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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阿里云提醒您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之前仔细阅读、充分理解本法律声明各条款的内容。
如果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您的阅读或使用行为将被视为对本声明全部内容的认可。

1. 您应当通过阿里云网站或阿里云提供的其他授权通道下载、获取本文档，且仅能用
于自身的合法合规的业务活动。本文档的内容视为阿里云的保密信息，您应当严格
遵守保密义务；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您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本手册内容或
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使用。

2. 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公司或个人不得擅自摘抄、翻译、复制本文
档内容的部分或全部，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进行传播和宣传。

3.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调整或其他原因，本文档内容有可能变更。阿里云保留在没有
任何通知或者提示下对本文档的内容进行修改的权利，并在阿里云授权通道中不时
发布更新后的用户文档。您应当实时关注用户文档的版本变更并通过阿里云授权渠
道下载、获取最新版的用户文档。

4. 本文档仅作为用户使用阿里云产品及服务的参考性指引，阿里云以产品及服务
的“现状”、“有缺陷”和“当前功能”的状态提供本文档。阿里云在现有技术的
基础上尽最大努力提供相应的介绍及操作指引，但阿里云在此明确声明对本文档内
容的准确性、完整性、适用性、可靠性等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任何单位、
公司或个人因为下载、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发生任何差错或经济损失的，阿里云不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阿里云均不对任何间接性、后果性、惩戒性、
偶然性、特殊性或刑罚性的损害，包括用户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遭受的利润损失，
承担责任（即使阿里云已被告知该等损失的可能性）。

5. 阿里云网站上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著作、产品、图片、档案、资讯、资料、网
站架构、网站画面的安排、网页设计，均由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依法拥有其知识
产权，包括但不限于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非经阿里云和/或其关
联公司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修改、复制、公开传播、改变、散布、发
行或公开发表阿里云网站、产品程序或内容。此外，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任
何人不得为了任何营销、广告、促销或其他目的使用、公布或复制阿里云的名称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为或以组合形式包含“阿里云”、“Aliyun”、“万网”等阿
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品牌，上述品牌的附属标志及图案或任何类似公司名称、商
号、商标、产品或服务名称、域名、图案标示、标志、标识或通过特定描述使第三
方能够识别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

6. 如若发现本文档存在任何错误，请与阿里云取得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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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约定
格式格式 说明说明 样例样例

 危险危险 该类警示信息将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至故
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危险危险

重置操作将丢失用户配置数据。

 警告警告 该类警示信息可能会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
至故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警告警告

重启操作将导致业务中断，恢复业务
时间约十分钟。

 注意注意 用于警示信息、补充说明等，是用户必须
了解的内容。

 注意注意

权重设置为0，该服务器不会再接受新
请求。

 说明说明 用于补充说明、最佳实践、窍门等，不是
用户必须了解的内容。

 说明说明

您也可以通过按Ct rl+A选中全部文
件。

> 多级菜单递进。 单击设置设置> 网络网络> 设置网络类型设置网络类型。

粗体粗体 表示按键、菜单、页面名称等UI元素。 在结果确认结果确认页面，单击确定确定。

Courier字体 命令或代码。
执行 cd /d C:/window 命令，进入
Windows系统文件夹。

斜体 表示参数、变量。
bae log list  --inst anceid

Inst ance_ID

[] 或者 [a|b] 表示可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ipconfig [-all|-t ]

{} 或者 {a|b} 表示必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swit ch {act ive|s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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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仓规划是基于Dataphin建设数据中台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数据体系的顶层设计中至关重要的一步。在您开
始数据开发前，需要完成数据仓库的规划，包括定义业务板块、项目、数据源、计算源和统计周期。

功能介绍功能介绍
数仓规划包括逻辑空间与物理空间的全局架构，以实现业务划分、资源管控、项目管理等目的：

逻辑空间：基于业务特征划分命名空间及其核心对象，包括业务板块、数据域和公共定义模块。

说明 说明 如果您购买的Dataphin实例为基础研发版，则系统不支持业务板块、数据域和公共定义。

物理空间：基于开发协作管理需求划分物理项目，包括项目管理、数据源管理等模块。

基础研发版和智能研发版支持的功能不同：

基础研发版：规划规划包括项目项目和源源两大模块。模块之间存在依赖关系，项目的计算存储资源配置基于计算计算
源源，项目空间内所用到的数据基于数据源数据源。

智能研发版：规划规划包括业务业务、项目项目和源源。模块之间存在依赖关系，项目的计算存储资源配置基于计算计算
源源，项目空间内所用到的数据基于数据源数据源，项目可以归属于业务板块。

网络连通网络连通
为了实现数据源与Dataphin之间的网络互通，您需要将访问数据库的链接地址添加至Dataphin实例的沙箱白
名单中，详情请参见创建Basic项目。Dataphin的IP加入至RDS数据源的白名单中。详情请参见通过客户端、命令
行连接RDS MySQL实例。

Dataphin不同区域的IP白名单，如下表所示。

区域 白名单

华东2（上海） 47.102.151.182

华南1（深圳） 123.56.104.202

华北2（北京） 119.23.173.65

华东1（杭州） 47.96.75.100

入口介绍入口介绍
1. 登录Dataphin控制台。

2. 在Dat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进入Dat aphin>>进入Dat aphin>>。

1.概述1.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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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单击快速开始相关工作快速开始相关工作区域的项目管理项目管理，快速进入数仓规划。

3. 在Dat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的规划规划。

4. 在数仓规划页面，左侧导航栏为您展示各功能模块的入口按钮。

数仓规划··概述 智能数据构建与管理 Dat ap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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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板块是逻辑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于业务特征划分的命名空间。在同一个业务板块中可能包含多个
不同的项目，业务板块与项目的关系为1:N。本文为您介绍如何新建业务板块。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如果业务板块需要添加业务板块管理员，则完成添加Dataphin成员，请参见配置Dataphin成员。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系统仅支持超级管理员角色的用户（主账号）创建业务板块。

系统支持创建Dev-Prod模式Dev-Prod模式和Basic模式Basic模式的业务板块。

模式 描述

Dev-Prod模式Dev-Prod模式
生成相互隔离的DevDev和ProdProd业务板块，更强保障ProdProd业务板块中的数据安全。如果您
管理诉求较强，数据研发人员较多且能力及分工明确，数据计算存储预算较高，推荐此
模式。

Basic模式Basic模式
生成独立的BasicBasic业务板块，数据生产过程稳定且便捷。如果您关注数据研发效率，研
发人员职能边界模糊，计算存储预算有限制，推荐此模式。

新建Dev-Prod模式业务板块新建Dev-Prod模式业务板块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数仓规划页面。

2. 在数仓规划规划页面，单击左侧导航栏的业务板块业务板块。

3. 在业务板块业务板块页面，单击右上方的新建业务板块新建业务板块。

4. 在新建业务板块新建业务板块对话框，选择Dev-Prod模式Dev-Prod模式。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6. 在新建业务板块新建业务板块对话框，配置参数。

2.业务板块2.业务板块
2.1. 新建业务板块2.1. 新建业务板块

智能数据构建与管理 Dat aphin 数仓规划··业务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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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公用英文名公用英文名
业务板块英文名。英文名由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组合组成，且不允许超过64个
字符。

公用名称公用名称

业务板块名称。名称由汉字、数字、字母、下划线（_）或短划线（-）组合组成，
且不允许超过64个字符。

说明 说明 DevDev业务板块的英文名默认以_dev作为后缀。

描述描述 对业务板块的简单描述。

数仓规划··业务板块 智能数据构建与管理 Dat ap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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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图标

业务板块的类型。系统支持业务板块类型：

电商电商 （ 图标）

金融金融 （ 图标）

云计算云计算 （ 图标）

广告营销广告营销 （ 图标）

物流物流 （ 图标）

文娱文娱 （ 图标）

出行出行 （ 图标）

健康健康 （ ）

社交& 通信社交& 通信 （ 图标）

餐饮餐饮 （ 图标）

图标代表教育教育 （ 图标）

环境环境 （ ）

业务板块管理员业务板块管理员

单击业务板块管理员显示框区域，在列表中选择业务板块的管理员。

说明 说明 系统支持最多设置10位业务板块管理员。

参数 描述

7. 单击确定确定，完成业务板块的创建建。

新建Basic模式业务板块新建Basic模式业务板块
1. 在业务板块业务板块页面，单击右上方的新建业务板块新建业务板块。

2. 在新建业务板块新建业务板块对话框，选择Basic模式Basic模式。

3.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4. 在新建业务板块新建业务板块对话框，配置参数。

智能数据构建与管理 Dat aphin 数仓规划··业务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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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英文名英文名
业务板块英文名。英文名由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组合组成，且不允许超过64个
字符。

名称名称
业务板块名称。名称由汉字、数字、字母、下划线（_）或短划线（-）组合组成，
且不允许超过64个字符。

描述描述 对业务板块的简单描述。

数仓规划··业务板块 智能数据构建与管理 Dat ap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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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图标

业务板块的类型。系统支持业务板块类型：

电商电商 （ 图标）

金融金融 （ 图标）

云计算云计算 （ 图标）

广告营销广告营销 （ 图标）

物流物流 （ 图标）

文娱文娱 （ 图标）

出行出行 （ 图标）

健康健康 （ ）

社交& 通信社交& 通信 （ 图标）

餐饮餐饮 （ 图标）

教育教育 （ 图标）

环境环境 （ ）

业务板块管理员业务板块管理员 单击业务板块管理员显示框区域，在列表中选择业务板块的管理员。

参数 描述

5. 单击确定确定，完成业务板块的创建。

数据域用于存放同一业务板块内不同意义的指标，如商品域、交易域、会员域等。本文为您介绍如何新建数
据域。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关于数据域的定义和划分，详情请参见划分数据域。

系统仅支持超级管理员和项目管理员角色的用户，新建数据域。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数仓规划页面。

2. 在规划规划页面，单击左侧导航栏的业务板块业务板块。

3. 在业务板块业务板块页面，选择需要创建数据域的业务板块后，单击新建数据域新建数据域。

4. 在新建数据域新建数据域对话框，配置参数。

2.2. 新建数据域2.2. 新建数据域

智能数据构建与管理 Dat aphin 数仓规划··业务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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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数据域名称数据域名称

填写数据域的名称。数据域名称数据域名称 由汉字、数字、字母及下划线（_）或短划线
（-）。

说明 说明 数据域名称数据域名称 不允许超过64个字符。

数据域英文名数据域英文名

填写数据域的英文名。数据域英文名数据域英文名 由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

说明 说明 数据域英文名数据域英文名 不允许超过64个字符。

英文缩写英文缩写

填写英文缩写，且业务板块内的英文名不支持重复。英文缩写英文缩写 由字母、数字或下划
线（_）组合组成。

说明 说明 英文缩写英文缩写 不允许超过10个字符。

描述描述 填写对数据域简单的描述。

5. 单击确定确定，完成数据域的创建。

板块参数用于定义业务板块内的时间分区和业务日期。本文为您介绍如何编辑板块参数。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完成业务板块的创建，详情请参见新建业务板块。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编辑板块参数的权限限制，详情请参见数仓规划权限列表。

如果业务板块被引用，则板块参数的英文名英文名和数据类型数据类型不支持编辑。

板块参数定义了业务板块内通用和统一的参数信息，包括时间分区时间分区和业务日期业务日期：

时间分区时间分区：定义了逻辑表时间分区字段的默认名称、数据类型等。

业务日期业务日期：定义了任务调度的业务日期，默认为bizdat ebizdat e。

编辑时间分区编辑时间分区
1. 进入数仓规划页面，请参见入口介绍。

2. 在规划规划页面，单击左侧导航栏的业务板块业务板块。

3. 在业务板块业务板块页面，单击需要编辑板块参数的业务板块。

4. 在板块参数板块参数区域，单击时间分区时间分区后的 图标。

5. 根据编辑时间分区编辑时间分区对话框提示，配置参数。

2.3. 编辑板块参数2.3. 编辑板块参数

数仓规划··业务板块 智能数据构建与管理 Dat ap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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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中文名中文名

默认为时间分区。中文名由汉字、字母、数字、下划线（_）或短划线（-）组合组
成。

说明 说明 中文名中文名 不能超过64个字符。

英文名英文名

默认为dsds 。英文名由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组成。

说明 说明 英文名英文名 不能超过64个字符。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选择数据类型。系统支持的数据类型如下：

ST RINGST RING

BIGINTBIGINT

DOUBLEDOUBLE

DAT ET IMEDAT ET IME

默认值默认值 填写时间分区的默认值，如果没有默认值，则填写NULL。

描述描述 对时间分区简单的描述。

6. 单击确定确定，完成时间分区的编辑。

编辑业务日期编辑业务日期
1. 在业务板块业务板块页面，单击需要编辑板块参数的业务板块。

智能数据构建与管理 Dat aphin 数仓规划··业务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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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板块参数板块参数区域，单击业务日期业务日期后的 图标。

3. 在编辑业务日期编辑业务日期对话框，单击参考值参考值显示框区域，在下拉列表中选择业务日期的格式。

4. 单击确定确定，完成业务日期的编辑。

数仓规划··业务板块 智能数据构建与管理 Dat ap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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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定义仅支持定义统计周期。统计周期即统计数据的时间范围，例如最近7天、最近30天等。本文为您介
绍如何新建统计周期。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完成计算引擎类型设置，详情请参见设置Dataphin实例的计算引擎。计算引擎类型设置完成后，系统会自动
初始化一批统计周期（即系统内置的常用统计周期）。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新建统计周期的权限限制，详情请参见数仓规划权限列表。

新建统计周期新建统计周期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数仓规划页面。

2. 在规划规划页面，单击左侧导航栏的公共定义公共定义。

3. 在公共定义公共定义页面，单击新建统计周期新建统计周期。

4. 在新建统计周期新建统计周期对话框，配置参数。

参数 描述

3.管理统计周期3.管理统计周期

智能数据构建与管理 Dat aphin 数仓规划··管理统计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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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周期统计周期

统计周期名称由汉字、数字、字母、下划线（-）或短划线（-）组合组成。

说明 说明 统计周期名称不能超过64个字符。

英文缩写英文缩写

统计周期英文名由字母、数字或下划线（-）组合组成。

说明 说明 统计周期名称不能超过64个字符。

描述描述 填写对统计周期的简单描述。

表达式表达式 单击表达式表达式 后面的表达式参数说明表达式参数说明 ，查看系统支持的参数及其用法。

开始时间开始时间

配置统计周期的开始时间开始时间 ：

选中参数参数 后，填写参数的表达式。

选中函数表达式函数表达式 后，单击 图标，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函数。系统自动选中函数对

应的表达式。

结束时间结束时间

配置统计周期的结束时间结束时间 ：

选中参数参数 后，填写参数的表达式。

选中函数表达式函数表达式 后，单击 图标，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函数。系统自动选中函数对

应的表达式。

参数 描述

说明说明

系统不支持创建相同的时间周期（即开始时间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结束时间分别相同）。

系统不支持创建相同的统计周期统计周期或英文缩写英文缩写。

5. 单击确定确定，完成统计周期的创建。

编辑统计周期编辑统计周期
1. 在公共定义公共定义页面，查询统计周期。

您可以在搜索框中，输入统计周期名称或英文缩写英文缩写的关键字，快速查询统计周期。

2. 单击需要编辑的统计周期操作操作列下的 图标。

3. 在编辑统计周期编辑统计周期对话框，编辑参数，详情请参见新建统计周期。

说明 说明 如果统计周期被引用，则英文缩写英文缩写不支持编辑。

4. 单击确定确定，完成统计周期的编辑。

删除统计周期删除统计周期

数仓规划··管理统计周期 智能数据构建与管理 Dat aphin

18 > 文档版本：20220712



1. 在数仓规划规划页面，单击左侧导航栏的公共定义公共定义。

2. 在公共定义公共定义页面，查询统计周期。

您可以在输入框中，输入统计周期名称或英文缩写英文缩写的关键字，快速查询统计周期。

3. 单击需要删除的统计周期后操作操作列下的 图标。

4. 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定确定，完成统计周期的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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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完成系统初始化后，即可为Dataphin添加计算源。计算源用于绑定计算引擎项目和Dataphin项目，为
Dataphin项目提供处理任务的计算源。

功能概述功能概述
Dataphin支持添加MaxCompute、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Flink计算源。

计算源类型 特点 描述

MaxCompute 离线计算源

智能研发版支持的计算引擎为MaxCompute，即根据业务需求您可以
选择是否需要新建MaxCompute计算源。

绑定了MaxCompute计算源的项目，支持规范建模、即席查询、
MAXC任务、通用脚本等功能。

AnalyticDB For
PostgreSQL

离线计算源

基础研发版支持的计算引擎为AnalyticDB For PostgreSQL，即根据
业务需求选择是否需要新建AnalyticDB For PostgreSQL计算源。

绑定了AnalyticDB For PostgreSQL计算源的项目，支持ADB任务、即
席查询、通用脚本等功能。

Flink 实时计算源

基础研发版和智能研发版均默认支持Flink类型的实时计算引擎，即根
据业务需求您可以选择是否需要新建Flink计算源。

绑定了Flink计算源的项目，支持Flink任务。

使用场景使用场景

场景说明 描述 操作指导

添加MaxCompute计算源至项目
业务场景中需要建模、构建即席查询
和MAXC任务或通用任务。

1. 新建MaxCompute计算源。

2. 添加计算源至项目，详情请参
见创建Basic项目或管理项目空
间的权限和计算源。

添加AnalyticDB For PostgreSQL计
算源至项目

业务场景中需要构建ADB任务、即席
查询或通用脚本任务。

1. 新建AnalyticDB For
PostgreSQL计算源。

2. 添加计算源至项目，详情请参
见创建Basic项目或管理项目空
间的权限和计算源。

4.计算源4.计算源
4.1. 概述4.1.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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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Flink计算源至项目 业务场景中需要构建Flink任务。

1. 新建Flink计算源。

2. 添加计算源至项目，详情请参
见创建Basic项目或管理项目空
间的权限和计算源。

场景说明 描述 操作指导

MaxCompute计算源用于绑定Dataphin项目空间和MaxCompute项目，为Dataphin项目提供处理离线计算任
务的计算源。如果Dataphin系统的计算引擎设置为MaxCompute，则只有项目空间添加了MaxCompute计算
源，才支持规范建模、即席查询、MAXC任务、通用脚本等功能。本文为您介绍如何新建MaxCompute计算
源。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设置Dataphin计算引擎为MaxCompute，请参见设置Dataphin实例的计算引擎。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系统支持超级管理员和项目管理员角色的账号新建计算源。更多信息，请参见数仓规划权限列表。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数仓规划页面。

2. 在数仓规划规划页面，单击左侧导航栏的计算源计算源。

3. 在计算源计算源页面，单击页面右上方的新增计算源新增计算源。

4. 在新建计算源新建计算源对话框，配置参数。

4.2. 新建MaxCompute计算源4.2. 新建MaxCompute计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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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计算源类型计算源类型 选择为MaxComput eMaxComput e。

计算源名称计算源名称 计算源名称由汉字、数字、字母、下划线（_）或短划线（-）组合组成。

计算源描述计算源描述 填写计算源的简单描述。

EndpointEndpoint 默认为计算引擎的Endpoint，不支持修改。

Project  NameProject  Name
填写在DataWorks中创建的MaxCompute项目名称。

请参见工作空间列表，获取MaxCompute项目的Project  NameProject  Name。

Access IDAccess ID、AccessAccess
KeyKey

填写可以访问MaxCompute项目的账号的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

在用户信息管理页面，获取账号的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

注意注意

为了保证Dataphin项目空间与MaxCompute项目正常连接，建议填写
MaxCompute项目管理员的AccessKey。

为了保证元数据正常采集，请尽量不修改MaxCompute项目的
AccessKey。

5. 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测试连接的计算源。

6. 测试成功后，单击提交提交。

完成创建MaxCompute计算源后，即可为项目绑定MaxCompute计算源，请参见创建Basic项目、创建
Prod和Dev项目。

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计算源用于绑定Dataphin项目和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项目，为Dataphin
项目提供处理离线计算任务的计算源。如果Dataphin系统的计算引擎设置为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则
只有添加了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计算源的项目，支持ADB任务、即席查询、通用脚本等功能。本文为
您介绍如何新建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计算源。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Dataphin的计算引擎设置为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详情请参见设置Dataphin实例的计算引擎。

已获取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计算引擎数据库对应的Schema、用户名和密码，详情请参见。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如果Dataphin系统的计算引擎设置为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则项目绑定不同计算源类型对应的功能说
明如下。

4.3. 新建AnalyticDB For PostgreSQL计4.3. 新建AnalyticDB For PostgreSQL计
算源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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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绑定计算源类型 支持的功能

项目仅绑定了Flink类型的
计算源

Flink任务

项目绑定了AnalyticDB
For PostgreSQL和Flink类
型的计算源

即席查询、ADB任务、通用脚本

新建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计算源的权限限制，详情请参见数仓规划权限列表。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数仓规划页面。

2. 在数仓规划规划页面，单击左侧导航栏的计算源计算源。

3. 在计算源计算源页面，单击新增计算源新增计算源。

4. 在新建计算源新建计算源对话框，配置参数。

参数 描述

计算类型计算类型 选择为Analyt icDB For Post greSQLAnalyt icDB For Post greSQL。

计算源名称计算源名称 计算源名称由汉字、数字、字母、下划线（_）或短划线（-）组合组成。

计算源描述计算源描述 填写计算源的简单描述。

JDBC URLJDBC URL 默认为计算引擎的JDBC URL，不支持修改。

SchemaSchema 填写计算引擎数据库对应的Schema连接信息。

用户名用户名 填写AnalyticDB For PostgreSQL计算引擎数据库的登录用户名。

密码密码 填写AnalyticDB For PostgreSQL计算引擎数据库的登录密码。

5. 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测试连接的计算源。

6. 测试成功后，单击提交提交。

完成创建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计算源后，即可为项目绑定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计算源，详
情请参见创建Basic项目或管理项目空间的权限和计算源。

