadv/portadmin/
migration/backup”目录。

说明

● 备份过程中请勿关闭当前页面。

● 如果备份失败，请参见界面提示信息或用户指南中的FAQ进行处理，详细失败信息请查看
“/opt/portadv/logs/porting.log”。

----结束

3.10.2 恢复

前提条件

已成功登录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说明

恢复移植模板之前，请确认已经备份了用户移植模板。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Web界面，在页面右上方选择“配置 > 软件移植模板管理
> 恢复”，如图3-34所示。

打开操作确认对话框，如图3-35所示。

图 3-34 选择软件移植模板恢复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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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5 恢复软件移植模板

步骤2 输入管理员用户密码，单击“确认”。

弹出恢复进度对话框，恢复成功后，请到移植模板保存目录“/opt/portadv/resource/
migration”查看。

说明

● 恢复过程中请勿关闭当前页面。

● 如果恢复失败，请参见界面提示信息或用户指南中的FAQ进行处理，详细失败信息请查看
“/opt/portadv/logs/porting.log”。

----结束

3.10.3 升级

前提条件

已成功登录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说明

升级移植模板之前，需要用户手动下载软件移植模板资源包，并将软件移植模板资源包上传到升
级目录“/opt/portadv/portadmin/migration”。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Web界面，在页面右上方选择“配置 > 软件移植模板管理
> 升级”，如图3-36所示。

打开“下载软件移植模板资源包”的提示对话框，如图3-37所示。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用户指南 3 通过 WEB 界面使用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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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6 选择软件移植模板升级

图 3-37 下载软件移植模板资源包

步骤2 按照提示信息下载软件移植模板资源包，单击“已完成，下一步”。

打开“上传软件移植模板资源包”的提示对话框，如图3-38所示。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用户指南 3 通过 WEB 界面使用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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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8 上传软件移植模板资源包

步骤3 按照提示信息将下载的软件移植模板资源包上传到“/opt/portadv/portadmin/
migration”目录下。单击“已完成，确认升级”。

打开操作确认对话框，如图3-39所示。

图 3-39 升级软件移植模板

步骤4 输入管理员用户密码，单击“确认”。

弹出升级进度对话框，升级成功后，请到移植模板保存目录“/opt/portadv/resource/
migration”查看。

说明

● 升级过程中请勿关闭当前页面。

● 如果升级失败，请参见界面提示信息或用户指南中的FAQ进行处理，详细失败信息请查看
“/opt/portadv/logs/porting.log”。

----结束

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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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工具发布信息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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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页面右上方选择“配置 > 关于”，如图3-40
所示。

图 3-40 查询工具发布信息

步骤2 查询工具的版本信息和发布时间，如图3-41所示。

图 3-41 工具详细发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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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tools> --cmd <cmd> --tos <tos> --tk <tk> -D <debug> -O <output> --keep-
going <True/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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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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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参数选项 说明

-C/--
compiler

compiler 可选参数，指定GCC编译器版本。

例如：gcc4.8.5
目标系统默认的编译器版本：

● CentOS 7.6默认为GCC 4.8.5
● NeoKylin V7U5默认为GCC 4.8.5
● NeoKylin V7U6默认为GCC 4.8.5
● Deepin V15.2默认为GCC 6.3
● Ubuntu 18.04.1默认为GCC 7.3
● LinxOS 6.0.90默认为GCC 6.3
● Debian 10默认为GCC 8.3
● SUSE SLES 15.1默认为GCC 7.4
● EulerOS 2.8默认为GCC 7.3
● CentOS 7.4默认为GCC 4.8.5
● CentOS 7.5默认为GCC 4.8.5
● CentOS 7.7默认为GCC 4.8.5
当前版本支持的GCC编译器版本：

● GCC 4.8.5
● GCC 4.9.3
● GCC 5.1
● GCC 5.2
● GCC 5.3
● GCC 5.4
● GCC 5.5
● GCC 6.1
● GCC 6.2
● GCC 6.3
● GCC 6.4
● GCC 6.5
● GCC 7.1
● GCC 7.2
● GCC 7.3
● GCC 7.4
● GCC 8.1
● GCC 8.2
● GCC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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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参数选项 说明

-T/--tools tools 可选参数，指定构建工具及命令行，默认是make。支
持：

● make
● cmake
● autom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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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tools”设置为make时，构建命令必须设置为

以make开头。

● “-T/--tools”设置为cmake时，构建命令必须设置
为以cmake开头。

● “-T/--tools”设置为automake时，构建命令必须设
置为m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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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版本支持目标操作系统：

● CentOS 7.6
● NeoKylin V7U5
● NeoKylin V7U6
● Deepin V15.2
● Ubuntu 18.04.1
● LinxOS 6.0.90
● Debian 10
● SUSE SLES 15.1
● EulerOS 2.8
● CentOS 7.4
● CentOS 7.5
● CentOS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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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2020-02-15)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64