Flink计算源用于承载Dataphin项目下基于Flink的计算资源（以CU为单位，含资源队列），只有绑定了Flink计
算源的项目，才支持基于Flink引擎研发计算任务。本文将为您介绍如何新建Flink计算源。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获取Flink计算源的Project  NameProject  Name，详情请参见Flink项目。

注意 注意 当前，Dataphin支持Blink独享集群。

在用户信息管理页面，获取您访问阿里云官网的Access IDAccess ID和Access KeyAccess Key。

4.4. 新建Flink计算源4.4. 新建Flink计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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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数仓规划页面。

2. 在数仓规划规划页面，单击左侧导航栏的计算源计算源。

3. 在计算源计算源页面，单击新增计算源新增计算源。

4. 在新建计算源新建计算源对话框，配置参数。

参数 描述

计算类型计算类型 选择为FLINKFLINK。

计算源名称计算源名称 填写计算源的名称。

计算源描述计算源描述 填写计算源的描述。

Project  NameProject  Name 填写项目的英文名称。

Access IDAccess ID 填写鉴权的Access ID。

Access KeyAccess Key 填写鉴权Access Key。

说明说明

新建实时计算源时，仅允许添加同一个RAM主账号下的Real-t ime Compute项目。

新建实时计算源时，请尽量填写Real-t ime Compute项目管理员的Access Key，以保证连接
无误。

新建实时计算源时，请尽量不修改Real-t ime Compute项目的Access Key，保证元数据正常
采集。

计算源创建完成后，计算源类型不支持更改。

5. 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测试连接的计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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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提交提交，完成Flink计算源的创建。

完成创建Flink计算源后，即可为项目绑定Flink计算源，详情请参见创建Prod和Dev项目或创建Basic项
目。

Dataphin支持为MaxCompute计算引擎的离线数仓添加加速计算源，后续就可以加速数据服务中的Dataphin
数据源的查询速度，以满足对查询速度有要求的业务场景。在您为离线数仓添加加速计算源前，需要新建加
速计算源。本文为您介绍如何新建加速计算源。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在开始执行操作前，请确认您已开通Hologres，详情请参见购买Hologres。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Hologres支持加速MaxCompute项目下数据查询速度，关于Hologres更多内容请参见什么是实时数仓
Hologres。如果数据服务中的Dataphin数据源对数据查询速度有要求，但当Dataphin的计算引擎为
MaxCompute时，任务运行速度比较慢，不能很好地满足对查询速度有要求的业务场景。

因此，您可以创建计算源并添加至已绑定MaxCompute计算源的项目中，后续就可以对计算空间选择该项目
的Dataphin数据源进行加速业务数据的查询速度。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数仓规划页面。

2. 在数仓规划规划页面，按照下图操作指引，进入新建计算源新建计算源。

3. 在新建计算源新建计算源对话框，配置参数。

4.5. 创建加速计算源4.5. 创建加速计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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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计算源类型计算源类型 选择为HologresHologres 。

计算源名称计算源名称

命名规则如下：

包含汉字、数字、字母、下划线（_）或短划线（-）。

不能超过64个字符。

计算源描述计算源描述 填写对计算源的描述。

数仓规划··计算源 智能数据构建与管理 Dat ap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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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BC URLJDBC URL

填写连接Hologres的JDBC URL，例如  jdbc:postgresql://{域名}/{数据库名称
} 。

在实时数仓Hologres控制台的实例详情页面，获取对应网络下的域名。

在Dat abase管理Dat abase管理 页面获取数据库名称。

SchemaSchema 填写连接Hologres对应的Schema。

用户名用户名 、密码密码
填写可以访问Hologres实例账号的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在用户信息
管理页面，获取当前账号的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

访问方式访问方式

选择对应的访问方式：

Hologres数据源所在网络环境为VPC网络，则访问方式选择为VPC网络VPC网络 。

Hologres数据源所在网络环境为公网，则访问方式选择为公网IP公网IP。

参数 描述

智能数据构建与管理 Dat aphin 数仓规划··计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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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区域 、VPC IDVPC ID、实例ID实例ID

当访问方式访问方式 选择为VPC网路VPC网路 ，则需要配置如下参数：

区域区域 ：仅支持选择当前Dataphin实例所在的地域。

说明 说明 仅支持创建与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的Hologres计算源。

VPC IDVPC ID：填写Hologres实例的VPC ID。

实例ID实例ID：填写Hologres实例的ID。

在实时数仓Hologres控制台的实例详情页面，查看实例ID和VPC ID，VPC ID格式为
 {实例ID}-{实例所在地域}-VPC ，例如hgprecn-cn-8ed2k5u4****-cn-

hangzhou-vpc。

参数 描述

4. 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

5. 连接测试通过后，单击提交提交。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完成创建加速计算源后，即可为已绑定MaxCompute计算源的项目添加Hologres加速计算源，详情请参见创
建Basic项目或创建Prod和Dev项目。

Dataphin支持管理系统中的计算源，包括测试、修改和删除计算源及转移计算源的责任人。本文为您介绍如
何测试、修改和删除计算源及如何转移计算源的责任人。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完成计算源的创建，详情请参见新建MaxCompute计算源、新建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计算源、新建
Flink计算源。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测试、修改和删除计算源及转移计算源的责任人的权限限制，详情请参见数仓规划权限列表。

已被项目绑定的计算源不支持删除。

测试计算源测试计算源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数仓规划页面。

2. 在数仓规划规划页面，单击左侧导航栏的计算源计算源。

3. 单击需要连接测试的计算源所在行的操作操作列下的 图标。

4.6. 管理计算源4.6. 管理计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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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计算源修改计算源

1. 在计算源计算源页面，单击需要修改计算源操作操作列下的 图标。

2. 在编辑计算源编辑计算源对话框，修改配置参数，详情请参见新建MaxCompute计算源、新建AnalyticDB For
PostgreSQL计算源和新建Flink计算源。

3. 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测试计算源是否可以连通。

4. 测试成功后，单击提交提交，完成计算源的修改。

转交责任人转交责任人

1. 在计算源计算源页面，单击需要转交责任人的计算源操作操作列下的 图标。

2. 在转移负责人转移负责人对话框，选择负责人负责人。

3. 单击确定确定。

删除计算源删除计算源

1. 在计算源计算源页面，单击需要删除计算源操作操作列下的 图标。

2. 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定确定，完成计算源的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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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是Dataphin的基本组织单元，是进行多用户隔离和访问控制的主要边界。您开通Dataphin服务后，需要
通过项目使用Dataphin。为了保障数据生产的稳定性及对数据研发流程的强管控，您可以创建Dev-Prod模
式的项目。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Dev-Prod模式的项目。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Dataphin支持两种开发模式的项目，详细说明见下表。

项目的模式 描述

Dev-Prod模式

完成项目的创建后，系统默认生成了开发环境（Dev项目）和生产环境（Prod项目）。
Prod项目保障了生产环境项目中的数据安全。如果您管理诉求较强，数据研发人员较多
且能力及分工明确，数据计算存储预算较高，推荐此模式。

5.项目空间5.项目空间
5.1. 创建Prod和Dev项目5.1. 创建Prod和Dev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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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模式

完成项目的创建后，系统默认生成了Basic项目（开发和生产一体的项目）。Basic项目
的数据生产过程稳定且便捷。如果您关注数据研发效率，研发人员职能边界模糊，计算
存储预算有限制，推荐此模式。Basic项目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创建Basic项目。

注意注意

Basic模式不支持升级为Dev-Prod模式，且Basic模式存在直接变更生产风
险，请您谨慎选择。

如果选择了Basic模式，请您谨慎管理项目成员，以控制数据生产的稳定
性。

项目的模式 描述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在开始执行操作前，请确认您以满足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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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需要研发流批一体任务，则在创建项目前需要完成Flink计算源的创建，请参见新建Flink计算源。

Dataphin的计算引擎为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且数据研发过程中需要使用数据集成、即席查询、
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的SQL计算任务等功能，则在创建项目前需要完成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
计算源的创建，请参见新建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计算源。

Dataphin的计算引擎为MaxCompute，且数据研发过程中需要使用规范建模、即席查询、MaxCompute计
算任务等功能，则在创建项目前需要完成MaxCompute计算源的创建，请参见新建MaxCompute计算源。

Dataphin支持添加Hologres加速计算源至已绑定MaxCompute计算源的项目，加速数据服务的查询速度。
如果您需要加速业务数据的查询速度，则在创建项目前需要创建加速计算源， 详情请参见创建加速计算
源。

Dataphin对接了机器学习PAI，为您提供了机器学习PAI基础的算法调度能力。在开始使用机器学习任务
前，需要开通机器学习并已创建工作空间， 详情请参见开通并创建默认工作空间。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系统支持超级管理员角色和板块管理员角色的账号创建项目。

系统仅支持项目管理员和板块管理员角色的账号，关闭和开启数据表读写的权限申请。

如何获取板块管理员角色，请参见新建业务板块。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Dev项目和Prod项目中配置的计算源需保持一致，否则可能导致生产环境的任务调度失败。

操作流程操作流程

操作流程 描述

步骤一：选择项目类型

选择项目的模式为Dev-Prod模式。

完成项目的创建后，系统自动生成互相关联的Dev环境和Prod环境，以强管控数据生产
过程、生产的数据。

步骤二：配置项目的名称
和命名空间

配置项目的基本信息，包括项目的名称和命名空间。

步骤三：配置项目的计算
源及开启机器学习

计算源为项目的提供计算和存储资源，同时您也可以开启机器学习，后续您可以导入机
器学习的工作流在Dataphin进行调度运维。

步骤四：配置项目的沙箱
白名单

配置项目中的Shell、Python任务可以访问的IP地址或域名。

您也可以通过信息设置信息设置 添加沙箱白名单，请参见添加沙箱白名单。

步骤五：配置项目的数据
读写申请权限

Dataphin支持通过项目粒度的方式，管控项目中的元表和物理表的读取和写入数据的权
限申请。以规避审批者误操作，导致的数据泄露与安全问题。

您也可以通过信息设置信息设置 配置项目的数据读写申请权限，请参见设置数据读写申请权限。

步骤一：选择项目类型步骤一：选择项目类型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数仓规划数仓规划页面。

2. 在数仓规划数仓规划页面，按照下图操作指引，进入新建项目新建项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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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新建项目新建项目对话框，选择创建项目的模式为Dev-Prod模式Dev-Prod模式。

4.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步骤二：配置项目的名称和命名空间步骤二：配置项目的名称和命名空间
在新建项目新建项目对话框的名称设置名称设置和命名空间命名空间区域，配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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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参数名称 描述

名称设置名称设置

公用名称公用名称

填写项目的公用名称。命名规则如下：

包含汉字、数字、字母、下划线（_）或短划线（-）。

不支持以LD_开头。

说明 说明 业务板块英文名默认以LD_LD_作为前缀，以免引用
逻辑表和物理表时出现冲突。

不能超过64字符。

公用英文名公用英文名

填写项目的公用英文名。命名规则如下：

包含字母、数字、下划线（_）

不支持以LD_开头。

说明 说明 业务板块英文名默认以LD_LD_作为前缀，以免引用
逻辑表和物理表时出现冲突。

不能超过64个字符。

开发环境项目英文名默认以_dev作为后缀。

计算引擎为MaxCompute时，建议建议 项目的公用英文名公用英文名 与对应的
MaxCompute项目名一致。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业务板块业务板块

选择项目所属的业务板块。

注意 注意 如果您购买的Dataphin实例为基础研发版，则系统
不支持选择业务板块。

空间类型空间类型

区分项目开发任务及产出数据特征，默认为应用层。空间类型包括3
种：

基础层基础层 ：来自各个业务数据库的原始数据存储，是后续所有数据建
设的来源与基础，也称为垂直数据中心。

公共层公共层 ：基于各业务数据，抽象公共的主题，沉淀标准、规范、可
共用的数据，是连接基础层与应用层的中间桥梁，也称为公共数据
中心。

应用层应用层 ：面向业务需求，定义生成可应用于不同场景的个性化、多
样化的数据指标。

步骤三：配置项目的计算源及开启机器学习步骤三：配置项目的计算源及开启机器学习
1. 在新建项目新建项目对话框的项目设置项目设置区域，如果Dataphin初始化为MaxCompute，则需要选择计算源类型计算源类型。

根据Dataphin初始化的计算引擎不同，支持选择的计算源类型也不同，详细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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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phin初始化为MaxCompute，则需要选择计算源类型，支持选择的计算源类型包括
MaxCompute、Flink、Hologres。

MaxCompute：MaxCompute是一种快速、完全托管的TB或PB级数据仓库解决方案，能够更快速
为您解决海量数据计算问题，有效降低企业成本，并保障数据安全，详情请参见MaxCompute。

Flink：添加Flink计算源后，您可以在Dataphin中进行流式计算任务开发，详情请参见阿里云实时计
算。

Hologres：您可以创建计算源并添加至已绑定MaxCompute计算源的项目中，后续就可以对计算空
间选择该项目的Dataphin数据源进行加速业务数据的查询速度，详情请参见什么是实时数仓
Hologres。

Dataphin初始化为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则不需要选择计算源类型。

2. 配置计算源的参数。

计算源类型选择为MaxCompute、Flink、Hologres。

计算源类型默认为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

开启了机器学习。

注意 注意 仅计算源类型为MaxCompute的项目，支持开启机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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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源的参数配置，详细说明如下。

参数 描述

机器学习机器学习

注意 注意 仅计算源类型为MaxCompute的项目，支持开启机器学习。

Dataphin对接了机器学习PAI，为您提供了机器学习PAI基础的算法调度能力。在机
器学习平台中，创建可视化建模的工作空间时，资源选择为基于MaxCompute的计
算资源组，详情请参见资源管理概述。

计算源计算源

选择您已创建相应计算源类型的计算源，项目创建成功后，不支持修改计算源。

注意注意

已绑定项目的计算源，无法被其他项目再次绑定。

Dev项目和Prod项目的计算源需保持一致。

同步创建数据源同步创建数据源
系统支持为项目绑定MaxCompute、AnalyticDB For PostgreSQL计算源时，且选
中同步创建数据源同步创建数据源 后，Dataphin自动创建对应类型的数据源。创建数据源时配置的
信息，请参见附录：同步创建数据源的机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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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英文名

Dev项目的英文名默认为项目公用英文名公用英文名 后增加_dev_dev。

名称名称 Dev项目的名称默认为项目的公用名称公用名称 后增加_开发_开发 。

描述描述 填写对Dev、Prod项目的描述。

开发操作开发操作 或生产操作生产操作
开发操作默认为代码编辑、发布管理、调度；生产操作默认为代码编辑（查看）、
调度，不支持修改，均不支持。

业务板块业务板块
默认为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区域设置的业务板块名称，且Dev项目的业务板块名称增加后
缀_dev_dev，不支持修改。

参数 描述

步骤四：配置项目的沙箱白名单步骤四：配置项目的沙箱白名单
1. 在其他设置其他设置的沙箱白名单沙箱白名单区域，按照下图操作指引，添加该项目下输入Shell、Python任务需要访问的

IP地址或域名。

2. 单击确定确定，Shell、Python任务可以访问对应的IP地址或域名。

对于已添加的沙箱白名单，您也可以单击操作操作列下的 图标，删除后项目下的Shell、Python任务，将无

法访问对应的IP地址或域名。

步骤五：配置项目的数据读写申请权限步骤五：配置项目的数据读写申请权限
1. 在其他设置其他设置对话框的通用功能控制通用功能控制区域，选择是否需要开启数据读写权限申请数据读写权限申请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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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或关闭数据写权限申请：

关闭数据写权限申请后，当前项目下的物理表及元表不支持申请写入权限，同时Dataphin不收回已申
请过的写入权限。

开启数据写权限申请后，当前项目下的物理表及元表支持申请写入权限。申请写入权限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申请权限。

开启或关闭数据读权限申请：

关闭数据读权限申请后，当前项目下物理表及元表不支持申请查询权限，同时Dataphin不收回已申请
过的查询权限。

开启数据读权限申请后，当前项目下的物理表及元表支持申请查询权限。申请查询权限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申请权限。

2. 单击确定确定，完成Prod项目和Dev项目的创建。

附录：同步创建数据源的机制说明附录：同步创建数据源的机制说明
同步创建数据源时，系统自动配置的参数信息如下。

参数 描述

数据源类型数据源类型
根据计算源类型配置为相应的数据源类型，包括MaxCompute或AnalyticDB For
PostgreSQL。

数据源名称数据源名称 默认配置为Prod计算源英文名。

数据源描述数据源描述 默认配置为Prod项目的描述。

数据源配置数据源配置 默认选择为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 。

开发数据源开发数据源
需要配置EndpointEndpoint 、Project  NameProject  Name、Access IDAccess ID、Access KeyAccess Key参数，默认填写Dev
项目绑定的计算源的连接信息。

生产数据源生产数据源
需要配置EndpointEndpoint 、Project  NameProject  Name、Access IDAccess ID、Access KeyAccess Key参数，默认填写
Prod项目绑定的计算源的连接信息。

同步创建数据源过程中，系统校验规则如下：

数据源重名校验：如果已存在同名数据源，则数据源创建失败，项目创建不阻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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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测试连接：如果测试连接失败，则数据源创建失败，项目创建不阻断。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创建完项目后，即可进入工作区开始数据的研发。如何基于Dataphin开发数据，请参见数据开发。

项目是Dataphin的基本组织单元，是进行多用户隔离和访问控制的主要边界。您开通Dataphin服务后，需要
通过项目使用Dataphin。在关注数据研发效率，且计算存储预算有限制的场景中，推荐您创建Basic模式的
项目。Basic项目数据生产过程稳定且便捷。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Basic模式的项目。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Dataphin支持两种开发模式的项目，详细说明见下表。

项目的模式 描述

5.2. 创建Basic项目5.2. 创建Basic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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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Prod模式

完成项目的创建后，系统默认生成了开发环境（Dev项目）和生产环境（Prod项目）。
Prod项目保障了生产环境项目中的数据安全。如果您管理诉求较强，数据研发人员较多
且能力及分工明确，数据计算存储预算较高，推荐此模式。Dev-Prod项目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创建Prod和Dev项目。

项目的模式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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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模式

完成项目的创建后，系统默认生成了Basic项目（开发和生产一体的项目）。Basic项目
的数据生产过程稳定且便捷。如果您关注数据研发效率，研发人员职能边界模糊，计算
存储预算有限制，推荐此模式。

注意注意

Basic模式不支持升级为Dev-Prod模式，且Basic模式存在直接变更生产风
险，请您谨慎选择。

如果选择了Basic模式，请您谨慎管理项目成员，以控制数据生产的稳定
性。

项目的模式 描述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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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执行操作前，请确认您以满足以下条件：

如果您需要研发流批一体任务，您需要根据业务需求选择新建Ververcia Flink计算源、创建Blink计算源或
开源Flink计算引擎。具体操作，请参见新建Flink计算源或创建Blink计算源。

如果您选择的Dataphin的计算引擎为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且数据研发过程中需要使用数据集成、
即席查询、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的SQL计算任务等功能，则在创建项目空间前需要完成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计算源的创建，请参见新建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计算源。

如果您选择的Dataphin的计算引擎为MaxCompute，且数据研发过程中需要使用规范建模、即席查询、
MaxCompute计算任务等功能，则在创建项目空间前需要完成MaxCompute计算源的创建，请参见新建
MaxCompute计算源。

Dataphin支持添加Hologres加速计算源至已绑定MaxCompute计算源的项目，加速数据服务的查询速度。
如果您需要加速业务数据的查询速度，则在创建项目空间前需要创建加速计算源， 详情请参见创建加速计
算源。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系统支持超级管理员、系统管理员、板块架构师角色的账号创建项目。

系统仅支持项目超级管理员、系统管理员、板块架构师角色的账号，具备关闭和开启数据表读写的权限申
请。

操作流程操作流程

操作流程 描述

步骤一：选择项目类型

选择项目的模式为Basic模式。

完成项目的创建后，系统生成独立灵活的生产环境，数据生产过程相对稳定而便捷，生
产的数据可管控。

步骤二：配置项目的计算
源和名称

为项目配置计算源、英文名、名称和描述。

步骤三：配置项目的命名
空间

配置项目的业务板块和空间类型。

步骤四：配置项目的沙箱
白名单

配置项目中的Shell、Python任务可以访问的IP地址或域名。

您也可以通过信息设置信息设置 添加沙箱白名单，请参见添加沙箱白名单。

步骤五：配置项目的数据
读写申请权限

Dataphin支持通过项目粒度的方式，管控项目中的元表和物理表的读取和写入数据的权
限申请，以规避审批者误操作，导致的数据泄露与安全问题。

您也可以通过信息设置信息设置 配置项目的数据读写申请权限，请参见设置数据读写申请权限。

步骤一：选择项目类型步骤一：选择项目类型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数仓规划数仓规划页面。

2. 在数仓规划数仓规划页面，按照下图操作指引，进入新建项目新建项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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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新建项目新建项目对话框，选择创建项目的模式为Basic模式Basic模式。

4.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步骤二：配置项目的计算源和名称步骤二：配置项目的计算源和名称
在新建项目新建项目对话框的项目设置项目设置区域，配置计算源参数。

根据Dataphin初始化的计算引擎不同，支持选择的计算源类型也不同，详细说明如下：

Dataphin初始化为MaxCompute，则需要选择计算源类型，支持选择的计算源类型包括MaxCompute、
Flink、Hologres。

说明 说明 如果Dataphin初始化为MaxCompute，则需要选择计算源类型计算源类型后，再配置计算源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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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Compute：MaxCompute是一种快速、完全托管的TB或PB级数据仓库解决方案，能够更快速为您
解决海量数据计算问题，有效降低企业成本，并保障数据安全，详情请参见MaxCompute。

Flink：添加Flink计算源后，您可以在Dataphin中进行流式计算任务开发，详情请参见阿里云实时计算。

Hologres：您可以创建计算源并添加至已绑定MaxCompute计算源的项目中，后续就可以对计算空间选
择该项目的Dataphin数据源进行加速业务数据的查询速度，详情请参见什么是实时数仓Hologres。

Dataphin初始化为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则不需要选择计算源类型。

计算源的参数配置，详细说明如下。

参数 描述

机器学习机器学习

注意 注意 仅计算源类型为MaxCompute的项目，支持开启机器学习。

Dataphin对接了机器学习PAI，为您提供了机器学习PAI基础的算法调度能力。在机器学
习平台中，创建可视化建模的工作空间时，资源选择为基于MaxCompute的计算资源
组，详情请参见资源管理概述。

开启了机器学习机器学习 后，需要配置以下参数：

PAI地域PAI地域 ：选择和Dataphin实例所在地域。

AccessKey IDAccessKey ID、AccessKey SecretAccessKey Secret ：配置成需要访问PAI账号的AccessKey ID、
AccessKey Secret。

PAI项目名称PAI项目名称 ：选择PAI项目。

建议建议 当前Dataphin项目绑定的MaxCompute项目与PAI绑定的MaxCompute项目保持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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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源计算源

选择您已创建相应计算源类型的计算源，项目创建成功后，不支持修改计算源。

注意注意

已绑定项目的计算源，无法被其他项目再次绑定。

Dev项目和Prod项目的计算源需保持一致。

同步创建数据源同步创建数据源
系统支持为项目绑定MaxCompute、AnalyticDB For PostgreSQL计算源时，且选中同同
步创建数据源步创建数据源 后，Dataphin自动创建对应类型的数据源。创建数据源时配置的信息，
请参见附录：同步创建数据源的机制说明。

英文名英文名

项目创建成功后，其英文名不支持修改。命名规则如下：

包含字母、数字、下划线（_）。

不能超过64个字符。

名称名称

命名规则如下：

包含中文、数字、字母、下划线（_）、短划线（-）。

不能超过64个字符。

描述描述 填写对Dev、Prod项目的描述。

参数 描述

步骤三：配置项目的命名空间步骤三：配置项目的命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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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建项目新建项目页面的命名空间命名空间区域，配置参数。

参数 描述

业务板块业务板块

非必填写项。为新建项目选择所属的业务板块。

注意 注意 如果您购买的Dataphin实例为基础研发版，则系统不支持业务板块。

空间类型空间类型

区分项目开发任务及产出数据特征，默认为应用层。空间类型包括3种：

基础层基础层 ：来自各个业务数据库的原始数据存储，是后续所有数据建设的来源与基础，
也称为垂直数据中心。

公共层公共层 ：基于各业务数据，抽象公共的主题，沉淀标准、规范、可共用的数据，是连
接基础层与应用层的中间桥梁，也称为公共数据中心。

应用层应用层 ：面向业务需求，定义生成可应用于不同场景的个性化、多样化的数据指标
等。

功能操作功能操作 默认为代码编辑、调度，不支持修改。

附录：同步创建数据源的机制说明附录：同步创建数据源的机制说明
同步创建数据源时，系统自动配置的参数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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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数据源类型数据源类型
根据计算源类型配置为相应的数据源类型，包括MaxCompute或AnalyticDB For
PostgreSQL。

数据源名称数据源名称 默认配置为计算源名称。

数据源描述数据源描述 默认配置为项目的描述。

数据源配置数据源配置 默认选择为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 。

开发数据源开发数据源
需要配置EndpointEndpoint 、Project  NameProject  Name、Access IDAccess ID、Access KeyAccess Key参数，默认填写项
目绑定的计算源的连接信息。

生产数据源生产数据源
需要配置EndpointEndpoint 、Project  NameProject  Name、Access IDAccess ID、Access KeyAccess Key参数，默认填写项
目绑定的计算源的连接信息。

同步创建数据源过程中，系统校验规则如下：

数据源重名校验：如果已存在同名数据源，则数据源创建失败，项目创建不阻断。

数据源测试连接：如果测试连接失败，则数据源创建失败，项目创建不阻断。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创建完项目后，即可进入工作区开始数据的研发。如何基于Dataphin开发数据，请参见数据开发。

为了更好地管控项目空间中的数据安全及数据处理能力，Dataphin支持通过项目空间全局管理数据结果下载
权限、数据读写权限、访问权限（沙箱白名单）、开启资产安全策略、成员的操作权限及添加计算源。本文
为您介绍如何管理项目空间的权限和添加计算源。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5.3. 管理项目空间的权限和计算源5.3. 管理项目空间的权限和计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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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项目空间的创建，请参见创建Basic项目空间或创建Prod和Dev项目空间。

场景说明场景说明

功能 使用场景说明 使用限制

设置数据结果下载
权限

Dataphin支持通过项目粒度的方式，管控项目空间中数据查询（即席
查询或计算任务）结果的下载权限，以规避数据泄露的问题：

关闭后，则系统通过执行代码（即席查询或计算任务），查询的数
据结果无法下载。

开启后，则系统支持下载查询数据结果至本地客户端，请参见下载
数据。

系统仅支持超级管
理员和项目管理员
角色的成员操作

设置数据读写申请
权限

Dataphin支持通过项目粒度的方式，管控项目空间中的元表和物理表
的读取和写入数据的权限申请。以规避审批者误操作，导致的数据泄
露与安全问题：

关闭数据读和写权限申请后，当前项目下物理表及元表不支持申请
查询和写入的权限，系统不收回已申请过的查询和写入的权限。

开启数据读和写权限申请后，当前项目下的物理表及元表支持申请
查询和写入权限。申请查询和写入权限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申请权
限。

安装资产安全策略
安装资产安全策略后，即可定义当前项目下资产的业务分类和安全等
级，并构建敏感数据识别规则，同时支持设置敏感数据脱敏规则，以
保障数据资产的安全性。更多资产安全策略信息，请参见资产安全。

添加沙箱白名单 配置项目空间中的Shell、Python任务可以访问的IP地址或域名。

添加项目成员
为项目空间添加成员。被添加的成员即可具有角色对应的权限，请参
见角色对应权限概述。

添加计算源

拓展当前项目空间数据处理的能力。不同类型的计算源支持研发的任
务，请参见数据开发。

注意 注意 对于已添加的计算源，系统不支持修改和删除。

设置数据结果下载权限设置数据结果下载权限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项目管理项目管理页面。

2. 在项目管理项目管理页面，单击需要修改DevDev或ProdProd项目下的信息设置信息设置。

3. 在信息设置信息设置对话框的通用功能控制通用功能控制区域，选择是否需要开启数据结果下载数据结果下载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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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注意 系统仅支持非访客角色的用户下载数据结果至本地。

4. 单击确定确定，即可开启或关闭数据结果下载权限。

关闭后，则系统通过执行代码（即席查询或计算任务），查询的数据结果无法下载。

开启后，则系统支持下载查询数据结果至本地客户端，请参见下载数据。

设置数据读写申请权限设置数据读写申请权限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项目管理项目管理页面。

2. 在项目管理项目管理页面，单击需要修改DevDev或ProdProd项目下的信息设置信息设置。

3. 在信息设置信息设置对话框的通用功能控制通用功能控制区域，选择是否需要开启数据读写权限申请数据读写权限申请权限。

4. 单击确定确定，即可开启或关闭数据读写权限的申请。

开启或关闭数据写权限申请：

关闭数据写权限申请后，当前项目下的物理表及元表不支持申请写入权限，同时系统不收回已申请过
的写入权限。

开启数据写权限申请后，当前项目下的物理表及元表支持申请写入权限。申请写入权限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申请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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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或关闭数据读权限申请：

关闭数据读权限申请后，当前项目下物理表及元表不支持申请查询权限，同时系统不收回已申请过的
查询权限。

开启数据读权限申请后，当前项目下的物理表及元表支持申请查询权限。申请查询权限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申请权限。

安装资产安全策略安装资产安全策略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项目管理项目管理页面。

2. 在项目管理项目管理页面，单击需要修改DevDev或ProdProd项目下的信息设置信息设置。

3. 在信息设置信息设置对话框的通用功能控制通用功能控制区域，单击安装安装，系统显示安装中安装中。

一般安装需要30分钟左右，请您耐心等待。

4. 安装完成后，单击确定确定，即可使用资产安全策略。

安装资产安全策略后，即可定义当前项目下资产的业务分类和安全等级，并构建敏感数据识别规则，同
时支持设置敏感数据脱敏规则，以保障数据资产的安全性。如何使用资产安全策略，请参见资产安全。

添加沙箱白名单添加沙箱白名单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项目管理项目管理页面。

2. 在项目管理项目管理页面，单击需要修改DevDev或ProdProd项目下的信息设置信息设置。

3. 在信息设置信息设置对话框的沙箱白名单沙箱白名单区域，添加该项目空间下输入Shell、Python任务需要访问的IP地址或
域名。

i. 单击新建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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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根据页面提示，输入Shell、Python任务需要访问的IP地址或域名。

注意 注意 必须填写可以被访问到的IP地址或域名。

iii. 单击 图标。

4. 单击确定确定，Shell、Python任务可以访问对应的IP地址或域名。

对于已添加的沙箱白名单，您也可以单击操作操作列下的 图标，删除后项目空间下的Shell、Python任务，

将无法访问对应的IP地址或域名。

添加项目成员添加项目成员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项目管理项目管理页面。

2. 在项目管理项目管理页面，单击需要修改项目下的成员管理成员管理。

3. 在成员管理成员管理对话框，单击添加成员添加成员。

4. 添加成员。

i. 在添加成员添加成员对话框，选择成员和成员的角色。

项目空间中不同角色成员的权限不同，权限概述详情见下表，详细信息请参见权限管理。角色对应
权限概述

角色 权限范围概述

超级管理员

具有管理Dataphin成员及项目成员的权限、项目文件（含逻辑表）的增加、删
除、修改及发布权限、项目节点的操作权限、项目数据的增加、删除、修改权
限。超级管理员角色的成员默认为所有项目的项目管理员，不支持从项目空间中
移除。

项目管理员
具有管理项目成员的权限、项目文件（含逻辑表）的增加、删除、修改及发布权
限、项目节点的操作权限、项目数据的增加、删除、修改权限。项目管理员角色
的成员的角色支持修改、同时支持从项目空间中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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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者
具有项目文件（含逻辑表）的增加、删除、修改、发布权限、项目节点的操作权
限、建表及负责人为自己的表删除、修改的权限。开发者角色的成员的角色支持
修改、同时支持从项目空间中移除。

运维
具有将项目文件从Dev项目发布至Prod项目的权限，具有项目节点的操作权限，
具有项目建表权限、项目表删除、修改及查询权限。运维角色的成员的角色支持
修改、同时支持从项目空间中移除。

分析师
具有项目文件（含逻辑表）的查看权限及项目即席查询文件增加、删除、修改权
限、项目节点的查看权限、项目数据查询权限。分析师角色的成员的角色支持修
改、同时支持从项目空间中移除。

访客
具有项目文件（含逻辑表）的查看权限、项目节点的查看权限、项目数据的查询
权限。访客角色的成员的角色支持修改、同时支持从项目空间中移除。

角色 权限范围概述

如果是Dev或Prod项目，则您可以选中为对应项目添加成员的配置项。系统支持同时为对应项目添
加成员，提高了添加成员的效率。

添加成员的角色对应关系如下表所示。

当前项目 当前项目角色 对应项目角色

Prod

项目管理员 项目管理员

运维 开发者

访客 访客

Dev

项目管理员 项目管理员

开发者 运维

分析师 访客

访客 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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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项目 当前项目角色 对应项目角色

注意 注意 如果对应项目中已有该成员，则保持原有角色不做覆盖。

ii. 单击确定确定。

5. 单击确定确定，被添加的成员可以进入当前项目空间进行建设或查询数据。

系统支持修改项目中的项目管理员、开发者、运维、分析师和访客角色成员的角色，及支持从项目空间
中移除项目管理员、开发者、运维、分析师和访客角色的成员。

注意 注意 系统不支持修改超级管理员的角色，同时不支持从项目空间中移除超级管理员角色的成
员。

功能 操作步骤

修改成员角色

i. 在成员管理成员管理 对话框，单击需要修改成员后的 图标。

ii.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角色角色 。关于不同角色对应权限概述，请参见角色对应权限
概述。详细的权限信息，请参见权限管理。

iii. 单击确定确定 ，修改角色的成员仅具有修改后角色对应的权限。权限信息，请参
见角色对应权限概述。

移除项目中的成员

i. 在成员管理成员管理 对话框，需要删除成员操作操作 列下的 图标。

您也可以选中多个成员后，单击成员管理成员管理 对话框下方的批量移出批量移出 。

ii. 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定确定 。

iii. 单击确定确定 ，被移除的成员不具有当前项目空间的任何操作权限。

添加计算源添加计算源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项目管理项目管理页面。

2. 在项目管理项目管理页面，单击需要修改DevDev或ProdProd项目下的信息设置信息设置。

3. 在信息设置信息设置对话框的项目设置项目设置区域，选择项目空间中没有添加的计算源类型及计算源。

智能数据构建与管理 Dat aphin 数仓规划··项目空间

> 文档版本：20220712 53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46158.html#concept-2354844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11966.html#concept-dhw-z3f-2hb/section-8mm-hjo-f31


4. 单击确定确定，即可基于添加的计算源类型开始任务的研发，请参见数据开发。

注意 注意 对于已添加的计算源，系统不支持修改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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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数据源即可实现业务数据源与Dataphin平台的网络连接。网络连接成功后，即可基于Dataphin平台和业
务数据构建智能数据。同时，您也可以将已构建的智能数据导出至数据源。

数据源类型数据源类型
Dataphin支持连接多种多源异构的数据源。目前，Dataphin支持的数据源类型，详情见下表。

类别 数据源类型

大数据存储 MaxCompute、Hive、SAP HANA、DataHub、Hologres

文件 HDFS、FTP、OSS

消息队列 Log Service、Kafka、RocketMQ

关系型数据库
PolarDB、PolarDB-X(原DRDS)、MySQL、Microsoft SQL Server、PostgreSQL、
AnalyticDB for MySQL 2.0、AnalyticDB for MySQL 3.0、AnalyticDB for
PostgreSQL、OceanBase、Oracle、Vertica、IBM DB2、Teradata、Impala

NoSQL
Elasticsearch、HBase 1.1.X、HBase 0.9.4、HBase 2.x、MongoDB、Aliyun Hbase、
Tablestore

说明 说明 如果您有其他类型的数据源诉求，请提工单并在工单上填写您需要的数据源版本及配置信
息。

网络连通网络连通
不同数据源支持的连接方式不同，详情见下表。

数据源类型 访问方式

MaxCompute 公网访问

Hive 公网访问

SAP HANA
公网数据库类型的数据源，支持公网访问。

ECS(VPC)自建数据源类型的数据源，支持VPC访问。

DataHub 公网访问

Hologres 公网访问

HDFS 公网访问

FTP 公网访问

OSS 公网访问

6.数据源6.数据源
6.1. 概述6.1.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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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Service 公网访问

Kafka 公网访问

RocketMQ 公网访问

PolarDB-X(原DRDS)
公网数据库类型的数据源，支持公网IP访问。

阿里云数据库类型的数据源，支持公网和VPC访问。

PolarDB

公网数据库类型的数据源，支持公网IP访问。

阿里云数据库类型的数据源，支持公网和VPC访问。

ECS(VPC)自建数据源类型的数据源，支持VPC访问。

MySQL

公网数据库类型的数据源，支持公网IP访问。

阿里云数据库类型的数据源，支持公网和VPC访问。

ECS(VPC)自建数据源类型的数据源，支持VPC访问。

Microsoft SQL Server

公网数据库类型的数据源，支持公网IP访问。

阿里云数据库类型的数据源，支持公网和VPC访问。

ECS(VPC)自建数据源类型的数据源，支持VPC访问。

PostgreSQL

公网数据库类型的数据源，支持公网IP访问。

阿里云数据库类型的数据源，支持公网和VPC访问。

ECS(VPC)自建数据源类型的数据源，支持VPC访问。

AnalyticDB for MySQL
2.0

公网数据库类型的数据源，支持公网IP访问。

阿里云数据库类型的数据源，支持公网和VPC访问。

AnalyticDB for MySQL
3.0

公网数据库类型的数据源，支持公网IP访问。

阿里云数据库类型的数据源，支持公网和VPC访问。

AnalyticDB for
PostgreSQL

公网数据库类型的数据源，支持公网IP访问。

阿里云数据库类型的数据源，支持公网和VPC访问。

OceanBase

公网数据库类型的数据源，支持公网IP访问。

阿里云数据库类型的数据源，支持公网和VPC访问。

ECS(VPC)自建数据源类型的数据源，支持VPC访问。

Oracle
公网数据库类型的数据源，支持公网IP访问。

阿里云数据库类型的数据源，支持公网和VPC访问。

数据源类型 访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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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tica 公网访问

IBM DB2
公网数据库类型的数据源，支持公网IP访问。

阿里云数据库类型的数据源，支持公网和VPC访问。

Teradata
公网数据库类型的数据源，支持公网IP访问。

阿里云数据库类型的数据源，支持公网和VPC访问。

Impala 公网访问

Elasticsearch 公网访问

HBase 公网访问

MongoDB 公网访问

Aliyun Hbase 公网访问

Tablestore 公网访问

数据源类型 访问方式

注意注意

目前，系统支持将Dataphin实例所在地域（华东2、华南1、华北2和华东1）的数据库配置为数
据源，且通过VPC网络连接Dataphin。

其他地域VPC网络的阿里云数据库，可以通过开通公网或高速通道的方式连接Dataphin。

同时，为了实现Dataphin与公网数据库、阿里云数据库或ECS(VPC)自建数据源的网络连通，您还需要添加
Dataphin IP白名单至数据库：

公网数据库：添加Dataphin IP白名单。Dataphin的IP白名单，请参见公网的Dataphin IP白名单。

阿里云数据库：

公网IP的访问方式：数据库需要添加Dataphin IP白名单。Dataphin的IP白名单，请参见公网的Dataphin
IP白名单。

VPC网络的访问方式：数据库需要添加Dataphin IP白名单。Dataphin的IP白名单，请参见VPC网络的
Dataphin IP白名单。

ECS(VPC)自建数据源：添加Dataphin IP白名单。您可以添加多个不同地域的Dataphin IP白名单，也可以添
加所有地域的Dataphin IP白名单。Dataphin IP白名单，请参见VPC网络的Dataphin IP白名单。

VPC网络的Dataphin IP白名单

地域 IP白名单

华东2（上海） 100.104.228.128/26、100.104.115.192/26

华南1（深圳） 100.104.48.128/26

华北2（北京） 100.104.238.6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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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地域 100.104.0.0/16

地域 IP白名单

公网的Dataphin IP白名单

地域 IP白名单

华东2（上海） 47.102.151.182

华南1（深圳） 119.23.173.65

华北2（北京） 123.56.104.202

网络连通的常见问题网络连通的常见问题
数据源测试不通后，建议您从以下几个方面排查：

数据库是否已正常启动。

数据库所在网络禁止Dataphin访问，需要添加白名单。

Dataphin无法访问数据库所在网络，请确保数据库已开发并授予访问权限。

在使用Dataphin前，您需要选择符合业务场景需求的数据库或数据仓库作为数据源，用于读取原始数据和写
入数据建设过程中的数据。Dataphin集成了丰富的数据引擎，支持对接如MaxCompute等数据仓库，也支持
对接企业传统数据库，如MySQL、Oracle等。

Dataphin支持对接的数据源包括大数据存储型数据源、文件数据源、消息队列数据源、关系型数据源和
NoSQL数据源，各模块支持对接的数据源类型说明如下。如果您需要在Dataphin中连接某数据源，则需要先
在数仓规划中的数据源模块创建该数据源。

大数据存储型数据源大数据存储型数据源

数据源类型 数据集成 实时研发 数据治理 数据服务 数据安全
创建数据源
的操作指导

MaxComput
e

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创建
MaxComput
e数据源

SAP HANA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创建SAP
HANA数据源

DataHub 不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创建
DataHub数
据源

Hologres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创建
Hologres数
据源

文件数据源文件数据源

6.2. Dataphin支持的数据源6.2. Dataphin支持的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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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类型 数据集成 实时研发 数据治理 数据服务 数据安全
创建数据源
的操作指导

FTP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创建FTP数据
源

OSS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创建OSS数
据源

消息队列数据源消息队列数据源

数据源类型 数据集成 实时研发 数据治理 数据服务 数据安全
创建数据源
的操作指导

Log Service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创建Log
Service数据
源

Kafka 不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创建Kafka数
据源

RocketMQ 不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创建
RocketMQ数
据源

关系型数据源关系型数据源

数据源类型 数据集成 实时研发 数据治理 数据服务 数据安全
创建数据源
的操作指导

PolarDB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创建PolarDB
数据源

PolarDB-
X（原
DRDS）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创建
PolarDB-X数
据源

MySQL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不支持
创建MySQL
数据源

Microsoft
SQL Server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不支持

创建
Microsoft
SQL Server
数据源

PostgreSQL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不支持
创建
PostgreSQL
数据源

Oracle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不支持
创建Oracle
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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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ticDB
for MySQL
2.0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不支持

创建
AnalyticDB
for MySQL数
据源

AnalyticDB
for MySQL
3.0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不支持

创建
AnalyticDB
for MySQL数
据源

AnalyticDB
for
PostgreSQL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创建
AnalyticDB
for
PostgreSQL
数据源

OceanBase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创建
OceanBase
数据源

Vertica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创建Vertica
数据源

IBM DB2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创建IBM DB2
数据源

Teradata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创建
Teradata数
据源

Impala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不支持
创建Impala
数据源

数据源类型 数据集成 实时研发 数据治理 数据服务 数据安全
创建数据源
的操作指导

NoSQL数据源NoSQL数据源

数据源类型 数据集成 实时研发 数据治理 数据服务 数据安全
创建数据源
的操作指导

HBase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不支持
创建HBase
数据源

Elasticsearc
h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不支持
创建
Elasticsearc
h数据源

MongoDB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不支持
创建
MongoDB数
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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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store 不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创建
Tablestore
数据源

Aliyun
HBase

不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创建Aliyun
HBase数据
源

数据源类型 数据集成 实时研发 数据治理 数据服务 数据安全
创建数据源
的操作指导

在连通业务数据库与Dataphin间的网络时，您需要将不同网络环境下Dataphin的出网IP地址添加至业务数据
库的白名单中。本文为您介绍不同网络环境下Dataphin的出网IP地址。