命令 参数选项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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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4.14.0
目标系统默认的内核版本：

● CentOS 7.6支持4.14.0
● NeoKylin V7U5支持4.14.0
● NeoKylin V7U6支持4.14.0
● Deepin V15.2支持4.19.34
● Ubuntu 18.04.1支持4.15.0
● LinxOS 6.0.90支持4.19.0
● Debian 10支持4.14.0
● SUSE SLES 15.1支持4.12.14
● EulerOS 2.8支持4.19.36
● CentOS 7.4支持4.11.0
● CentOS 7.5支持4.14.0
● CentOS 7.7支持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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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ERR 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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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ep-
going

True/False 可选参数。设置发现arm/arm64/aarch64关键字继续是
否继续扫描检查，默认参数为True。参数选项为：

True：继续扫描。

False：停止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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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cc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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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cc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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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 OS: centos7.6, kernel: 4.14.0
SW make command: make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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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ve been verified on the Kunpeng platform, the Kunpeng community has an arm64 
version, the url is the source address, user need to compile on the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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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akelists related files, total 5 files need to be migrated.
Total 26 lines C/C++/Makefile/CMakel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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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nned 0 automake files,total 0 files 0 lines need to be migrated.
For the detailed information, please check /opt/portadv/tools/cmd/report/20190908021353/porting-
advisor.scv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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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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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项 说明

Scanned M C/C+
+ files, N
Makefile/
CMakelists
related files,
total X files need
to be migrated.

显示已扫描的C/C++（M）和Makefile/CMakelis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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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akelists code
and N lines
embedding ASM
code need to be
migrated.

显示建议移植的C/C++/Makefile/CMakelis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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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embly files,
total N assembly
files X lines need
to be migrated.

显示已扫描的纯汇编文件个数（M）、建议移植的汇编文件个
数（N）和代码行数（X）。

详细信息请查看.csv文件。

Scanned M
automake
files,total N files
X lines need to
be migrated.

显示已扫描的automake文件个数（M）、建议移植的
automake文件个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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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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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ep-going {True or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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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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OUTPUT, --output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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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cmake,automake}, --tools {make,cmake,automake}
                        specify cmake or make for construction. default is
                        make.
  --cmd CMD             specify instruction command line.default is empty.
  --tos 
{centos7.6,neokylinv7u5,neokylinv7u6,deepinv15.2,ubuntu18.04.1,linxos6.0.90,debian10,susesles15.1,centos7.
4,centos7.5,centos7.7}
                        specify target os system and os version.
  --tk TARGET_KERNEL    specify target kernel version.
  --keep-going {True,False}
                        The values of Continue scanning with keyword
                        arm/arm64/aarch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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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x.x”表示版本号，请以实际情况为准）：

porting advisor v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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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AQ

5.1 浏览器打开工具登录地址跳转其他网页或登录等操作无响应

5.2 软件包完整性校验返回WARNING或FAIL

5.3 构建软件包常见失败场景

5.4 白名单管理常见失败场景

5.5 软件移植模板管理常见失败场景

5.6 Debian 10（x86）操作系统安装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失败

5.1 浏览器打开工具登录地址跳转其他网页或登录等操作无响
应

现象描述

打开浏览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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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时跳转其他界面或者登录等操作无响应。

可能原因
● 系统的8084端口被其他工具占用导致登录时跳转其他网页。

● tool端口被占用导致登录和其他操作无响应。

说明

对于CentOS 6.5/6.9/6.10、RedHat 6.5/6.9/6.10、深之度15.2 x86版本的操作系统，其nginx和
gunicorn服务相关命令如下。但是为了达到service异常重启的目的，会通过crond服务不断拉起
nginx和gunicorn进程，所以以上系统无法停止nginx和gunicorn服务，理论上不会产生端口占用
问题。

service nginx_port stop/start/restart/status

service gunicorn_port stop/start/restart/status

处理步骤

执行如下步骤配置https或tool端口号后重新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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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https默认端口为8084，tool默认端口为7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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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如下命令关闭应用。

systemctl stop nginx_port.service

systemctl stop gunicorn_port.service

步骤3 执行端口冲突检测脚本。

1. 执行如下命令进入tools目录。

cd /opt/portadv/tools/
2. 执行如下命令进行端口冲突检测修改。

sh check_port_conflict.sh
3. 自动修改成功后打印如下设置的端口信息，其中“xxxx”为新设置的端口号。

set https port xxxx
set tool port xxxx

说明

– 执行成功后会自动启动nginx_port和gunicorn_port服务。

– 其他nginx_port和gunicorn_port相关服务命令：

systemctl start/stop/restart/status nginx_port.service

systemctl start/stop/restart/status gunicorn_port.service

步骤4 重新打开工具Web界面查看是否能成功登录。

----结束

5.2 软件包完整性校验返回 WARNING 或 FAIL
软件包完整性校验如果返回WARNING或FAIL，则表示验证未通过，请参见表5-1处理
建议解决。

表 5-1 场景举例

验证结果场
景

输出信息举例 验证
结果

处理建议

签名验证通
过，没有异
常

gpg: Signature made Thu Jan 9 15:29:06
2014 CST using RSA key ID 27A74824
gpg: Good signature from "OpenPGP
signature key for Huawei software (created
on 30th Dec,2013) <support@huawei.com>"