VPC网络下Dataphin的出网IP地址VPC网络下Dataphin的出网IP地址

地域 （推荐）通用IP地址 地域IP地址

华东2（上海）

100.104.0.0/16100.104.0.0/16

100.104.228.128/26、
100.104.115.192/26

华南1（深圳） 100.104.48.128/26

华北2（北京） 100.104.238.64/26

华东1（杭州） 100.104.45.0/26

公网下Dataphin的出网IP地址公网下Dataphin的出网IP地址

地域 IP地址

华东2（上海） 47.102.151.182

华南1（深圳） 119.23.173.65

华北2（北京） 123.56.104.202

华东1（杭州） 47.96.75.100

添加数据源时需要根据数据源所在网络环境，通过对应的网络解决方案，实现Dataphin与数据源的网络连
通。本文为您介绍数据源在不同网络环境中与Dataphin的网络连通方案。

网络连通方案网络连通方案

6.3. Dataphin出网IP地址6.3. Dataphin出网IP地址

6.4. 网络连通解决方案6.4. 网络连通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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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数据源所在的网络环境，在下图中选择对应的网络连通解决方案。

网络连通方案的操作指导说明如下表所示。

数据源所在的网络环境 网络连通操作指导

数据源具备公网访问能力

1. 添加Dataphin的IP地址（公网下Dataphin的IP地址）至数据源的白名单中。

以阿里云云数据库RDS为例，如果您在RDS配置指定了IP白名单，则需要添加
Dataphin的IP地址到白名单列表中。如何添加白名单，请参见步骤二：设置IP白名
单。

2. 添加数据源访问地址至Dataphin项目空间的沙箱白名单中。如何添加沙箱白名单请
参见添加沙箱白名单。

数据源在VPC内-VPC和
Dataphin在同一地域

1. 在Dataphin中添加数据源时，绑定数据源的VPC。

2. 添加Dataphin的IP地址（VPC网络下Dataphin的IP地址）至数据源白名单中。

以阿里云云数据库RDS为例，如果您在RDS配置指定了IP白名单，则需要添加
Dataphin的IP地址到白名单列表中。如何添加白名单，请参见步骤二：设置IP白名
单。

3. 添加数据源访问地址至Dataphin项目空间的沙箱白名单中。如何添加沙箱白名单请
参见添加沙箱白名单。

数据源在VPC内-VPC和
Dataphin不在同一地域

1. 在Dataphin所在地域新建一个VPC网络的ECS。

2. 使用高速通道或VPN连通两个VPC（ECS的VPC和数据源的VPC）。

3. 在Dataphin中添加数据源时，绑定ECS的VPC。

4. 添加Dataphin的IP地址（VPC网络下Dataphin的IP地址）至ECS的安全组中。

如何添加安全组，请参见添加安全组规则。

5. 添加数据源访问地址至Dataphin项目空间的沙箱白名单中。如何添加沙箱白名单请
参见添加沙箱白名单。

6. Dataphin即可通过ECS访问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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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在IDC内 1. 在Dataphin所在地域新建一个VPC网络的ECS。

2. 使用高速通道或VPN连通ECS的VPC和数据源的网络。

3. 添加Dataphin的IP地址（VPC网络下Dataphin的IP地址）至ECS的安全组中。

如何添加安全组，请参见添加安全组规则。

4. 在ECS上配置Nginx反向代理。

5. 添加数据源访问地址至Dataphin项目空间的沙箱白名单中。如何添加沙箱白名单请
参见添加沙箱白名单。

6. 在Dataphin中添加数据源时，绑定ECS的VPC。

7. Dataphin即可通过ECS访问数据源。

第三方云自建数据源

数据源所在的网络环境 网络连通操作指导

在数据源通过VPC网络连通Dataphin的场景中，需要将Dataphin在VPC网络下的IP地址添加至数据源白名单
中。

VPC网络下Dataphin的IP地址

地域 （推荐）通用IP地址 地域IP地址

华东2（上海）

100.104.0.0/16100.104.0.0/16

100.104.228.128/26、
100.104.115.192/26

华南1（深圳） 100.104.48.128/26

华北2（北京） 100.104.238.64/26

华东1（杭州） 100.104.45.0/26

在数据源通过公网连通Dataphin的场景中，需要将Dataphin在公网下的IP地址添加至数据源白名单中。

公网下Dataphin的IP地址

地域 IP地址

华东2（上海） 47.102.151.182

华南1（深圳） 119.23.173.65

华北2（北京） 123.56.104.202

华东1（杭州） 47.96.75.100

网络连通的常见问题网络连通的常见问题
数据源网络连接测试不通时，建议您从以下几个方面排查：

数据源是否已正常启动。

以MySQL数据源为例，您可以在本地PC上telnet 127.0.0.1 3306，查看数据库端口是否已开启。

Dataphin无法访问数据源所在网络，请确保数据源所在网络已和阿里云连通。

DNS无法正常解析数据源链接地址中的域名，请确认可以正常解析域名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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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所在的网络防火墙禁止Dataphin访问，请添加Dataphin的IP地址（VPC网络下Dataphin的IP地
址、公网下Dataphin的IP地址）至数据源的白名单列表中。

以阿里云云数据库RDS为例，如果您在RDS配置指定了IP白名单，则需要添加Dataphin的IP地址到白名单列
表中。如何添加白名单，请参见步骤二：设置IP白名单。

数据源的端口配置错误或对应的网络端口没有放开，请确保配置正确的数据源端口及确保对应的网络端口
已放开。

数据源的版本和类型错误，请确保选择正确的数据源版本和类型。

数据源的链接地址参数配置错误，请确保数据源链接地址的正确性。

Hadoop体系的开源组件（如Hive、HDFS、HBase）为数据源时，为了规避Kerberos身份认证失败的问
题，请确保上传正确的认证文件。

数据同步中网络连接异常的解决方案案例数据同步中网络连接异常的解决方案案例
数据同步中网络连接异常的解决方案案例

创建MaxCompute数据源用于实现Dataphin能够读取MaxCompute的业务数据，及能够向MaxCompute写入
数据。在引入MaxCompute的业务数据至Dataphin和将Dataphin的数据写入至MaxCompute的场景中，您需
要先创建MaxCompute数据源。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MaxCompute类型的数据源。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MaxCompute即阿里云大数据计算服务，如果您使用的是阿里云大数据计算服务MaxCompute，在对接
Dataphin进行数据开发或将Dataphin的数据导出至MaxCompute场景中，您需要先完成MaxCompute数据源
的创建。更多MaxCompute信息，请参见什么是MaxCompute。

Dataphin支持通过公网和VPC网络连接MaxCompute。Dataphin连接MaxCompute时，可以选择
MaxCompute在VPC网络或公网环境下对应的Endpoint，MaxCompute的Endpoint请参见Endpoint。通
常，VPC网络较公网稳定，建议您选择VPC网络连通Dataphin和MaxCompute。

为避免因数据源白名单限制导致数据对接访问失败，您需将Dataphin不同网络环境下的IP地址段添加到数据
源的白名单中，更多对接配置详情请参见管理IP白名单。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Dataphin仅支持超级管理员和项目管理员角色创建数据源。

如何添加项目成员并授予项目管理员角色，请参见添加项目成员。

当您使用VPC网络连接Dataphin实例与MaxCompute项目时，仅支持连接与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的
MaxCompute项目。

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MaxCompute白名单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MaxCompute白名单
基于您选择连通Dataphin与MaxCompute的网络类型，添加对应网络类型下的Dataphin IP地址至
MaxCompute白名单中。如何添加白名单，请参见管理IP白名单。

使用公网连通Dataphin与MaxCompute时，需要添加公网下Dataphin IP地址至MaxCompute白名单中。公
网下Dataphin的IP地址

6.5. 大数据存储数据源6.5. 大数据存储数据源
6.5.1. 创建MaxCompute数据源6.5.1. 创建MaxCompute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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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IP地址

华东2（上海） 47.102.151.182

华南1（深圳） 119.23.173.65

华北2（北京） 123.56.104.202

华东1（杭州） 47.96.75.100

使用VPC网络连通Dataphin与MaxCompute时，需要添加VPC网络下Dataphin IP地址至MaxCompute白名
单中。VPC网络下Dataphin的IP地址

地域 （推荐）通用IP地址 地域IP地址

华东2（上海）

100.104.0.0/16100.104.0.0/16

100.104.228.128/26、
100.104.115.192/26

华南1（深圳） 100.104.48.128/26

华北2（北京） 100.104.238.64/26

华东1（杭州） 100.104.45.0/26

步骤二：创建MaxCompute数据源步骤二：创建MaxCompute数据源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数仓规划页面。

2. 按照下图指引，进入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页面。

3. 在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对话框的大数据存储大数据存储区域，选择MaxComput eMaxComput e。

如果您最近使用过MaxCompute，也可以在最近使用最近使用区域选择MaxCompute。同时，您也可以在快搜索
框中，输入MaxCompute的关键词，快速筛选。

4. 在新建MaxComput e数据源新建MaxComput e数据源对话框中，配置连接数据源参数后，单击确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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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配置数据源的基本信息。

参数 描述

数据源名称数据源名称

命名规则如下：

只能包含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

长度不能超过64字符。

数据源描述数据源描述 对数据源的简单描述。

数据源配置数据源配置

选择需要配置的数据源：

如果业务数据源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 。

如果业务数据源不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数据源生产数据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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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配置数据源与Dataphin的连接参数。

当上述步骤中选择了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则配置页面如下图所示。如果上述步骤中您选择了生产数生产数
据源据源，则仅展示生产数据源的配置页面。

说明 说明 通常，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需要配置不同的参数值，但Dataphin也支持配置成
相同的参数值。

参数 描述

EndpointEndpoint

MaxCompute的Endpoint，建议填写阿里云VPC网络下的Endpoint。

如何获取Endpoint，请参见Endpoint。

注意 注意 当您使用VPC网络连接Dataphin与MaxCompute时，此处需要
配置为Dataphin实例所在地域下MaxCompute的Endpoint。

Project  NameProject  Name

此处为MaxCompute项目名称，非DataWorks工作空间名称。

您可以登录MaxCompute控制台，左上角切换地域后，即可在项目管理页签查
看到具体的MaxCompute项目名称。

Access IDAccess ID、AccessAccess
KeyKey

当前账号的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

如何获取，请参见获取AccessKey。

5. 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测试数据源是否可以和Dataphin进行正常的连通。

如果连接测试失败，您可以根据网络连通常见问题进行排查。详细内容，请参见网络连通的常见问题。

6. 测试成功后，单击确定确定，完成MaxCompute数据源的创建。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完成MaxCompute数据源的创建后，即可将MaxCompute的业务数据引入至Dataphin，或将Dataphin的数据
写入至MaxCompute数据源。具体操作，请参见配置离线单条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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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SAP HANA数据源用于实现Dataphin能够读取SAP HANA的业务数据，及能够向SAP HANA写入数据。
在引入SAP HANA的业务数据至Dataphin和将Dataphin的数据写入至SAP HANA的场景中，您需要先创建
SAP HANA数据源。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SAP HANA数据源。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SAP HANA是一款具有高性能内存的应用平台。如果您使用的是SAP HANA，在对接Dataphin进行数据开发
或将Dataphin的数据导出至SAP HANA场景中，您需要先完成SAP HANA数据源的创建。更多SAP HANA信
息，请参见SAP HANA官网。

Dataphin支持创建的SAP HANA数据源类型包括公网数据库和ECS（VPC）自建数据源。不同类型的数据源数
据连通、访问的网络类型不同，所需的配置细节不一致，如下图所示。

数据源类型 网络连通说明 网络连通操作指导

公网数据库
即具备公网访问能力的数据库。访问方式默认为
公网IP，直接配置网络连通参数。 1. 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

名单

2. 步骤二：创建SAP HANA数据源ECS（VPC）
自建数据源

数据源是在阿里云ECS上自建的数据库，访问方
式默认为VPC网络，直接配置网络连通参数。

为避免因数据源白名单限制导致数据对接访问失败，您需将Dataphin不同网络环境下的IP地址段添加到数据
源的白名单中。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Dataphin仅支持超级管理员和项目管理员角色创建数据源。

如何添加并授予项目管理员角色的项目成员，请参见添加项目成员。

仅当VPC网络的SAP HANA数据源和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时，才支持将该数据源添加至Dataphin。

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
基于业务数据源所在的网络环境，添加对应环境下的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中。

公网数据库、阿里云数据库且访问方式为公网访问，则需要添加公网下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
中。公网下Dataphin的IP地址

6.5.2. 创建SAP HANA数据源6.5.2. 创建SAP HANA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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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IP地址

华东2（上海） 47.102.151.182

华南1（深圳） 119.23.173.65

华北2（北京） 123.56.104.202

华东1（杭州） 47.96.75.100

ECS（VPC）自建数据源，则需要添加VPC网络下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中。如何添加白名单，请
参见添加安全组规则。VPC网络下Dataphin的IP地址

地域 （推荐）通用IP地址 地域IP地址

华东2（上海）

100.104.0.0/16100.104.0.0/16

100.104.228.128/26、
100.104.115.192/26

华南1（深圳） 100.104.48.128/26

华北2（北京） 100.104.238.64/26

华东1（杭州） 100.104.45.0/26

步骤二：创建SAP HANA数据源步骤二：创建SAP HANA数据源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数仓规划页面。

2. 在Dat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的规划规划。

3. 按照下图指引，进入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页面。

4. 在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对话框的大数据存储大数据存储区域，选择SAP HANASAP HANA。

如果您最近使用过SAP HANA，也可以在最近使用最近使用区域选择SAP HANA。同时，您也可以在快搜索框
中，输入SAP HANA的关键词，快速筛选。

5. 在新建SAP HANA数据源新建SAP HANA数据源对话框中，配置连接数据源参数后，单击确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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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配置数据源的基本信息。

参数 描述

数据源名称数据源名称

命名规则如下：

只能包含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

长度不能超过64字符。

数据源描述数据源描述 对数据源的简单描述。

数据源配置数据源配置

选择需要配置的数据源：

如果业务数据源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 。

如果业务数据源不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数据源生产数据源 。

ii. 配置数据源与Dataphin的连接参数。

当上述步骤中选择了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则配置页面如下图所示。如果上述步骤中您选择了生产数生产数
据源据源，则仅展示生产数据源的配置页面。

说明 说明 通常，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需要配置不同的参数值，但Dataphin也支持配置成
相同的参数值。

参数 描述

JDBC URLJDBC URL
链接地址的格式为  jdbc:sap://{链接地址}:{端⼝}/?databaseName={yourdataba
seName}&currentSchema={yourcurrentSchema} 。

用户名用户名 、密码密码 登录SAP HANA数据库的用户名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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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类型

Dataphin支持选择以下几种数据源类型：

公网数据库公网数据库 ：如果您的数据源具备公网访问能力，则可以选择公网数据库公网数据库 。

ECS（VPC）自建数据源ECS（VPC）自建数据源 ：如果您的数据源是在阿里云ECS上自建的数据库，且使用的
网络环境为VPC，请选择ECS（VPC）自建数据源ECS（VPC）自建数据源 。

区域区域 、VPCVPC
IDID、ECS IDECS ID

当类型类型 选择为ECS（VPC）自建数据源ECS（VPC）自建数据源 ，还需配置以下这些网络参数：

区域区域 ：仅支持选择当前Dataphin实例所在地域。

说明 说明 仅支持添加与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的SAP HANA数据源至
Dataphin。

VPC IDVPC ID：填写云服务器ECS实例的VPC ID。

ECS IDECS ID：填写云服务器ECS实例的ID。

您可以在云服务器ECS控制台的实例详情页面，获取VPC ID和ECS ID。

参数 描述

6. 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测试数据源是否可以和Dataphin进行正常的连通。

如果连接测试失败，您可以根据网络连通常见问题进行排查。详细内容，请参见网络连通的常见问题。

7. 测试成功后，单击确定确定，完成SAP HANA数据源的创建。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完成SAP HANA数据源的创建后，即可将SAP HANA的业务数据引入至Dataphin，或将Dataphin的数据写入
至SAP HANA数据源。具体操作，请参见配置离线单条管道。

创建DataHub数据源用于实现Dataphin能够读取DataHub的业务数据。在引入DataHub的业务数据至
Dataphin中进行数据开发的场景中，您需要先创建DataHub数据源。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DataHub类型的
数据源。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DataHub即阿里云流式数据服务DataHub，如果您使用的是阿里云流式数据服务DataHub，在对接Dataphin
进行数据开发时，您需要先完成DataHub数据源的创建。更多DataHub信息，请参见产品概述。

6.5.3. 创建DataHub数据源6.5.3. 创建DataHub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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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phin支持通过VPC网络和公网连接DataHub。Dataphin连接DataHub时，可以选择DataHub在VPC网
络、经典网络、公网环境下对应的Endpoint，DataHub的Endpoint请参见域名列表。通常，VPC网络较公网
和经典网络稳定，建议您使用VPC网络连通Dataphin和DataHub。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Dataphin仅支持超级管理员和项目管理员角色创建数据源。

如何添加成员并授予项目管理员角色，请参见添加项目成员。

当您使用VPC网络连接Dataphin与DataHub时，仅支持连接与Dataphin在同一地域的DataHub。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数仓规划页面。

2. 按照下图指引，进入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页面。

3. 在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对话框的大数据存储大数据存储区域，选择Dat aHubDat aHub。

如果您最近使用过DataHub，也可以在最近使用最近使用区域选择DataHub。同时，您也可以在快搜索框中，输
入DataHub的关键词，快速筛选。

4. 在新建Dat aHub数据源新建Dat aHub数据源对话框中，配置连接数据源参数后，单击确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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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配置数据源的基本信息。

参数 描述

数据源名称数据源名称

命名规则如下：

只能包含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

长度不能超过64字符。

数据源描述数据源描述 对数据源的简单描述。

数据源配置数据源配置

选择需要配置的数据源：

如果业务数据源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 。

如果业务数据源不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数据源生产数据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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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配置数据源与Dataphin的连接参数。

当上述步骤中选择了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则配置页面如下图所示。如果上述步骤中您选择了生产数生产数
据源据源，则仅展示生产数据源的配置页面。

说明 说明 通常，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需要配置不同的参数值，但Dataphin也支持配置成
相同参数值。

参数 描述

EndpointEndpoint

DataHub的Endpoint，建议填写阿里云VPC网络下的Endpoint。

如何获取Endpoint，请参见域名列表。

注意 注意 如果填写阿里云VPC网络下的Endpoint，则仅支持填写与
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下的Endpoint。

Project  NameProject  Name DataHub项目名称。在DataHub控制台页面，查看Project Name。

Access IDAccess ID、AccessAccess
KeyKey

当前账号的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

如何获取，请参见获取AccessKey。

5. 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测试数据源是否可以和Dataphin进行正常的连通。

如果连接测试失败，您可以根据网络连通常见问题进行排查。详细内容，请参见网络连通的常见问题。

6. 测试成功后，单击确定确定，完成DataHub数据源的创建。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完成DataHub数据源的创建后，即可将DataHub的业务数据引入至Dataphin，或将Dataphin的数据写入至
DataHub数据源。具体操作，请参见配置离线单条管道。

新建Hologres数据源用于实现Dataphin能够读取Hologres的业务数据，及能够向Hologres写入数据。在引入
Hologres的业务数据至Dataphin和将Dataphin的数据写入至Hologres的场景中，您需要先创建Hologres数
据源。本文为您介绍如何新建Hologres数据源。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Hologres即阿里云交互式分析Hologres，是阿里巴巴自主研发的一款交互式分析产品。如果您使用的是
Hologres，在对接Dataphin进行数据开发时，您需要先完成Hologres数据源的创建。更多Hologres信息，请
参见什么是实时数仓Hologres。

6.5.4. 创建Hologres数据源6.5.4. 创建Hologres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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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phin支持通过VPC网络、经典网络、公网连接Hologres。Dataphin连接Hologres时，可以选择Hologres
在VPC网络、经典网络、公网环境下对应的Endpoint，Hologres的Endpoint请参见访问域名。通常，VPC网络
较公网和经典网络稳定，建议您选择VPC网络连通Dataphin和Hologres。

为避免因数据源白名单限制导致数据对接访问失败，您需将Dataphin不同网络环境下的IP地址段添加到数据
源的白名单中，更多对接配置详情请参见设置IP白名单。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Dataphin仅支持超级管理员和项目管理员角色创建数据源。

如何添加项目成员并授予项目管理员角色，请参见添加项目成员。

当您使用VPC网络连接Dataphin与Hologres时，仅支持连接与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的Hologres。

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Hologres白名单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Hologres白名单
基于您选择连通Dataphin与Hologres的网络类型，添加对应网络类型下的Dataphin IP地址至Hologres白名
单中。如何添加白名单，请参见设置IP白名单。

使用公网、经典网络连通Dataphin与Hologres时，需要添加公网下Dataphin IP地址至Hologres白名单
中。公网下Dataphin的IP地址

地域 IP地址

华东2（上海） 47.102.151.182

华南1（深圳） 119.23.173.65

华北2（北京） 123.56.104.202

华东1（杭州） 47.96.75.100

使用VPC网络连通Dataphin与Hologres时，需要添加VPC网络下Dataphin IP地址至Hologres白名单
中。VPC网络下Dataphin的IP地址

地域 （推荐）通用IP地址 地域IP地址

华东2（上海）

100.104.0.0/16100.104.0.0/16

100.104.228.128/26、
100.104.115.192/26

华南1（深圳） 100.104.48.128/26

华北2（北京） 100.104.238.64/26

华东1（杭州） 100.104.45.0/26

步骤二：创建Hologres数据源步骤二：创建Hologres数据源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数仓规划页面。

2. 按照下图指引，进入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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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对话框的大数据存储大数据存储区域，选择HologresHologres。

如果您最近使用过Hologres，也可以在最近使用最近使用区域选择Hologres。同时，您也可以在快搜索框中，
输入Hologres的关键词，快速筛选。

4. 在新建Hologres数据源新建Hologres数据源对话框中，配置连接数据源参数后，单击确定确定。

i. 配置数据源的基本信息。

参数 描述

数据源名称数据源名称

命名规则如下：

只能包含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

长度不能超过64字符。

数据源描述数据源描述 对数据源的简单描述。

数据源配置数据源配置

选择需要配置的数据源：

如果业务数据源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 。

如果业务数据源不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数据源生产数据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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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配置数据源与Dataphin的连接参数。

当上述步骤中选择了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则配置页面如下图所示。如果上述步骤中您选择了生产数生产数
据源据源，则仅展示生产数据源的配置页面。

说明 说明 通常，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需要配置不同的参数值，但Dataphin也支持配置成
相同的参数值。

参数 描述

EndpointEndpoint

Hologres实例的Endpoint，建议使用阿里云VPC网络下的Endpoint。如何获取
Endpoint，请参见访问域名。

注意 注意 当您使用VPC网络连接Dataphin与Hologres时，此处需要配置
为Dataphin实例所在地域下Hologres的Endpoint。

DBNameDBName
在Hologres控制台的Database管理页面，查看数据库名称。具体操作，请参
见DB管理。

Access IDAccess ID、AccessAccess
KeyKey

当前账号的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如何获取，请参见获取
AccessKey。

5. 单击确定确定，完成Hologres数据源的创建。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完成Hologres数据源的创建后，即可将Hologres的业务数据引入至Dataphin，或将Dataphin的数据写入至
Hologres数据源。具体操作，请参见配置离线单条管道。

创建FTP数据源用于实现Dataphin能够读取FTP的业务数据，及能够向FTP写入数据。在引入FTP的业务数据
至Dataphin和将Dataphin的数据写入至FTP的场景中，您需要先创建FTP数据源。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FTP
数据源。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FTP即文件传输协议。如果您使用的是FTP，在对接Dataphin进行数据开发或将Dataphin的数据写入至FTP的
场景中，您需要先完成FTP数据源的创建。更多FTP信息，请参见FTP官网。

6.6. 文件数据源6.6. 文件数据源
6.6.1. 创建FTP数据源6.6.1. 创建FTP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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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phin支持通过公网连接FTP，连接FTP的协议支持FTP、SFTP或FTPS。为避免因数据源白名单限制导致
数据对接访问失败，您需将Dataphin公网环境下的IP地址段添加到数据源的白名单中。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Dataphin仅支持超级管理员和项目管理员角色创建数据源。

如何添加项目成员并授予项目管理员角色，请参见添加成员。

目前，FTP数据源不支持通过VPC网络连通Dataphin实例。

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FTP白名单中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FTP白名单中
您需要将公网环境下的Dataphin IP地址添加至FTP白名单中。

公网下Dataphin的IP地址

地域 IP地址

华东2（上海） 47.102.151.182

华南1（深圳） 119.23.173.65

华北2（北京） 123.56.104.202

华东1（杭州） 47.96.75.100

步骤二：创建FTP数据源步骤二：创建FTP数据源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数仓规划页面。

2. 按照下图指引，进入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页面。

3. 在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对话框的文件文件区域，选择FT PFT P。

如果您最近使用过FTP，也可以在最近使用最近使用区域选择FTP。同时，您也可以在快搜索框中，输入FTP的关
键词，快速筛选。

4. 在新建FT P数据源新建FT P数据源对话框中，配置连接数据源参数后，单击确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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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配置数据源的基本信息。

参数 描述

数据源名称数据源名称

命名规则如下：

只能包含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

长度不能超过64字符。

数据源描述数据源描述 对数据源的简单描述。

数据源配置数据源配置

选择需要配置的数据源：

如果业务数据源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 。

如果业务数据源不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数据源生产数据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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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配置数据源与Dataphin的连接参数。

当上述步骤中选择了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则配置页面如下图所示。如果上述步骤中您选择了生产数生产数
据源据源，则仅展示生产数据源的配置页面。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需要配置的参数相同。

说明 说明 通常，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配置的连接参数不同，但Dataphin也支持配置成相
同的连接参数。

参数 描述

Prot ocolProt ocol

基于FTP服务器使用的协议，选择对应的文件传输协议。目前支持传输协议包括
以下几种：

FTP：文件传输协议，用于控制文件的双向传输，同时也是一个应用程序。

SFTP：基于SSH的安全文件传送协议，为传输文件提供一种安全的加密方
法。

FTPS：基于SSL/TLS的文件传输协议，相当于加密的FTP。

HostHost FTP服务器地址。

PortPort FTP服务器端口。

用户名用户名 、密码密码 FTP服务器的访问用户名和密码。

SSLImplicitSSLImplicit 、conneconne
ct Pat t ernct Pat t ern

当Prot ocolProt ocol选择为FT PSFT PS时，需要配置以下参数：

SSLImplicitSSLImplicit ：隐式模式。当FTP服务器上开启了这个协议，则需要选
择T RUET RUE，否则选择FALSEFALSE。

connect Pat t ernconnect Pat t ern：连接模式，包括以下两种：

PORT（主动模式）：客户端打开一个端口等服务器建立数据连接。

PASV（被动模式）：服务器打开一个端口等客户端建立数据连接。

5. 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测试数据源是否可以和Dataphin进行正常的连通。

如果连接测试失败，您可以根据网络连通常见问题进行排查。详细内容，请参见网络连通的常见问题。

6. 测试成功后，单击确定确定，完成FTP数据源的创建。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完成FTP数据源的创建后，即可将FTP的业务数据引入至Dataphin，或将Dataphin的数据写入至FTP数据源。
具体操作，请参见配置离线单条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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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OSS数据源用于实现Dataphin能够读取OSS的业务数据，及能够向OSS写入数据。在引入OSS的业务数
据至Dataphin和将Dataphin的数据写入至OSS的场景中，您需要先创建OSS数据源。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
OSS类型的数据源。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OSS即阿里云对象存储OSS。如果您使用的是阿里云对象存储OSS，在对接Dataphin进行数据开发或将
Dataphin的数据写入至OSS时，您需要先完成OSS数据源的创建。更多OSS信息，请参见什么是对象存储OSS。

Dataphin支持通过VPC网络和公网连接OSS。Dataphin连接OSS时，可以选择OSS在VPC网络或公网环境下对
应的Endpoint，OSS的Endpoint请参见访问域名和数据中心。通常，VPC网络较公网稳定，建议您选择VPC网
络连通Dataphin和OSS。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Dataphin仅支持超级管理员和项目管理员角色创建数据源。

如何添加项目成员并授予项目管理员角色，请参见添加项目成员。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数仓规划页面。

2. 按照下图指引，进入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页面。

3. 在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对话框的文件文件区域，选择OSSOSS。

如果您最近使用过OSS，也可以在最近使用最近使用区域选择OSS。同时，您也可以在快搜索框中，输入OSS的
关键词，快速筛选。

4. 在新建OSS数据源新建OSS数据源对话框中，配置连接数据源参数后，单击确定确定。

6.6.2. 创建OSS数据源6.6.2. 创建OSS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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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配置数据源的基本信息。

参数 描述

数据源名称数据源名称

命名规则如下：

只能包含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

长度不能超过64字符。

数据源描述数据源描述 对数据源的简单描述。

数据源配置数据源配置

选择需要配置的数据源：

如果业务数据源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 。

如果业务数据源不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数据源生产数据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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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配置数据源与Dataphin的连接参数。

当上述步骤中选择了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则配置页面如下图所示。如果上述步骤中您选择了生产数生产数
据源据源，则仅展示生产数据源的配置页面。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需要配置的参数相同。

说明 说明 通常，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配置的连接参数不同，但Dataphin也支持配置成相
同的连接参数。

参数 描述

EndpointEndpoint

OSS所在地域对应的Endpoint，格式为  http://{oss-Region}.aliyuncs.c
om ，其中Region为Bucket所在地域。例如，华东1（杭州）的Endpoint填写
为  https://oss-cn-hangzhou.aliyuncs.com 

OSS服务的Endpoint和区域有关。访问不同的区域时，需要填写不同的域名。

BucketBucket

OSS所在地域对应的Bucket信息。用于存储对象的容器。在Bucket 列表页面，
获取OSS所在地域对应的Bucket。

您可以创建一个或多个存储空间，每个存储空间可添加一个或多个文件。您可以
在数据同步任务中查找此处输入的存储空间中相应的文件，没有添加的存储空
间，则不能查找其中的文件。

CNAMECNAME 配置OSS的CNAME。

Access IDAccess ID、AccessAccess
KeyKey

当前账号的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

如何获取，请参见获取AccessKey。

5. 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测试数据源是否可以和Dataphin进行正常的连通。

如果连接测试失败，您可以根据网络连通常见问题进行排查。详细内容，请参见网络连通的常见问题。

6. 测试成功后，单击确定确定，完成OSS数据源的创建。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完成OSS数据源的创建后，即可将OSS的业务数据引入至Dataphin，或将Dataphin的数据写入至OSS数据
源。具体操作，请参见配置离线单条管道。

6.7. 消息队列数据源6.7. 消息队列数据源
6.7.1. 创建Log Service数据源6.7.1. 创建Log Service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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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Log Service数据源用于实现Dataphin能够读取Log Service的业务数据。在引入Log Service的业务数据
至Dataphin中进行数据开发的场景中，您需要先创建Log Service数据源。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Log
Service类型的数据源。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Log Service即阿里云日志服务，如果您使用的是阿里云日志服务，在对接Dataphin进行数据开发时，您需要
先完成Log Service数据源的创建。更多Log Service信息，请参见什么是日志服务。

Dataphin支持通过VPC网络和公网连接Log Service。Dataphin连接Log Service时，可以选择Log Service在
VPC网络或公网环境下对应的Endpoint，Log Service的Endpoint请参见服务入口。通常，VPC网络较公网稳
定，建议您选择VPC网络连通Dataphin和Log Service。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支持超级管理员和项目管理员角色创建数据源。

如何添加项目成员并授予项目管理员角色，请参见添加项目成员。

当业务数据源（Log Service）使用VPC网络时，则仅支持创建与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Log Service数据
源。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数仓规划页面。

2. 按照下图指引，进入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页面。

3. 在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对话框的消息队列消息队列区域，选择Log ServiceLog Service。

如果您最近使用过Log Service，也可以在最近使用最近使用区域选择Log Service。同时，您也可以在快搜索框
中，输入Log Service的关键词，快速筛选。

4. 在新建Log Service数据源新建Log Service数据源对话框中，配置连接数据源参数后，单击确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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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配置数据源的基本信息。

参数 描述

数据源名称数据源名称

命名规则如下：

只能包含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

长度不能超过64字符。

数据源描述数据源描述 对数据源的简单描述。

数据源配置数据源配置

选择需要配置的数据源：

如果业务数据源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 。

如果业务数据源不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数据源生产数据源 。

ii. 配置数据源与Dataphin的连接参数。

当上述步骤中选择了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则配置页面如下图所示。如果上述步骤中您选择了生产数生产数
据源据源，则仅展示生产数据源的配置页面。

说明 说明 通常，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配置参数值不同，但Dataphin也支持配置成相同的
参数值。

参数 描述

LogHub EndpointLogHub Endpoint

Log Service的Endpoint，建议配置阿里云VPC网络下的Endpoint。如何获取
Endpoint，请参见服务入口。

注意 注意 仅支持配置与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的Log Service
Endpoint。

ProjectProject Log Service项目名称。在Log Service控制台页面，查看Project名称。

Access IDAccess ID、AccessAccess
KeyKey

当前账号的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如何获取，请参见获取
Access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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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测试数据源是否可以和Dataphin进行正常的连通。

如果连接测试失败，您可以根据网络连通常见问题进行排查。详细内容，请参见网络连通解决方案。

6. 测试成功后，单击确定确定，完成Log Service数据源的创建。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完成Log Service数据源的创建后，即可将Log Service的业务数据引入至Dataphin。具体操作，请参见配置
离线单条管道。

创建Kafka数据源用于实现Dataphin能够读取Kafka的业务数据，及能够向Kafka写入数据。在引入Kafka的
业务数据至Dataphin和将Dataphin的数据写入至Kafka的场景中，您需要先创建Kafka数据源。本文为您介
绍如何创建Kafka数据源。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Kafka是一种消息队列，用于处理实时数据。Dataphin支持对接Kafka09、Kafka010、Kafka011。如果您使
用的是Kafka，在对接Dataphin进行数据开发或将Dataphin的数据导出至Kafka，您需要先完成Kafka数据源
的创建。Kafka不同版本的功能介绍，请参见官方文档：

Kafka09

Kafka010

Kafka011

Dataphin支持通过公网连接Kafka。为避免因数据源白名单限制导致数据对接访问失败，您需将Dataphin公
网环境下的IP地址段添加到数据源的白名单中。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Dataphin仅支持超级管理员和项目管理员角色创建数据源。

如何添加项目成员并授予项目管理员角色，请参见添加项目成员。

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Kafka白名单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Kafka白名单
您需要将公网环境下的Dataphin IP地址添加至至Kafka访问白名单中。

公网下Dataphin的IP地址

地域 IP地址

华东2（上海） 47.102.151.182

华南1（深圳） 119.23.173.65

华北2（北京） 123.56.104.202

华东1（杭州） 47.96.75.100

步骤二：创建Kafka数据源步骤二：创建Kafka数据源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数仓规划页面。

2. 按照下图指引，进入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页面。

6.7.2. 创建Kafka数据源6.7.2. 创建Kafka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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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对话框的消息队列消息队列区域，选择Kaf kaKaf ka。

如果您最近使用过Kafka，也可以在最近使用最近使用区域选择Kafka。同时，您也可以在快搜索框中，输入
Kafka的关键词，快速筛选。

4. 在新建Kaf ka数据源新建Kaf ka数据源对话框中，配置连接数据源参数后，单击确定确定。

i. 配置数据源的基本信息。

参数 描述

数据源名称数据源名称

命名规则如下：

只能包含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

长度不能超过64字符。

数据源描述数据源描述 对数据源的简单描述。

数据源配置数据源配置

选择需要配置的数据源：

如果业务数据源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 。

如果业务数据源不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数据源生产数据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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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配置数据源与Dataphin的连接参数。

当上述步骤中选择了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则配置页面如下图所示。如果上述步骤中您选择了生产数生产数
据源据源，则仅展示生产数据源的配置页面。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需要配置的参数相同。

说明 说明 通常，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配置的连接参数不同，但Dataphin也支持配置成相
同的连接参数。

参数 描述

Kafka集群地址

配置格式  {ip/domain name}:{port} ，如果需要配置多个节点的地址使用
英文逗号（,）隔开。

Dataphin支持对接Kafka09、Kafka010、Kafka011，如何配置不同版本的
Kafka集群地址，请参见官方文档：

Kafka09

Kafka010

Kafka011

注意注意

创建Kafka数据源时不支持测试数据源是否可以和Dataphin进行正常的连通，因此需要
您确保连接信息的正确性。

不支持Kafka的Kerberos认证的方式。

5. 单击确定确定，完成Kafka数据源的创建。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完成Kafka数据源的创建后，即可基于Kafka的业务数据开发流批一体任务。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Flink SQL
任务、步骤一：创建并调试Flink Template SQL计算任务、创建Flink DataStream计算任务。

创建RocketMQ数据源用于实现Dataphin能够读取RocketMQ的业务数据。在引入RocketMQ的业务数据至
Dataphin中进行数据开发的场景中，您需要先创建RocketMQ数据源。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RocketMQ数据
源。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RocketMQ即阿里云消息队列RocketMQ版，如果您使用的是阿里云消息队列RocketMQ版，在对接Dataphin
进行数据开发时，您需要先完成RocketMQ数据源的创建。更多阿里云消息队列RocketMQ版信息，请参见什
么是消息队列RocketMQ版？。

Dataphin支持通过公网或VPC网络连接RocketMQ。Dataphin连接RocketMQ时，可以选择RocketMQ在VPC
网络或公网环境下对应的Endpoint。通常，VPC网络较公网稳定，建议您选择VPC网络连通Dataphin和
RocketMQ。

6.7.3. 创建RocketMQ数据源6.7.3. 创建RocketMQ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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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支持超级管理员和项目管理员角色创建数据源。

如何添加项目成员并授予项目管理员角色，请参见添加项目成员。

当您使用VPC网络连接Dataphin与RocketMQ时，仅支持连接与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的RocketMQ。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数仓规划页面。

2. 按照下图指引，进入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页面。

3. 在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对话框的消息队列消息队列区域，选择Rocket MQRocket MQ。

如果您最近使用过RocketMQ，也可以在最近使用最近使用区域选择RocketMQ。同时，您也可以在快搜索框
中，输入RocketMQ的关键词，快速筛选。

4. 在新建Rocket MQ数据源新建Rocket MQ数据源对话框中，配置连接数据源参数后，单击确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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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配置数据源的基本信息。

参数 描述

数据源名称数据源名称

命名规则如下：

只能包含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

长度不能超过64字符。

数据源描述数据源描述 对数据源的简单描述。

数据源配置数据源配置

选择需要配置的数据源：

如果业务数据源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 。

如果业务数据源不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数据源生产数据源 。

ii. 配置数据源与Dataphin的连接参数。

当上述步骤中选择了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则配置页面如下图所示。如果上述步骤中您选择了生产数生产数
据源据源，则仅展示生产数据源的配置页面。

说明 说明 通常，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需要配置成不同的参数值，但Dataphin也支持配置
成相同的参数值。

参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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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pointEndpoint

RocketMQ实例的Endpoint。您可以在消息队列RocketMQ版控制台的实例详实例详
情情 页面，查看Endpoint。

建议您选择TCP协议客户端接入点下内网访问对应的Endpoint。

注意 注意 当RocketMQ实例与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时，才可以使用
内网访问对应的Endpoint。

Inst ance IDInst ance ID

RocketMQ实例的ID。您可以在消息队列RocketMQ版控制台的实例详情实例详情 页面，
查看实例ID。

Access IDAccess ID、AccessAccess
KeyKey

当前账号的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如何获取，请参见获取
AccessKey。

参数 描述

注意 注意 创建RocketMQ数据源时不支持测试数据源是否可以和Dataphin进行正常的连通，
因此需要您确保连接信息的正确性。

5. 单击确定确定，完成RocketMQ数据源的创建。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完成RocketMQ数据源的创建后，即可基于RocketMQ的业务数据开发流批一体任务。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
Flink SQL任务、步骤一：创建并调试Flink Template SQL计算任务、创建Flink DataStream计算任务。

创建MySQL数据源用于实现Dataphin能够读取MySQL的业务数据，及能够向MySQL写入数据。在引入MySQL
的业务数据至Dataphin和将Dataphin的数据写入至MySQL的场景中，您需要先创建MySQL数据源。本文为您
介绍如何创建MySQL类型的数据源。

6.8. 关系型数据源6.8. 关系型数据源
6.8.1. 创建MySQL数据源6.8.1. 创建MySQL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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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数据源类型介绍MySQL数据源类型介绍
Dataphin支持添加的MySQL数据源类型包括公网数据库、阿里云数据库和ECS（VPC）自建数据源。根据数
据源的类型，选择对应的网络连通操作。

数据源类型 网络连通说明 网络连通操作指导

阿里云数据
库

阿里云数据库即阿里云数据库RDS。创建数据源
过程中，需要根据业务情况选择访问方式（公网
IP和VPC网络）后，再配置网络连通参数。

1. 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
名单

2. 步骤二：创建MySQL数据源
公网数据库

即具备公网访问能力的数据库，访问方式默认为
公网IP，直接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
单中即可。

ECS（VPC）
自建数据源

即在阿里云ECS上自建的数据库且访问方式为
VPC网络，访问方式默认为VPC网络，直接配置
网络连通参数。

注意 注意 如果业务MySQL数据源非上述所述数据源类型，则可以参考网络连通解决方案选择对应的连
通操作。网络连通解决方案，请参见网络连通解决方案。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支持超级管理员和项目管理员角色创建数据源。

如何添加项目成员并授予项目管理员角色，请参见添加项目成员。

仅支持创建5.1.43、5.6/5.7、8.0版本的MySQL数据源。

仅支持创建与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的ECS（VPC）自建数据源和阿里云数据库（VPC网络）类型的数据
源。

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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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业务数据源所在的网络环境，添加对应环境下的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中。如何添加白名单，
请参见设置白名单。

公网数据库、阿里云数据库且访问方式为公网访问，则需要添加公网下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
中。公网下Dataphin的IP地址

地域 IP地址

华东2（上海） 47.102.151.182

华南1（深圳） 119.23.173.65

华北2（北京） 123.56.104.202

华东1（杭州） 47.96.75.100

ECS（VPC）自建数据源、阿里云数据库且访问方式为VPC网络，则需要添加VPC网络下Dataphin IP地址至
数据库白名单中。VPC网络下Dataphin的IP地址

地域 （推荐）通用IP地址 地域IP地址

华东2（上海）

100.104.0.0/16100.104.0.0/16

100.104.228.128/26、
100.104.115.192/26

华南1（深圳） 100.104.48.128/26

华北2（北京） 100.104.238.64/26

华东1（杭州） 100.104.45.0/26

步骤二：创建MySQL数据源步骤二：创建MySQL数据源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数仓规划页面。

2. 按照下图指引，进入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页面。

3. 在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对话框的关系型数据库关系型数据库区域，选择MySQLMySQL。

如果您最近使用过MySQL，也可以在最近使用最近使用区域选择MySQL。同时，您也可以在快搜索框中，输入
MySQL的关键词，快速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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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新建MySQL数据源新建MySQL数据源对话框中，配置连接数据源参数后，单击确定确定。

i. 配置数据源的基本信息。

参数 描述

数据源名称数据源名称

命名规则如下：

只能包含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

长度不能超过64字符。

版本版本

支持选择5.1.43、5.6/5.7和8.0版本。

以阿里云MySQL数据库为例，为您介绍如何查看MySQL的版本号。

数据源描述数据源描述 对MySQL数据源的简单描述。

数据源配置数据源配置

基于业务数据源是否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

如果业务数据源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 。

如果业务数据源不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数据源生产数据源 。

ii. 配置数据源与Dataphin的连接参数。

当上述步骤中选择了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则配置页面如下图所示。如果上述步骤中您选择了生产数生产数
据源据源，则仅展示生产数据源的配置页面。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需要配置的参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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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通常，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配置的连接参数不同，但Dataphin也支持配置成相
同的连接参数。