PASS NA

签名验证失
败

gpg: Signature made Thu Jan 9 15:29:06
2014 CST using RSA key ID 27A74824
gpg: BAD signature from "OpenPGP
signature key for Huawei software (created
on 30th Dec,2013) <support@huawei.com>"

FAIL 重新下载目
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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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结果场
景

输出信息举例 验证
结果

处理建议

找不到公钥 gpg: Signature made Thu Jan 9 15:20:01
2014 CST using RSA key ID 27A74824
gpg: Can't check signature: public key not
found

FAIL 重新下载公
钥，请参见
2.3 安装包完
整性校验章
节。

签名验证通
过，但是公
钥没有被设
置为完全信
任

gpg: Signature made Thu Jan 9 15:29:06
2014 CST using RSA key ID 27A74824
gpg: Good signature from "OpenPGP
signature key for Huawei software (created
on 30th Dec,2013) <support@huawei.com>"
gpg: WARNING: This key is not certified with
a trusted signature!
gpg: There is no indication that the
signature belongs to the owner.
Primary key fingerprint: B100 0AC3 8C41
525A 19BD C087 99AD 81DF 27A7 4824

WAR
NIN
G

确认KeyID为
27A74824
后，将华为
公钥设置为
可信，请参
见2.3 安装包
完整性校验
章节。

找不到对应
的源文件

gpg: no signed data
gpg: can't hash datafile: No data

FAIL 重新下载目
标文件。

签名已到期 gpg: Signature made 04/24/13 10:50:29 CST
using RSA key ID 133B64E5
gpg: Expired signature from " OpenPGP
signature test key <support@huawei.com>"
gpg: Signature expired 04/25/13 10:50:29
CST

FAIL 下载更新过
签名的目标
文件。

签名验证通
过，但是公
钥已被撤销

gpg: Signature made 06/13/13 11:14:49 CST
using RSA key ID 133B64E5
gpg: Good signature from " OpenPGP
signature test key <support@huawei.com>"
gpg: WARNING: This key has been revoked
by its owner!
gpg: This could mean that the signature is
forged.
gpg: reason for revocation: Key is no longer
used
gpg: revocation comment:

WAR
NIN
G

下载 新公
钥和更新了
签名的目标
文件。

源文件找不
到对应的签
名文件

无 WAR
NIN
G

下载目标文
件对应的签
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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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构建软件包常见失败场景
构建软件包常见失败场景请参见表5-2中的处理建议解决。

表 5-2 构建软件包常见失败场景

失败场景 可能原因 处理建议

缺少对应SO/静态
库/JAR/二进制文
件

SO/静态库/JAR/
二进制文件无法自
动下载。

手动下载SO/静态库/JAR/二进制文件并放
入“/opt/portadv/data”目录后重新执行
“构建软件包”。

说明

● 可在“/opt/portadv/xx/rpms/
packagename.txt”或“/opt/portadv/xx/
debs/packagename.txt”（xx代表用户
名，packagename代表软件包名称）文件
中查看详细信息并按照提示操作。

● 缺少SO/静态库/二进制文件时，请自行获取
对应名称的SO/静态库/二进制文件（如通过
下载方式获取SO/静态库/二进制文件，请解
压RPM或DEB包取出对应名称的SO/静态库/
二进制文件）放入“/opt/portadv/data”
目录后重新执行“构建软件包”。

JAR文件下载失败 网络连接超时或磁
盘空间不足。

● 检查网络配置、参考（可选）配置代理
检查代理配置或检查“/opt”目录空间
大小。

● 手动下载JAR文件并放入“/opt/
portadv/data”目录后重新执行“构建
软件包”。

说明
需要手动下载的JAR文件名称及下载路径默
认保存在“/opt/portadv/xx/rpms/
packagename.txt”或“/opt/portadv/xx/
debs/packagename.txt”文件中（xx代表
用户名，packagename代表软件包名
称）。