参数 描述

JDBC URLJDBC URL

链接地址的格式为  jdbc:mysql://{链接地址}:{端⼝}/{数据库名称} 。

以阿里云MySQL数据库为例，为您介绍如何获取链接地址、端口和数据库名称：

在数据库连接页面，获取MySQL实例的链接地址、端口。

在数据库管理页面，获取MySQL实例的数据库名称。

说明 说明 MySQL数据源的默认端口为3306。

用户名用户名 和密码密码
当前账号的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

如何获取，请参见获取Access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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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类型

Dataphin支持选择以下几种数据源类型：

公网数据库公网数据库 ：如果您的数据源具备公网访问能力，则可以选择公网数据库公网数据库 。

阿里云数据库阿里云数据库 ：如果您的数据源是阿里云数据库RDS，请选择库阿里云数据阿里云数据 。阿里云
数据库支持通过公网IP公网IP或VPC网络VPC网络 连接Dataphin。

说明 说明 如果您的数据源是阿里云数据库RDS且支持公网访问，则您可以选择
公网数据库，也可以选择阿里云数据库（公网IP）。

ECS（VPC）自建数据源ECS（VPC）自建数据源 ：如果您的数据源是在阿里云ECS上自建的数据库，且使用的
网络环境为VPC，请选择ECS（VPC）自建数据源ECS（VPC）自建数据源 。

参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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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区域 、VPCVPC
IDID、RDSRDS
IDID/ECS IDECS ID

当类型类型 选择为ECS（VPC）自建数据源ECS（VPC）自建数据源 和阿里云数据库阿里云数据库 （VPC网络），还需配置区区
域域 、VPC IDVPC ID、RDS IDRDS ID/ECS IDECS ID这些网络参数，其中：

阿里云数据库阿里云数据库 （VPC网络）：配置如下参数。

区域区域 ：仅支持选择当前Dataphin实例所在的地域。

说明 说明 仅支持添加与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的MySQL数据源至
Dataphin。

VPC IDVPC ID：填写阿里云数据库实例的VPC ID。

RDS IDRDS ID：填写阿里云数据库实例的ID。

ECS（VPC）自建数据源ECS（VPC）自建数据源 ：配置如下参数。

区域区域 ：仅支持选择当前Dataphin实例所在的地域。

说明 说明 仅支持添加与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的MySQL数据源至
Dataphin。

VPC IDVPC ID：填写云服务器ECS实例的VPC ID。

ECS IDECS ID：填写云服务器ECS实例的ID。

您可以在云数据库RDS控制台的实例列表、在云服务器ECS控制台的实例详情页面查看VPC
ID、RDS ID、ECS ID，如下图所示。

参数 描述

5. 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测试数据源是否可以和Dataphin进行正常的连通。

如果连接测试失败，您可以根据网络连通常见问题进行排查。详细内容，请参见网络连通解决方案。

6. 测试成功后，单击确定确定，完成MySQL数据源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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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完成MySQL数据源的创建后，即可将MySQL的业务数据引入至Dataphin，或将Dataphin的数据写入至MySQL
数据源。具体操作，请参见配置离线单条管道。

创建Oracle数据源用于实现Dataphin能够读取Oracle的业务数据，及能够向Oracle写入数据。在引入Oracle
的业务数据至Dataphin和将Dataphin的数据写入至Oracle的场景中，需要先创建Oracle数据源。本文为您介
绍如何创建Oracle数据源。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Oracle是一款可移植好、可靠性好、适应高、功能强大的关系型数据库。如果您使用的是Oracle，在对接
Dataphin进行数据开发时，您需要先完成Oracle数据源的创建。更多Oracle信息，请参见Oracle官网。

Dataphin支持添加的Oracle数据源类型包括公网数据库和ECS（VPC）自建数据源。不同类型的网络连通方
式下，所需的配置细节不一致，如下图所示。

数据源类型 数据源类型和网络连通说明 网络连通操作指导

公网数据库
即具备公网访问能力的数据库，访问方式默认为
公网IP。直接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
单中即可。

1. 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
名单

2. 步骤二：创建Oracle数据源ECS（VPC）
自建数据源

即在阿里云ECS上自建的数据库且访问方式为
VPC网络。直接配置网络连通参数即可。

为避免因数据源白名单限制导致数据对接访问失败，您需将Dataphin不同网络环境下的IP地址段添加到数据
源的白名单中。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支持超级管理员和项目管理员角色创建数据源。

如何添加项目成员并授予项目管理员角色，请参见添加项目成员。

当数据源类型为ECS（VPC）自建数据源时，则仅支持创建与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Oracle数据源。

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

6.8.2. 创建Oracle数据源6.8.2. 创建Oracle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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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业务数据源所在的网络环境，添加对应环境下的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中。

公网数据库，则需要添加公网下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中。公网下Dataphin的IP地址

地域 IP地址

华东2（上海） 47.102.151.182

华南1（深圳） 119.23.173.65

华北2（北京） 123.56.104.202

华东1（杭州） 47.96.75.100

ECS（VPC）自建数据源，则需要添加VPC网络下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中。如何添加白名单请参
见添加安全组规则。VPC网络下Dataphin的IP地址

地域 （推荐）通用IP地址 地域IP地址

华东2（上海）

100.104.0.0/16100.104.0.0/16

100.104.228.128/26、
100.104.115.192/26

华南1（深圳） 100.104.48.128/26

华北2（北京） 100.104.238.64/26

华东1（杭州） 100.104.45.0/26

步骤二：创建Oracle数据源步骤二：创建Oracle数据源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数仓规划页面。

2. 按照下图指引，进入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页面。

3. 在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对话框的关系型数据库关系型数据库区域，选择OracleOracle。

如果您最近使用过Oracle，也可以在最近使用最近使用区域选择Oracle。同时，您也可以在快搜索框中，输入
Oracle的关键词，快速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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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新建Oracle数据源新建Oracle数据源对话框中，配置连接数据源参数后，单击确定确定。

i. 配置数据源的基本信息。

参数 描述

数据源名称数据源名称

命名规则如下：

只能包含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

长度不能超过64字符。

数据源描述数据源描述 对数据源的简单描述。

数据源配置数据源配置

选择需要配置的数据源：

如果业务数据源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 。

如果业务数据源不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数据源生产数据源 。

ii. 配置数据源与Dataphin的连接参数。

当上述步骤中选择了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则配置页面如下图所示。如果上述步骤中您选择了生产数生产数
据源据源，则仅展示生产数据源的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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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通常，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需要配置的参数值不同，但Dataphin也支持配置成
相同的参数值。

参数 描述

JDBC URLJDBC URL
链接地址的格式为  jdbc:oracle:thin:@//{服务器地址}:{端⼝}/{数据库名称} 。
例如，  jdbc:oracle:thin:@//192.0.2.0:1521/orcl 。

SchemaSchema 即Oracle实例下的数据库名称。

用户名用户名 、密码密码 登录Oracle实例的用户名和密码。

类型类型

Dataphin支持选择以下几种数据源类型：

公网数据库公网数据库 ：如果您的数据源具备公网访问能力，则可以选择公网数据库公网数据库 。

ECS（VPC）自建数据源ECS（VPC）自建数据源 ：如果您的数据源是在阿里云ECS上自建的数据库，且使用的
网络环境为VPC，请选择ECS（VPC）自建数据源ECS（VPC）自建数据源 。

区域区域 、VPCVPC
IDID、ECS IDECS ID

当类型类型 选择为ECS（VPC）自建数据源ECS（VPC）自建数据源 ，则需要配置如下参数：

区域区域 ：仅支持选择当前Dataphin实例所在的地域。

说明 说明 仅支持添加与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的Oracle数据源至
Dataphin。

VPC IDVPC ID：填写Oracle实例的VPC ID。

ECS IDECS ID：填写Oracle实例的ID。

您可以在ECS实例控制台页面查看ECS ID和VPC ID。

5. 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测试数据源是否可以和Dataphin进行正常的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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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连接测试失败，您可以根据网络连通常见问题进行排查。详细内容，请参见网络连通的常见问题。

6. 测试成功后，单击确定确定，完成Oracle数据源的创建。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完成Oracle数据源的创建后，即可将Oracle的业务数据引入至Dataphin，或将Dataphin的数据写入至Oracle
数据源。具体操作，请参见配置离线单条管道。

创建PostgreSQL数据源用于实现Dataphin能够读取PostgreSQL的业务数据，及能够向PostgreSQL写入数
据。在引入PostgreSQL的业务数据至Dataphin和将Dataphin的数据写入至PostgreSQL的场景中，您需要先
创建PostgreSQL数据源。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PostgreSQL类型的数据源。

PostgreSQL数据源类型介绍PostgreSQL数据源类型介绍
Dataphin支持添加的PostgreSQL数据源类型包括公网数据库、阿里云数据库和ECS（VPC）自建数据源。不
同类型数据源的网络连通，所需的配置细节不一致，如下图所示。

数据源类型 数据源类型和网络连通说明 网络连通操作指导

阿里云数据
库

即阿里云RDS PostgreSQL。创建数据源过程
中，需要根据业务情况选择访问方式（公网IP和
VPC网络）后，再配置网络连通参数。

1. 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
名单

2. 步骤二：创建PostgreSQL数据源
公网数据库

即具备公网访问能力的数据库，访问方式默认为
公网IP。直接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
单中即可。

ECS（VPC）
自建数据源

即在阿里云ECS上自建的数据且访问方式为VPC
网络。直接配置网络连通参数即可。

为避免因数据源白名单限制导致数据对接访问失败，您需将Dataphin不同网络环境下的IP地址段添加到数据
源的白名单中。

6.8.3. 创建PostgreSQL数据源6.8.3. 创建PostgreSQL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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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支持超级管理员和项目管理员角色创建数据源。

如何添加项目成员并授予项目管理员角色，请参见添加项目成员。

仅支持创建与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的ECS（VPC）自建数据源和阿里云数据库（VPC网络）类型的数据
源。

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
基于业务数据源所在的网络环境，添加对应环境下的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中。以阿里云RDS
PostgreSQL为例为您介绍如何添加白名单，详情请参见设置白名单。

公网数据库、阿里云数据库且访问方式为公网访问，则需要添加公网下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
中。公网下Dataphin的IP地址

地域 IP地址

华东2（上海） 47.102.151.182

华南1（深圳） 119.23.173.65

华北2（北京） 123.56.104.202

华东1（杭州） 47.96.75.100

ECS（VPC）自建数据源、阿里云数据库且访问方式为VPC网络，则需要添加VPC网络下Dataphin IP地址至
数据库白名单中。VPC网络下Dataphin的IP地址

地域 （推荐）通用IP地址 地域IP地址

华东2（上海）

100.104.0.0/16100.104.0.0/16

100.104.228.128/26、
100.104.115.192/26

华南1（深圳） 100.104.48.128/26

华北2（北京） 100.104.238.64/26

华东1（杭州） 100.104.45.0/26

步骤二：创建PostgreSQL数据源步骤二：创建PostgreSQL数据源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数仓规划页面。

2. 按照下图指引，进入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页面。

3. 在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对话框的关系型数据库关系型数据库区域，选择Post greSQLPost gre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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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最近使用过PostgreSQL，也可以在最近使用最近使用区域选择PostgreSQL。同时，您也可以在快搜索框
中，输入PostgreSQL的关键词，快速筛选。

4. 在新建Post greSQL数据源新建Post greSQL数据源对话框中，配置连接数据源参数后，单击确定确定。

i. 配置数据源的基本信息。

参数 描述

数据源名称数据源名称

命名规则如下：

只能包含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

长度不能超过64字符。

数据源描述数据源描述 对数据源的简单描述。

数据源配置数据源配置

选择需要配置的数据源：

如果业务数据源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 。

如果业务数据源不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数据源生产数据源 。

ii. 配置数据源与Dataphin的连接参数。

当上述步骤中选择了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则配置页面如下图所示。如果上述步骤中您选择了生产数生产数
据源据源，则仅展示生产数据源的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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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通常，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配置的参数值不同，但Dataphin也支持配置成相同
的参数值。

参数 描述

JDBC URLJDBC URL

链接地址的格式为  jdbc:postgresql://{链接地址}:{端⼝}/{数据库名称} 。

以阿里云 RDS PostgreSQL数据库为例，您可以在数据库连接页面、数据库管理页面获取
链接地址、端口和数据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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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maSchema

SchemaSchema即PostgreSQL实例的数据库名称。在PostgreSQL实例的数据管理页面获取数据
库名称，如下图所示。

用户名用户名 和密码密码
当前账号的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

如何获取，请参见获取AccessKey。

类型类型

Dataphin支持选择以下几种数据源类型：

公网数据库公网数据库 ：如果您的数据源具备公网访问能力，则可以选择公网数据库公网数据库 。

阿里云数据库阿里云数据库 ：如果您的数据源是阿里云数据库RDS，请选择库阿里云数据阿里云数据 。阿里云
数据库支持通过公网IP公网IP或VPC网络VPC网络 连接Dataphin。

说明 说明 如果您的数据源是阿里云数据库RDS且支持公网访问，则您可以选择
公网数据库，也可以选择阿里云数据库（公网IP）。

ECS（VPC）自建数据源ECS（VPC）自建数据源 ：如果您的数据源是在阿里云ECS上自建的数据库，且使用的
网络环境为VPC，请选择ECS（VPC）自建数据源ECS（VPC）自建数据源 。

当类型类型 选择为ECS（VPC）自建数据源ECS（VPC）自建数据源 和阿里云数据库阿里云数据库 （VPC网络），还需配置区区
域域 、VPC IDVPC ID、RDS IDRDS ID/ECS IDECS ID这些网络参数，其中：

参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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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区域 、VPCVPC
IDID、RDSRDS
IDID/ECS IDECS ID

阿里云数据库阿里云数据库 （VPC网络）：配置如下参数。

区域区域 ：仅支持选择当前Dataphin实例所在的地域。

说明 说明 仅支持添加与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的PostgreSQL数据源至
Dataphin。

VPC IDVPC ID：填写阿里云RDS PostgreSQL实例的VPC ID。

RDS IDRDS ID：填写阿里云RDS PostgreSQL实例的ID。

ECS（VPC）自建数据源ECS（VPC）自建数据源 ：配置如下参数。

区域区域 ：仅支持选择当前Dataphin实例所在的地域。

说明 说明 仅支持添加与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的PostgreSQL数据源至
Dataphin。

VPC IDVPC ID：填写云服务器ECS实例的VPC ID。

ECS IDECS ID：填写云服务器ECS实例的ID。

您可以在PostgreSQL实例的控制台页面、ECS实例的控制台页面查看VPC ID、RDS ID、
ECS ID，如下图所示。

参数 描述

5. 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测试数据源是否可以和Dataphin进行正常的连通。

如果连接测试失败，您可以根据网络连通常见问题进行排查。详细内容，请参见网络连通的常见问题。

6. 测试成功后，单击确定确定，完成PostgreSQL数据源的创建。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完成PostgreSQL数据源的创建后，即可将PostgreSQL的业务数据引入至Dataphin，或将Dataphin的数据写
入至PostgreSQL数据源。具体操作，请参见配置离线单条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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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Microsoft  SQL Server数据源用于实现Dataphin能够读取Microsoft  SQL Server的业务数据，及能够向
Microsoft  SQL Server写入数据。在引入Microsoft  SQL Server的业务数据至Dataphin和将Dataphin的数据写
入至Microsoft  SQL Server的场景中，您需要先创建Microsoft  SQL Server数据源。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
Microsoft  SQL Server类型的数据源。

Microsoft SQL Server数据源类型介绍Microsoft SQL Server数据源类型介绍
Dataphin支持添加的Microsoft  SQL Server数据源类型包括公网数据库、阿里云数据库和ECS（VPC）自建数
据源。根据数据源的类型，选择对应的网络连通操作。

数据源类型 数据源类型和网络连通说明 网络连通操作指导

阿里云数据
库

即阿里云RDS SQL Server。创建数据源过程中，
需要根据业务情况选择访问方式（公网IP和VPC
网络）后，再配置网络连通参数。

1. 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
名单

2. 步骤二：创建Microsoft SQL Server数据源
公网数据库

即具备公网访问能力的数据库，访问方式默认为
公网IP。直接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
单中即可。

ECS（VPC）
自建数据源

即在阿里云ECS上自建的数据库且访问方式为
VPC网络。直接配置网络连通参数即可。

注意 注意 如果业务Microsoft  SQL Server数据源非上述所述数据源类型，则可以参考网络连通解决方案
选择对应的连通操作。网络连通解决方案，请参见网络连通解决方案。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支持超级管理员和项目管理员角色创建数据源。

如何添加项目成员并授予项目管理员角色，请参见添加项目成员。

6.8.4. 创建Microsoft SQL Server数据源6.8.4. 创建Microsoft SQL Server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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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支持创建与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的ECS（VPC）自建数据源和阿里云数据库（VPC网络）类型的数据
源。

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
基于业务数据源所在的网络环境，添加对应环境下的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中。

公网数据库、阿里云数据库且访问方式为公网访问，则需要添加公网下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
中。公网下Dataphin的IP地址

地域 IP地址

华东2（上海） 47.102.151.182

华南1（深圳） 119.23.173.65

华北2（北京） 123.56.104.202

华东1（杭州） 47.96.75.100

ECS（VPC）自建数据源、阿里云数据库且访问方式为VPC网络，则需要添加VPC网络下Dataphin IP地址至
数据库白名单中。如何添加白名单请参见添加安全组规则。VPC网络下Dataphin的IP地址

地域 （推荐）通用IP地址 地域IP地址

华东2（上海）

100.104.0.0/16100.104.0.0/16

100.104.228.128/26、
100.104.115.192/26

华南1（深圳） 100.104.48.128/26

华北2（北京） 100.104.238.64/26

华东1（杭州） 100.104.45.0/26

步骤二：创建Microsoft SQL Server数据源步骤二：创建Microsoft SQL Server数据源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数仓规划页面。

2. 按照下图指引，进入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页面。

3. 在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对话框的关系型数据库关系型数据库区域，选择Microsof t  SQL ServerMicrosof t  SQL Server。

如果您最近使用过Microsoft  SQL Server，也可以在最近使用最近使用区域选择Microsoft  SQL Server。同时，您
也可以在快搜索框中，输入Microsoft  SQL Server的关键词，快速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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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新建Microsof t  SQL Server数据源新建Microsof t  SQL Server数据源对话框中，配置连接数据源参数后，单击确定确定。

i. 配置数据源的基本信息。

参数 描述

数据源名称数据源名称

命名规则如下：

只能包含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

长度不能超过64字符。

数据源描述数据源描述 对数据源的简单描述。

数据源配置数据源配置

选择需要配置的数据源：

如果业务数据源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 。

如果业务数据源不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数据源生产数据源 。

ii. 配置数据源与Dataphin的连接参数。

当上述步骤中选择了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则配置页面如下图所示。如果上述步骤中您选择了生产数生产数
据源据源，则仅展示生产数据源的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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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通常，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配置的参数值不同，但Dataphin也支持配置成相同
的参数值。

参数 描述

JDBC URLJDBC URL

链接地址的格式为  jdbc:sqlserver://{链接地址}:{端⼝}/{数据库名称} 。

以阿里云Microsoft SQL Server数据库为例，为您介绍如何获取链接地址、端口和数据库
名称。

用户名用户名 和密码密码
当前账号的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

如何获取，请参见获取Access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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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类型

Dataphin支持选择以下几种数据源类型：

公网数据库公网数据库 ：如果您的数据源具备公网访问能力，则可以选择公网数据库公网数据库 。

阿里云数据库阿里云数据库 ：如果您的数据源是阿里云数据库RDS，请选择库阿里云数据阿里云数据 。阿里云
数据库支持通过公网IP公网IP或VPC网络VPC网络 连接Dataphin。

说明 说明 如果您的数据源是阿里云数据库RDS且支持公网访问，则您可以选择
公网数据库，也可以选择阿里云数据库（公网IP）。

ECS（VPC）自建数据源ECS（VPC）自建数据源 ：如果您的数据源是在阿里云ECS上自建的数据库，且使用的
网络环境为VPC，请选择ECS（VPC）自建数据源ECS（VPC）自建数据源 。

参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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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区域 、VPCVPC
IDID、RDSRDS
IDID/ECS IDECS ID

当类型类型 选择为ECS（VPC）自建数据源ECS（VPC）自建数据源 和阿里云数据库阿里云数据库 （VPC网络），还需配置区区
域域 、VPC IDVPC ID、RDS IDRDS ID/ECS IDECS ID这些网络参数，其中：

阿里云数据库阿里云数据库 （VPC网络）：配置如下参数。

区域区域 ：仅支持选择当前Dataphin实例所在的地域。

说明 说明 仅支持添加与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的Microsoft SQL Server数
据源至Dataphin。

VPC IDVPC ID：填写阿里云数据库实例的VPC ID。

RDS IDRDS ID：填写阿里云数据库实例的ID。

ECS（VPC）自建数据源ECS（VPC）自建数据源 ：配置如下参数。

区域区域 ：仅支持选择当前Dataphin实例所在的地域。

说明 说明 仅支持添加与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的Microsoft SQL Server数
据源至Dataphin。

VPC IDVPC ID：填写云服务器ECS实例的VPC ID。

ECS IDECS ID：填写云服务器ECS实例的ID。

您可以在对应数据库实例的控制台页面、ECS实例的控制台页面查看VPC ID、RDS ID、ECS
ID，如下图所示。

参数 描述

5. 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测试数据源是否可以和Dataphin进行正常的连通。

如果连接测试失败，您可以根据网络连通常见问题进行排查。详细内容，请参见网络连通的常见问题。

6. 测试成功后，单击确定确定，完成Microsoft  SQL Server数据源的创建。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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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Microsoft  SQL Server数据源的创建后，即可将Microsoft  SQL Server的业务数据引入至Dataphin，或将
Dataphin的数据写入至Microsoft  SQL Server数据源。具体操作，请参见配置离线单条管道。