分析RPM/DEB包
内部SO/JAR/静态
库/二进制文件失
败

磁盘空间不足、
RPM/DEB包格式
错误或软件包不需
要移植。

检查“/opt”目录空间大小、检查
RPM/DEB包内容完整、格式正确或使用华
为鲲鹏分析扫描工具确认软件包是否需要
移植。

提取与分析
control文件失
败、提取与分析
spec文件失败

磁盘空间不足或
RPM/DEB包格式
错误。

检查“/opt”目录空间大小或检查
RPM/DEB包内容完整、格式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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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场景 可能原因 处理建议

重新构建失败 可能是由于文件替
换失败（系统缺少
JAR命令或者JAR
包内嵌JAR包）、
工作空间
rpmbuilder未清理
或者分析
RPM/DEB包出
错。

● 如果系统缺少JAR命令，请安装JDK工
具。

说明
不支持JAR包内嵌JAR包的软件包重构。

● （针对RPM包）执行如下命令清理工作
空间后重新执行“构建软件包”。
cd /opt/portadv/
rm -rf rpmbuilder
mkdir -pv ./rpmbuilder/
{BUILD,BUILDROOT,RPMS,SOURCES
,SPECS,SRPMS}

● （针对DEB包）执行如下命令清理工作
空间后重新执行“构建软件包”。
rm -rf /opt/portadv/tmp_path

 

5.4 白名单管理常见失败场景
白名单管理常见失败场景请参见表5-3中的处理建议解决。

表 5-3 白名单管理常见失败场景

失败场景 可能原因 处理建议

压缩/解压/拷贝白
名单失败

磁盘空间不足。 检查“/opt”目录空间大小。

白名单/备份白名
单/白名单升级包
不存在或不合法

白名单/备份白名
单/白名单升级包
不存在或异常。

检查对应目录下的白名单文件是否存在、
格式正确。

保存目录：/opt/portadv/config/whitelist
备份目录：/opt/portadv/portadmin/
whitelist_backup
升级目录：/opt/portadv/portadmin

备份的白名单不唯
一/删除其他备份
文件失败

白名单备份目录下
存在多份白名单备
份文件。

检查备份目录“/opt/portadv/portadmin/
whitelist_backup”，删除其他白名单备份
文件，只保留 新的备份文件。

 

5.5 软件移植模板管理常见失败场景
软件移植模板管理常见失败场景请参见表5-4中的处理建议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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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软件移植模板管理常见失败场景

失败场景 可能原因 处理建议

打包/拷贝软件移
植模板失败

磁盘空间不足。 检查“/opt”目录空间大小。

软件移植模板目录
无有效移植模板文
件

软件移植模板文件
不存在。

检查对应目录下的软件移植模板文件是否
存在。

软件移植模板目录：/opt/portadv/
resource/migration

软件移植模板备份
文件不存在或异常

软件移植模板备份
文件不存在或异
常。

检查对应目录下的软件移植模板备份文件
是否存在、格式正确。

备份目录：/opt/portadv/portadmin/
migration/backup

软件移植模板升级
文件不存在或异常

软件移植模板升级
文件不存在或异
常。

检查对应目录下的软件移植模板升级文件
是否存在、格式正确。

升级目录：/opt/portadv/portadmin/
migration

备份目录存在多份
备份文件

备份目录下存在多
份软件移植模板备
份文件。

检查备份目录“/opt/portadv/portadmin/
migration/backup”，删除其他软件移植
模板备份文件，只保留 新的备份文件。

 

5.6 Debian 10（x86）操作系统安装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
失败

现象描述

安装华为鲲鹏代码迁移工具失败，打印如图5-1所示的异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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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异常信息

可能原因

系统未安装libssl1.0.0。

处理步骤

步骤1 下载libssl的DEB安装包“libssl1.0.0_1.0.2n-1ubuntu5.3_amd64.deb”。

步骤2 将DEB包上传至服务器任意目录下。

步骤3 使用cd命令切换至该目录。

步骤4 执行如下命令安装libssl。

dpkg -i libssl1.0.0_1.0.2n-1ubuntu5.3_amd64.deb

说明

如果需要先安装依赖，执行apt install命令安装相关依赖，然后安装libssl。

步骤5 安装完后，执行如下命令查看安装是否成功。

dpkg -l | grep libssl

显示如下内容说明libssl安装成功。

ii  libssl1.0.0:amd64    1.0.2n-1ubuntu5.3    amd64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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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录

A.1 A 术语

M

Makefile
CMakeLists

软件构建工具make的配置文件，定义软件编译过程。

软件构建工具cmake的默认配置文件，定义软件编译过程。

S

SO依赖库 Linux中的SO（shared object）文件，其名称类似libname.so.a.b.c。

SO依赖库白
名单

用来记录华为鲲鹏平台已经支持的SO文件及其支持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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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B 缩略语

C

CMak
e

Cross
platform
Make

一种开源的跨平台C/C++软件自动化构建工具

 

M

Make GNU make 一种GNU主导的开源的C/C++软件构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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