Dataphin支持创建Analyt icDB for MySQL 2.0和Analyt icDB for MySQL 3.0类型的数据源。创建Analyt icDB for
MySQL数据源用于实现Dataphin能够读取Analyt icDB for MySQL的业务数据。在引入Analyt icDB for MySQL
的业务数据至Dataphin和将Dataphin的数据写入至Analyt icDB for MySQL的场景中，您需要先创建
Analyt icDB for MySQL数据源。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Analyt icDB for MySQL 2.0和Analyt icDB for MySQL 3.0
类型的数据源。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Analyt icDB for MySQL即阿里云的云原生数仓Analyt icDB MySQL，如果您使用的是云原生数仓Analyt icDB
MySQL，在对接Dataphin进行数据开发时，您需要先完成Analyt icDB for MySQL数据源的创建。更多云原生
数仓Analyt icDB MySQL信息，请参见什么是云原生数据仓库AnalyticDB MySQL版。

Analyt icDB for MySQL数据源类型包括Analyt icDB for MySQL 2.0和Analyt icDB for MySQL 3.0。Dataphin支
持通过公网IP连接Analyt icDB for MySQL 2.0、通过VPC网络或公网IP连接Analyt icDB for MySQL 3.0。不同数
据源类型的网络连通方式，所需的配置细节不一致，如下图所示。

为避免因数据源白名单限制导致数据对接访问失败，您需将Dataphin不同网络环境下的IP地址段添加到数据
源的白名单中，详情请参见设置白名单。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支持超级管理员和项目管理员角色创建数据源。

如何添加项目成员并授予项目管理员角色，请参见添加项目成员。

当业务数据源为Analyt icDB for MySQL 3.0且使用VPC网络时，则仅支持创建与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
Analyt icDB for MySQL 3.0数据源。

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
基于业务数据源所在的网络环境，添加对应环境下的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中。如何设置白名单请
参见设置白名单。

6.8.5. 创建AnalyticDB for MySQL数据源6.8.5. 创建AnalyticDB for MySQL数据源

数仓规划··数据源 智能数据构建与管理 Dat aphin

114 > 文档版本：20220712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93776.html#concept-n4h-2rr-vy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22244.html#task720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12032.html#task-2456425/section-09k-a9y-g4f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22244.html#task720


访问方式为公网IP时，则需要添加公网下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中。公网下Dataphin的IP地址

地域 IP地址

华东2（上海） 47.102.151.182

华南1（深圳） 119.23.173.65

华北2（北京） 123.56.104.202

华东1（杭州） 47.96.75.100

访问方式为VPC网络时，则需要添加VPC网络下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中。VPC网络下Dataphin
的IP地址

地域 （推荐）通用IP地址 地域IP地址

华东2（上海）

100.104.0.0/16100.104.0.0/16

100.104.228.128/26、
100.104.115.192/26

华南1（深圳） 100.104.48.128/26

华北2（北京） 100.104.238.64/26

华东1（杭州） 100.104.45.0/26

步骤二：创建AnalyticDB for MySQL数据源步骤二：创建AnalyticDB for MySQL数据源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数仓规划页面。

2. 按照下图指引，进入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页面。

3. 在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对话框的关系型数据库关系型数据库区域，选择Analyt icDB f or MySQL 2.0Analyt icDB f or MySQL 2.0或Analyt icDB f orAnalyt icDB f or
MySQL 3.0MySQL 3.0。

如果您最近使用过Analyt icDB for MySQL，也可以在最近使用最近使用区域选择Analyt icDB for MySQL2.0或
Analyt icDB for MySQL3.0。同时，您也可以在快搜索框中，输入Analyt icDB for MySQL的关键词，快速
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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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新建Analyt icDB f or MySQL 3.0数据源新建Analyt icDB f or MySQL 3.0数据源或新建Analyt icDB f or MySQL 3.0数据源新建Analyt icDB f or MySQL 3.0数据源对话框中，配置
连接数据源参数后，单击确定确定。

i. 配置数据源的基本信息。

创建Analyt icDB for MySQL 3.0和Analyt icDB for MySQL 2.0数据源时，配置的数据源基本信息相
同，如下图所示。

参数 描述

数据源名称数据源名称

命名规则如下：

只能包含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

长度不能超过64字符。

数据源描述数据源描述 对数据源的简单描述。

数据源配置数据源配置

选择需要配置的数据源：

如果业务数据源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 。

如果业务数据源不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数据源生产数据源 。

ii. 配置数据源与Dataphin的连接参数。

当上述步骤中选择了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则配置页面如下图所示。如果上述步骤中您选择了生产数生产数
据源据源，则仅展示生产数据源的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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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通常，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配置参数值不同，但Dataphin也支持配置成相同的
参数值。

参数 描述

JDBC URLJDBC URL

链接地址的格式为  jdbc:mysql//{实例地址}/{实例名称} 。

在数据库管理页面，查看实例地址和实例名称。

用户名用户名 、密码密码
当前账号的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如何获取，请参见获取
AccessKey。

访问方式访问方式

根据数据源类型选择对应的访问方式：

数据源类型为AnalyticDB for MySQL 2.0，则仅支持选择公网IP公网IP。

数据源类型为AnalyticDB for MySQL 3.0，则支持选择如下网络类型：

数据源所在网络环境为公网，则访问方式选择为公网IP公网IP。

数据源所在网络环境为VPC网络，则访问方式选择为VPC网络VPC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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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区域 、VPC IDVPC ID、集群集群
IDID

当数据源类型为AnalyticDB for MySQL 3.0且当访问方式访问方式 选择为VPC网路VPC网路 ，则需
要配置如下参数：

区域区域 ：仅支持选择当前Dataphin实例所在的地域。

说明 说明 仅支持创建与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的AnalyticDB for
MySQL 3.0数据源。

VPC IDVPC ID：填写AnalyticDB for MySQL 3.0实例的VPC ID。

集群 ID集群 ID：填写AnalyticDB for MySQL 3.0集群ID。

在云原生数据仓库控制台的AnalyticDB for MySQL 3.0集群详情页面，查看集群
ID和VPC ID。

参数 描述

5. 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测试数据源是否可以和Dataphin进行正常的连通。

如果连接测试失败，您可以根据网络连通常见问题进行排查。详细内容，请参见网络连通的常见问题。

6. 测试成功后，单击确定确定，完成Analyt icDB for MySQL数据源的创建。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完成Analyt icDB for MySQL数据源的创建后，即可将Analyt icDB for MySQL的业务数据引入至Dataphin或将
Dataphin的数据写入至Analyt icDB for MySQL。具体操作，请参见配置离线单条管道。

创建PolarDB-X数据源用于实现Dataphin能够读取PolarDB-X的业务数据，及能够向PolarDB-X写入数据。在
引入PolarDB-X的业务数据至Dataphin和将Dataphin的数据写入至PolarDB-X的场景中，需要先创建PolarDB-
X数据源。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PolarDB-X数据源。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PolarDB-X（原DRDS升级版）是由阿里巴巴自主研发的云原生分布式数据库。如果您使用的是PolarDB-X，
在对接Dataphin进行数据开发时，您需要先完成PolarDB-X数据源的创建。更多PolarDB-X信息，请参见产品
概述。

6.8.6. 创建PolarDB-X数据源6.8.6. 创建PolarDB-X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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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phin支持通过VPC网络和公网连接PolarDB-X。不同类型的网络连通方式下，所需的配置细节不一致，
如下图所示。

为避免因数据源白名单限制导致数据对接访问失败，您需将Dataphin不同网络环境下的IP地址段添加到数据
源的白名单中。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支持超级管理员和项目管理员角色创建数据源。

如何添加项目成员并授予项目管理员角色，请参见添加项目成员。

当业务数据源（PolarDB-X）使用VPC网络时，则仅支持创建与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PolarDB-X数据
源。

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
基于业务数据源所在的网络环境，添加对应环境下的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中。以阿里云数据库为
例为您介绍如何添加白名单，请参见设置白名单。

访问方式为公网访问，则需要添加公网下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中。公网下Dataphin的IP地址

地域 IP地址

华东2（上海） 47.102.151.182

华南1（深圳） 119.23.173.65

华北2（北京） 123.56.104.202

华东1（杭州） 47.96.75.100

访问方式为VPC网络，则需要添加VPC网络下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中。VPC网络下Dataphin的IP
地址

地域 （推荐）通用IP地址 地域IP地址

华东2（上海）
100.104.228.128/26、
100.104.115.19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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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4.0.0/16100.104.0.0/16
华南1（深圳） 100.104.48.128/26

华北2（北京） 100.104.238.64/26

华东1（杭州） 100.104.45.0/26

地域 （推荐）通用IP地址 地域IP地址

步骤二：创建PolarDB-X数据源步骤二：创建PolarDB-X数据源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数仓规划页面。

2. 按照下图指引，进入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页面。

3. 在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对话框的关系型数据库关系型数据库区域，选择PolarDB-X（原DRDS）PolarDB-X（原DRDS）。

如果您最近使用过PolarDB-X，也可以在最近使用最近使用区域选择PolarDB-X。同时，您也可以在快搜索框
中，输入PolarDB-X的关键词，快速筛选。

4. 在新建PolarDB-X（原DRDS）数据源新建PolarDB-X（原DRDS）数据源对话框中，配置连接数据源参数后，单击确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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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配置数据源的基本信息。

参数 描述

数据源名称数据源名称

命名规则如下：

只能包含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

长度不能超过64字符。

数据源描述数据源描述 对数据源的简单描述。

数据源配置数据源配置

选择需要配置的数据源：

如果业务数据源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 。

如果业务数据源不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数据源生产数据源 。

ii. 配置数据源与Dataphin的连接参数。

当上述步骤中选择了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则配置页面如下图所示。如果上述步骤中您选择了生产数生产数
据源据源，则仅展示生产数据源的配置页面。

说明 说明 通常，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需要配置的参数值不同，但Dataphin也支持配置成
相同的参数值。

参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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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BC URLJDBC URL

链接地址的格式为  jdbc:mysql://{链接地址}:{端⼝}/{数据库名称} 。您可以
在PolarDB-X控制台实例对应数据库的详情页面，查看链接地址、端口和数据库名称。

下图示例为VPC网络下的链接信息。

用户名用户名 、密码密码 当前账号的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如何获取，请参见获取AccessKey。

访问方式访问方式

选择对应的访问方式：

PolarDB-X数据源所在网络环境为VPC网络，则访问方式选择为VPC网络VPC网络 。

PolarDB-X数据源所在网络环境为公网，则访问方式选择为公网IP公网IP。

区域区域 、VPCVPC
IDID、DRDS IDDRDS ID

当访问方式访问方式 选择为VPC网路VPC网路 ，则需要配置如下参数：

区域区域 ：仅支持选择当前Dataphin实例所在的地域。

说明 说明 仅支持添加与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的PolarDB-X数据源至
Dataphin。

VPC IDVPC ID：填写PolarDB-X实例的VPC ID。

DRDS IDDRDS ID：填写PolarDB-X实例的ID。

在PolarDB-X控制台的实例详情页面，查看实例ID和VPC ID。

参数 描述

5. 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测试数据源是否可以和Dataphin进行正常的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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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连接测试失败，您可以根据网络连通常见问题进行排查。详细内容，请参见网络连通的常见问题。

6. 测试成功后，单击确定确定，完成PolarDB-X数据源的创建。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完成PolarDB-X数据源的创建后，即可将PolarDB-X的业务数据引入至Dataphin，或将Dataphin的数据写入
至PolarDB-X数据源。具体操作，请参见配置离线单条管道。

创建Vertica数据源用于实现Dataphin能够读取Vertica的业务数据。在引入Vertica的业务数据至Dataphin和
将Dataphin的数据写入至Vertica的场景中，您需要先创建Vertica数据源。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Vertica类
型的数据源。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Vert ica是一款基于列存储架构的数据库。如果您使用的是Vertica，在对接Dataphin进行数据开发时，您需
要先完成Vertica数据源的创建。更多Vertica信息，请参见Vertica官网。

Dataphin支持通过公网连接Vertica。为避免因数据源白名单限制导致数据对接访问失败，您需将Dataphin
在公网环境下的IP地址段添加到数据源的白名单中。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支持超级管理员和项目管理员角色创建数据源。

如何添加项目成员并授予项目管理员角色，请参见添加项目成员。

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
添加公网环境下的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源白名单中。

公网下Dataphin的IP地址

地域 IP地址

华东2（上海） 47.102.151.182

华南1（深圳） 119.23.173.65

华北2（北京） 123.56.104.202

华东1（杭州） 47.96.75.100

步骤二：配置创建Vertica数据源的参数步骤二：配置创建Vertica数据源的参数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数仓规划页面。

2. 按照下图指引，进入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页面。

6.8.7. 创建Vertica数据源6.8.7. 创建Vertica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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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对话框的关系型数据库关系型数据库区域，选择Vert icaVert ica。

如果您最近使用过Vertica，也可以在最近使用最近使用区域选择Vertica。同时，您也可以在快搜索框中，输入
Vertica的关键词，快速筛选。

4. 在新建Vert ica数据源新建Vert ica数据源对话框中，配置连接数据源参数后，单击确定确定。

i. 配置数据源的基本信息。

参数 描述

数据源名称数据源名称

命名规则如下：

只能包含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

长度不能超过64字符。

数据源描述数据源描述 对数据源的简单描述。

数据源配置数据源配置

选择需要配置的数据源：

如果业务数据源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 。

如果业务数据源不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数据源生产数据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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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配置数据源与Dataphin的连接参数。

当上述步骤中选择了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则配置页面如下图所示。如果上述步骤中您选择了生产数生产数
据源据源，则仅展示生产数据源的配置页面。

说明 说明 通常，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配置的参数值不同，但Dataphin也支持配置成相同
的参数值。

参数 描述

JDBC URLJDBC URL
链接地址的格式为  jdbc:vertica//{服务器地址}:{端⼝}/{实例名称} 。
例如，  jdbc:vertica//10.0.0.1:5433/dataphin 。

SchemaSchema Vertica实例对应的数据库名称，例如  public 。

用户名用户名 、密码密码 访问Vertica实例的用户名和密码。

5. 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测试数据源是否可以和Dataphin进行正常的连通。

如果连接测试失败，您可以根据网络连通常见问题进行排查。详细内容，请参见网络连通的常见问题。

6. 测试成功后，单击确定确定，完成Vertica数据源的创建。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完成Vertica数据源的创建后，即可将Vertica的业务数据引入至Dataphin或将Dataphin的数据写入至
Vertica。具体操作，请参见配置离线单条管道。

创建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数据源用于实现Dataphin能够读取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的业务数据。
在引入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的业务数据至Dataphin和将Dataphin的数据写入至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的场景中，您需要先创建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数据源。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类型的数据源。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即阿里云的云原生数仓Analyt icDB PostgreSQL，如果您使用的是云原生数仓
Analyt icDB PostgreSQL，在对接Dataphin进行数据开发时，您需要先完成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数据
源的创建。更多云原生数仓Analyt icDB PostgreSQL信息，请参见产品概述。

6.8.8. 创建AnalyticDB for PostgreSQL数据源6.8.8. 创建AnalyticDB for PostgreSQL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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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phin支持通过公网IP和VPC网络连接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不同网络类型的连通方式，所需的配
置细节不一致，如下图所示。

为避免因数据源白名单限制导致数据对接访问失败，您需将Dataphin不同网络环境下的IP地址段添加到数据
源的白名单中，更多对接配置详情可参见设置白名单。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支持超级管理员和项目管理员角色创建数据源。

如何添加项目成员并授予项目管理员角色，请参见添加项目成员。

当业务数据源使用VPC网络时，则仅支持创建与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数据
源。

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
基于业务数据源所在的网络环境，添加对应环境下的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中。如何设置白名单请
参见设置白名单。

访问方式为公网IP时，则需要添加公网下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中。公网下Dataphin的IP地址

地域 IP地址

华东2（上海） 47.102.151.182

华南1（深圳） 119.23.173.65

华北2（北京） 123.56.104.202

华东1（杭州） 47.96.75.100

访问方式为VPC网络时，则需要添加VPC网络下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中。VPC网络下Dataphin
的IP地址

地域 （推荐）通用IP地址 地域IP地址

华东2（上海）
100.104.228.128/26、
100.104.115.19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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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4.0.0/16100.104.0.0/16

华南1（深圳） 100.104.48.128/26

华北2（北京） 100.104.238.64/26

华东1（杭州） 100.104.45.0/26

地域 （推荐）通用IP地址 地域IP地址

步骤二：创建AnalyticDB for PostgreSQL数据源步骤二：创建AnalyticDB for PostgreSQL数据源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数仓规划页面。

2. 按照下图指引，进入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页面。

3. 在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对话框的关系型数据库关系型数据库区域，选择Analyt icDB f or Post greSQLAnalyt icDB f or Post greSQL。

如果您最近使用过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也可以在最近使用最近使用区域选择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同时，您也可以在快搜索框中，输入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的关键词，快速筛选。

4. 在新建Analyt icDB f or Post greSQL数据源新建Analyt icDB f or Post greSQL数据源对话框中，配置连接数据源参数后，单击确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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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配置数据源的基本信息。

参数 描述

数据源名称数据源名称

命名规则如下：

只能包含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

长度不能超过64字符。

数据源描述数据源描述 对数据源的简单描述。

数据源配置数据源配置

选择需要配置的数据源：

如果业务数据源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 。

如果业务数据源不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数据源生产数据源 。

ii. 配置数据源与Dataphin的连接参数。

当上述步骤中选择了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则配置页面如下图所示。如果上述步骤中您选择了生产数生产数
据源据源，则仅展示生产数据源的配置页面。

说明 说明 通常，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配置的参数值不同，但Dataphin也支持配置成相同
的参数值。

参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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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BC URLJDBC URL

链接地址的格式为  jdbc:postgresql//{链接地址}:{端⼝}/{实例名称} 。

在数据库连接页面查看链接地址和端口。

在云数据仓库AnalyticDB PostgreSQL实例列表页面，查看实例名称。

用户名用户名 、密码密码
当前账号的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如何获取，请参见获取
AccessKey。

访问方式访问方式

选择对应的访问方式：

数据源所在网络环境为公网，则访问方式选择为公网IP公网IP。

数据源所在网络环境为阿里云VPC网络，则访问方式选择为VPC网络VPC网络 。

区域区域 、VPC IDVPC ID、集群集群
IDID

当访问方式访问方式 选择为VPC网路VPC网路 ，则需要配置如下参数：

区域区域 ：仅支持选择当前Dataphin实例所在的地域。

说明 说明 仅支持添加与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的AnalyticDB for
PostgreSQL数据源至Dataphin。

VPC IDVPC ID：填写AnalyticDB for PostgreSQL实例的VPC ID。

集群 ID集群 ID：填写AnalyticDB for PostgreSQL集群ID。

在云数据仓库AnalyticDB PostgreSQL实例列表页面，查看实例ID和VPC ID。

参数 描述

5. 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测试数据源是否可以和Dataphin进行正常的连通。

如果连接测试失败，您可以根据网络连通常见问题进行排查。详细内容，请参见网络连通的常见问题。

6. 测试成功后，单击确定确定，完成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数据源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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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完成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数据源的创建后，即可将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的业务数据引入至
Dataphin或将Dataphin的数据写入至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具体操作，请参见配置离线单条管道。

创建PolarDB数据源用于实现Dataphin能够读取PolarDB的业务数据，及能够向PolarDB写入数据。在引入
PolarDB的业务数据至Dataphin和将Dataphin的数据写入至PolarDB的场景中，需要先创建PolarDB数据源。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PolarDB数据源。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PolarDB是阿里云自主研发新一代关系型数据库，兼容MySQL、PostgreSQL语法的云托管数据库产品。如果
您使用的是PolarDB，在对接Dataphin进行数据开发时，您需要先完成PolarDB数据源的创建。更多PolarDB
信息，请参见什么是PolarDB。

Dataphin仅支持对接MySQL和PostgreSQL作为引擎的PolarDB数据库，支持通过VPC网络和公网连接PolarDB
数据库。PolarDB支持以下三种类型的MySQL和PostgreSQL数据库作为引擎：公网数据库、阿里云数据库和
ECS（VPC）自建数据库。数据库类型不同，所需的配置细节不同，如下图所示。

数据源类型 数据源类型和网络连通说明 网络连通操作指导

阿里云数据
库

即阿里云PolarDB MySQL或PolarDB
PostgreSQL。创建数据源过程中，需要根据业
务情况选择访问方式（公网IP和VPC网络）后，
再配置网络连通参数。

1. 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
名单

2. 步骤二：创建PolarDB数据源公网数据库
即具备公网访问能力的数据库，访问方式默认为
公网IP。直接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
单中即可。

ECS（VPC）
自建数据源

即在阿里云ECS上自建的数据库且访问方式为
VPC网络。直接配置网络连通参数即可。

为避免因数据源白名单限制导致数据对接访问失败，您需将Dataphin不同网络环境下的IP地址段添加到数据

6.8.9. 创建PolarDB数据源6.8.9. 创建PolarDB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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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白名单中。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支持超级管理员和项目管理员角色创建数据源。

如何添加项目成员并授予项目管理员角色，请参见添加项目成员。

当业务数据源（PolarDB）使用VPC网络时，则仅支持创建与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PolarDB数据源。

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
基于PolarDB数据源引擎（MySQL或PostgreSQL）所在的网络环境，添加对应环境下的Dataphin IP地址至数
据库白名单中。以阿里云数据库为例为您介绍如何添加白名单，请参见设置白名单。

公网数据库、阿里云数据库且访问方式为公网访问，则需要添加公网下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
中。公网下Dataphin的IP地址

地域 IP地址

华东2（上海） 47.102.151.182

华南1（深圳） 119.23.173.65

华北2（北京） 123.56.104.202

华东1（杭州） 47.96.75.100

ECS（VPC）自建数据源、阿里云数据库且访问方式为VPC网络，则需要添加VPC网络下Dataphin IP地址至
数据库白名单中。ECS（VPC）自建数据源如何添加白名单请参见添加安全组规则。VPC网络下Dataphin的
IP地址

地域 （推荐）通用IP地址 地域IP地址

华东2（上海）

100.104.0.0/16100.104.0.0/16

100.104.228.128/26、
100.104.115.192/26

华南1（深圳） 100.104.48.128/26

华北2（北京） 100.104.238.64/26

华东1（杭州） 100.104.45.0/26

步骤二：创建PolarDB数据源步骤二：创建PolarDB数据源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数仓规划页面。

2. 按照下图指引，进入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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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对话框的关系型数据库关系型数据库区域，选择PolarDBPolarDB。

如果您最近使用过PolarDB，也可以在最近使用最近使用区域选择PolarDB。同时，您也可以在快搜索框中，输入
PolarDB的关键词，快速筛选。

4. 在新建PolarDB数据源新建PolarDB数据源对话框中，配置连接数据源参数后，单击确定确定。

i. 配置数据源的基本信息。

参数 描述

数据源名称数据源名称

命名规则如下：

只能包含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

长度不能超过64字符。

数据源描述数据源描述 对PolarDB数据源的简单描述。

数据库类型数据库类型

基于PolarDB底层的引擎类型，选择对应的数据库类型：

如果PolarDB底层的引擎为MySQL，则选择MySQLMySQL。

如果PolarDB底层的引擎为PostgreSQL，则选择Post greSQLPost greSQL。

数据源配置数据源配置

基于业务数据源是否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

如果业务数据源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 。

如果业务数据源不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数据源生产数据源 。

ii. 配置数据源与Dataphin的连接参数。

当上述步骤中选择了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则配置页面如下图所示。如果上述步骤中您选择了生产数生产数
据源据源，则仅展示生产数据源的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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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通常，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需要配置不同的参数值，但Dataphin也支持配置成
相同的参数值。

参数 描述

JDBC URLJDBC URL

链接地址的格式为  jdbc:{数据库类型}://{链接地址}:{端⼝}/{数据库名称} 。其
中：

数据库类型：

上述步骤中数据库类型选择为MySQL，则配置为  mysql 。

上述步骤中数据库类型选择为PostgreSQL，则配置为  postgresql 。

以数据库类型为MySQL为例，为您介绍如何获取链接地址、端口和数据库名称：

在数据库连接页面，获取MySQL实例的链接地址、端口。

在数据库管理页面，获取MySQL实例的数据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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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maSchema

当上述步骤中数据库类型选择为Post greSQLPost greSQL，需要配置SchemaSchema。SchemaSchema即
PostgreSQL实例的数据库名称。在PostgreSQL实例的数据管理页面获取数据库名称，如
下图所示。

注意 注意 当上述步骤中数据库类型选择为MySQLMySQL，则配置页面没有SchemaSchema配
置项。

用户名用户名 、密码密码 登录PolarDB数据源引擎MySQL或PostgreSQL的用户名和密码。

类型类型

PolarDB数据源的引擎MySQL、PostgreSQL均支持选择以下几种类型：

公网数据库公网数据库 ：如果您的数据源具备公网访问能力，则可以选择公网数据库公网数据库 。

阿里云数据库阿里云数据库 ：如果您的数据源是阿里云数据库RDS，请选择库阿里云数据阿里云数据 。阿里云
数据库支持通过公网IP公网IP或VPC网络VPC网络 连接Dataphin。

说明 说明 如果您的数据源是阿里云数据库且支持公网访问，则您可以选择公网
数据库，也可以选择阿里云数据库（公网IP）。

ECS（VPC）自建数据源ECS（VPC）自建数据源 ：如果您的数据源是在阿里云ECS上自建的数据库，且使用的
网络环境为VPC，请选择ECS（VPC）自建数据源ECS（VPC）自建数据源 。

参数 描述

数仓规划··数据源 智能数据构建与管理 Dat aphin

134 > 文档版本：20220712



区域区域 、VPCVPC
IDID、PolarDBPolarDB
IDID/ECS IDECS ID

当类型类型 选择为ECS（VPC）自建数据源ECS（VPC）自建数据源 和阿里云数据库阿里云数据库 （VPC网络），还需配置区区
域域 、VPC IDVPC ID、PolarDB IDPolarDB ID/ECS IDECS ID这些网络参数，其中：

阿里云数据库阿里云数据库 （VPC网络）：配置如下参数。

区域区域 ：仅支持选择当前Dataphin实例所在的地域。

说明 说明 仅支持添加与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的PolarDB数据源至
Dataphin。

VPC IDVPC ID：填写PolarDB实例的VPC ID。

PolarDB IDPolarDB ID：填写PolarDB实例的ID。

ECS（VPC）自建数据源ECS（VPC）自建数据源 ：配置如下参数。

区域区域 ：仅支持选择当前Dataphin实例所在的地域。

说明 说明 仅支持添加与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的MySQL数据源至
Dataphin。

VPC IDVPC ID：填写云服务器ECS实例的VPC ID。

ECS IDECS ID：填写云服务器ECS实例的ID。

您可以在PolarDB控制台的实例基本信息页面、ECS实例控制台的实例详情页面查看VPC
ID、PolarDB ID、ECS ID，如下图所示。

参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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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测试数据源是否可以和Dataphin进行正常的连通。

如果连接测试失败，您可以根据网络连通常见问题进行排查。详细内容，请参见网络连通的常见问题。

6. 测试成功后，单击确定确定，完成PolarDB数据源的创建。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完成PolarDB数据源的创建后，即可将PolarDB的业务数据引入至Dataphin，或将Dataphin的数据写入至
PolarDB数据源。具体操作，请参见配置离线单条管道。

创建Teradata数据源用于实现Dataphin能够读取Teradata的业务数据。在引入Teradata的业务数据至
Dataphin和将Dataphin的数据写入至Teradata的场景中，您需要先创建Teradata数据源。本文为您介绍如
何创建Teradata类型的数据源。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Teradata是一款大型数据仓库系统。如果您使用的是Teradata，在对接Dataphin进行数据开发或导出
Dataphin数据至Teradata，您需要先完成Teradata数据源的创建。更多Teradata信息，请参见Teradata官
网。

Dataphin支持添加的Teradata数据源类型包括公网数据库和ECS（VPC）自建数据源。不同类型的网络连通
方式下，所需的配置细节不一致，如下图所示。

数据源类型 数据源类型和网络连通说明 网络连通操作指导

公网数据库
即具备公网访问能力的数据库，访问方式默认为
公网IP。直接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
单中即可。

1. 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
名单

2. 步骤二：创建Teradata数据源ECS（VPC）
自建数据源

即在阿里云ECS上自建的数据库且访问方式为
VPC网络。直接配置网络连通参数即可。

为避免因数据源白名单限制导致数据对接访问失败，您需将Dataphin不同网络环境下的IP地址段添加到数据
源的白名单中。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支持超级管理员和项目管理员角色创建数据源。

6.8.10. 创建Teradata数据源6.8.10. 创建Teradata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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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添加项目成员并授予项目管理员角色，请参见添加项目成员。

当数据源类型为ECS（VPC）自建数据源时，则仅支持创建与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Teradata数据源。

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
基于业务数据源所在的网络环境，添加对应环境下的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中。

公网数据库需要添加公网下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中。公网下Dataphin的IP地址

地域 IP地址

华东2（上海） 47.102.151.182

华南1（深圳） 119.23.173.65

华北2（北京） 123.56.104.202

华东1（杭州） 47.96.75.100

ECS（VPC）自建数据源需要添加VPC网络下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中。如何添加白名单，请参
见添加安全组规则。VPC网络下Dataphin的IP地址

地域 （推荐）通用IP地址 地域IP地址

华东2（上海）

100.104.0.0/16100.104.0.0/16

100.104.228.128/26、
100.104.115.192/26

华南1（深圳） 100.104.48.128/26

华北2（北京） 100.104.238.64/26

华东1（杭州） 100.104.45.0/26

步骤二：创建Teradata数据源步骤二：创建Teradata数据源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数仓规划页面。

2. 按照下图指引，进入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页面。

3. 在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对话框的关系型数据库关系型数据库区域，选择T eradat aT eradat a。

如果您最近使用过Teradata，也可以在最近使用最近使用区域选择Teradata。同时，您也可以在快搜索框中，
输入Teradata的关键词，快速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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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新建T eradat a数据源新建T eradat a数据源对话框中，配置连接数据源参数后，单击确定确定。

i. 配置数据源的基本信息。

参数 描述

数据源名称数据源名称

命名规则如下：

只能包含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

长度不能超过64字符。

数据源描述数据源描述 对数据源的简单描述。

数据源配置数据源配置

选择需要配置的数据源：

如果业务数据源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 。

如果业务数据源不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数据源生产数据源 。

ii. 配置数据源与Dataphin的连接参数。

当上述步骤中选择了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则配置页面如下图所示。如果上述步骤中您选择了生产数生产数
据源据源，则仅展示生产数据源的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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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通常，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需要配置的参数值不同，但Dataphin也支持配置成
相同的参数值。

参数 描述

JDBC URLJDBC URL 链接地址的格式为  jdbc:teradata://{服务器地址}:{端⼝}/{数据库名称} 。

用户名用户名 、密码密码 登录Teradata数据库的用户名和密码。

类型类型

Dataphin支持选择以下几种数据源类型：

公网数据库公网数据库 ：如果您的数据源具备公网访问能力，则可以选择公网数据库公网数据库 。

ECS（VPC）自建数据源ECS（VPC）自建数据源 ：如果您的数据源是在阿里云ECS上自建的数据库，且使用的
网络环境为VPC，请选择ECS（VPC）自建数据源ECS（VPC）自建数据源 。

区域区域 、VPCVPC
IDID、ECS IDECS ID

当类型类型 选择为ECS（VPC）自建数据源ECS（VPC）自建数据源 ，则需要配置如下参数：

区域区域 ：仅支持选择当前Dataphin实例所在的地域。

说明 说明 仅支持添加与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的Teradata数据源至
Dataphin。

VPC IDVPC ID：填写Teradata实例的VPC ID。

ECS IDECS ID：填写Teradata实例的ID。

您可以在ECS实例控制台页面查看ECS ID和VPC ID。

5. 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测试数据源是否可以和Dataphin进行正常的连通。

如果连接测试失败，您可以根据网络连通常见问题进行排查。详细内容，请参见网络连通的常见问题。

6. 测试成功后，单击确定确定，完成Teradata数据源的创建。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完成Teradata数据源的创建后，即可将Teradata的业务数据引入至Dataphin或将Dataphin的数据写入至
Teradata。具体操作，请参见配置离线单条管道。

创建IBM DB2数据源用于实现Dataphin能够读取IBM DB2的业务数据。在引入IBM DB2的业务数据至Dataphin
和将Dataphin的数据写入至IBM DB2的场景中，您需要先创建IBM DB2数据源。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IBM
DB2类型的数据源。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6.8.11. 创建IBM DB2数据源6.8.11. 创建IBM DB2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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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DB2是一套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如果您使用的是IBM DB2，在对接Dataphin进行数据开发时，您需要
先完成IBM DB2数据源的创建。更多IBM DB2信息，请参见IBM DB2官网。

Dataphin支持添加的IBM DB2数据源类型包括公网数据库和ECS（VPC）自建数据源。不同类型的网络连通方
式下，所需的配置细节不一致，如下图所示。

数据源类型 数据源类型和网络连通说明 网络连通操作指导

公网数据库
即具备公网访问能力的数据库，访问方式默认为
公网IP。直接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
单中即可。

1. 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
名单

2. 步骤二：创建IBM DB2数据源ECS（VPC）
自建数据源

即在阿里云ECS上自建的数据库且访问方式为
VPC网络。直接配置网络连通参数即可。

为避免因数据源白名单限制导致数据对接访问失败，您需将Dataphin不同网络环境下的IP地址段添加到数据
源的白名单中。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支持超级管理员和项目管理员角色创建数据源。

如何添加项目成员并授予项目管理员角色，请参见添加项目成员。

当数据源类型为ECS（VPC）自建数据源时，则仅支持创建与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IBM DB2数据源。

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
基于业务数据源所在的网络环境，添加对应环境下的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中。

公网数据库需要添加公网下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中。公网下Dataphin的IP地址

地域 IP地址

华东2（上海） 47.102.151.182

华南1（深圳） 119.23.173.65

华北2（北京） 123.56.10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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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1（杭州） 47.96.75.100

地域 IP地址

ECS（VPC）自建数据源需要添加VPC网络下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中。如何添加白名单，请参
见添加安全组规则。VPC网络下Dataphin的IP地址

地域 （推荐）通用IP地址 地域IP地址

华东2（上海）

100.104.0.0/16100.104.0.0/16

100.104.228.128/26、
100.104.115.192/26

华南1（深圳） 100.104.48.128/26

华北2（北京） 100.104.238.64/26

华东1（杭州） 100.104.45.0/26

步骤二：创建IBM DB2数据源步骤二：创建IBM DB2数据源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数仓规划页面。

2. 按照下图指引，进入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页面。

3. 在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对话框的关系型数据库关系型数据库区域，选择IBM DB2IBM DB2。

如果您最近使用过IBM DB2，也可以在最近使用最近使用区域选择IBM DB2。同时，您也可以在快搜索框中，输入
IBM DB2的关键词，快速筛选。

4. 在新建IBM DB2数据源新建IBM DB2数据源对话框中，配置连接数据源参数后，单击确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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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配置数据源的基本信息。

参数 描述

数据源名称数据源名称

命名规则如下：

只能包含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

长度不能超过64字符。

数据源描述数据源描述 对数据源的简单描述。

数据源配置数据源配置

选择需要配置的数据源：

如果业务数据源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 。

如果业务数据源不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数据源生产数据源 。

ii. 配置数据源与Dataphin的连接参数。

当上述步骤中选择了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则配置页面如下图所示。如果上述步骤中您选择了生产数生产数
据源据源，则仅展示生产数据源的配置页面。

说明 说明 通常，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需要配置的参数值不同，但Dataphin也支持配置成
相同的参数值。

参数 描述

JDBC URLJDBC URL 链接地址的格式为  jdbc:db2://{服务器地址}:{端⼝}/{数据库名称} 。

用户名用户名 、密码密码 登录IBM DB2数据库的用户名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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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类型

Dataphin支持选择以下几种数据源类型：

公网数据库公网数据库 ：如果您的数据源具备公网访问能力，则可以选择公网数据库公网数据库 。

ECS（VPC）自建数据源ECS（VPC）自建数据源 ：如果您的数据源是在阿里云ECS上自建的数据库，且使用的
网络环境为VPC，请选择ECS（VPC）自建数据源ECS（VPC）自建数据源 。

区域区域 、VPCVPC
IDID、ECS IDECS ID

当类型类型 选择为ECS（VPC）自建数据源ECS（VPC）自建数据源 ，则需要配置如下参数：

区域区域 ：仅支持选择当前Dataphin实例所在的地域。

说明 说明 仅支持添加与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的IBM DB2数据源至
Dataphin。

VPC IDVPC ID：填写IBM DB2实例的VPC ID。

ECS IDECS ID：填写IBM DB2实例的ID。

您可以在ECS实例控制台页面查看ECS ID和VPC ID。

参数 描述

5. 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测试数据源是否可以和Dataphin进行正常的连通。

如果连接测试失败，您可以根据网络连通常见问题进行排查。详细内容，请参见网络连通的常见问题。

6. 测试成功后，单击确定确定，完成IBM DB2数据源的创建。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完成IBM DB2数据源的创建后，即可将IBM DB2的业务数据引入至Dataphin或将Dataphin的数据写入至IBM
DB2。具体操作，请参见配置离线单条管道。

创建OceanBase数据源用于实现Dataphin能够读取OceanBase的业务数据，及能够向OceanBase写入数据。
在引入OceanBase的业务数据至Dataphin和将Dataphin的数据写入至OceanBase的场景中，您需要先创建
OceanBase数据源。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OceanBase类型的数据源。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OceanBase即阿里云数据库OceanBase，是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100%自主研发的金融级分布式关系数据
库。如果您使用的是阿里云OceanBase，在对接Dataphin进行数据开发或将Dataphin数据写入至OceanBase
时，您需要先完成OceanBase数据源的创建。更多OceanBase信息，请参见什么是云数据库 OceanBase。

6.8.12. 创建OceanBase数据源6.8.12. 创建OceanBase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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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phin支持创建公网数据库、阿里云数据库和ECS（VPC）自建数据源类型的OceanBase数据源。不同类
型的数据源，所需的网络连通配置细节不同，如下图所示。

数据源类型 数据源类型和网络连通说明 网络连通操作指导

阿里云数据
库

即阿里云数据库OceanBase。创建数据源过程
中，需要根据业务情况选择访问方式（公网IP和
VPC网络）后，再配置网络连通参数。

1. 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
名单

2. 步骤二：创建OceanBase数据源
公网数据库

即具备公网访问能力的数据库，访问方式默认为
公网IP。直接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
单中即可。

ECS（VPC）
自建数据源

即在阿里云ECS上自建的数据库且访问方式为
VPC网络。直接配置网络连通参数即可。

为避免因数据源白名单限制导致数据对接访问失败，您需将Dataphin不同网络环境下的IP地址段添加到数据
源的白名单中。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支持超级管理员和项目管理员角色创建数据源。

如何添加项目成员并授予项目管理员角色，请参见添加项目成员。

仅支持创建与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的ECS（VPC）自建数据源和阿里云数据库（VPC网络）类型的数据
源。

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
基于业务数据源所在的网络环境，添加对应环境下的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中。公网数据库和阿里
云数据库添加白名单请参见白名单分组。ECS（VPC）自建数据源添加白名单请参见添加安全组规则。

公网数据库、阿里云数据库且访问方式为公网访问，则需要添加公网下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
中。公网下Dataphin的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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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IP地址

华东2（上海） 47.102.151.182

华南1（深圳） 119.23.173.65

华北2（北京） 123.56.104.202

华东1（杭州） 47.96.75.100

ECS（VPC）自建数据源、阿里云数据库且访问方式为VPC网络，则需要添加VPC网络下Dataphin IP地址至
数据库白名单中。VPC网络下Dataphin的IP地址

地域 （推荐）通用IP地址 地域IP地址

华东2（上海）

100.104.0.0/16100.104.0.0/16

100.104.228.128/26、
100.104.115.192/26

华南1（深圳） 100.104.48.128/26

华北2（北京） 100.104.238.64/26

华东1（杭州） 100.104.45.0/26

步骤二：创建OceanBase数据源步骤二：创建OceanBase数据源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数仓规划页面。

2. 按照下图指引，进入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页面。

3. 在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对话框的关系型数据库关系型数据库区域，选择OceanBaseOceanBase。

如果您最近使用过OceanBase，也可以在最近使用最近使用区域选择OceanBase。同时，您也可以在快搜索框
中，输入OceanBase的关键词，快速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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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新建OceanBase数据源新建OceanBase数据源对话框中，配置连接数据源参数后，单击确定确定。

i. 配置数据源的基本信息。

参数 描述

数据源名称数据源名称

命名规则如下：

只能包含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

长度不能超过64字符。

数据源描述数据源描述 对数据源的简单描述。

数据源配置数据源配置

选择需要配置的数据源：

如果业务数据源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 。

如果业务数据源不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数据源生产数据源 。

ii. 配置数据源与Dataphin的连接参数。

当上述步骤中选择了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则配置页面如下图所示。如果上述步骤中您选择了生产数生产数
据源据源，则仅展示生产数据源的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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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通常，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需要配置不同的参数值，但Dataphin也支持配置成
相同的参数值。

参数 描述

JDBC URLJDBC URL

OceanBase连接地址，格式为

MySQL模式：  jdbc:mysql://<连接地址>:<端⼝>/<数据库名称> 。

Oracle模式：  jdbc:oracle://<连接地址>:<端⼝>/<数据库名称> 。

以阿里云数据库OceanBase的MySQL模式为例，参数获取方式如下。

连接地址、端口：在云数据库OceanBase控制台的租户管理租户管理 页面，选择对应的租户，查看
连接地址和端口信息（图示①和图示②）。

数据库名称：在对应租户详情的数据库管理数据库管理 页面，查看数据库名称（图示③）。

用户用户
名名 和密码密码

目标数据库的用户名和密码，详情请参见账号管理。

类型类型

Dataphin支持选择以下几种数据源类型：

公网数据库公网数据库 ：如果您的数据源具备公网访问能力，则可以选择公网数据库公网数据库 。

阿里云数据库阿里云数据库 ：如果您的数据源是阿里云数据库RDS，请选择阿里云数据库阿里云数据库 。阿里云数
据库支持通过公网IP公网IP或VPC网络VPC网络 连接Dataphin。

说明 说明 如果您的数据源是阿里云数据库RDS且支持公网访问，则您可以选择公
网数据库，也可以选择阿里云数据库（公网IP）。

ECS（VPC）自建数据源ECS（VPC）自建数据源 ：如果您的数据源是在阿里云ECS上自建的数据库，且使用的网
络环境为VPC，请选择ECS（VPC）自建数据源ECS（VPC）自建数据源 。

数据源类型选择不同，则访问方式访问方式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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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方式访问方式

当类型类型 选择为阿里云数据库阿里云数据库 时：

VPC网络VPC网络

AccessIDAccessID、AccessKeyAccessKey：当前账号的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获取方
式，请参见获取AccessKey。

实例ID实例ID：填写阿里云数据库OceanBase集群实例ID。

VPC IDVPC ID：填写阿里云数据库OceanBase目标租户的VPC ID。

租户ID租户ID：填写阿里云数据库OceanBase的租户ID。

您可以在云数据库OceanBase控制台的租户管理租户管理 页面，选择对应的租户，查看实例
ID（图示①）、VPC ID（图示②）、租户ID（图示③）。

公网IP公网IP：填写阿里云数据库OceanBase目标租户的公网地址。

当类型类型 选择为ECS（VPC）自建数据源ECS（VPC）自建数据源 时：

实例ID实例ID：填写云服务器ECS的实例ID。

VPC IDVPC ID：填写云服务器ECS实例的专有网络ID。

租户ID租户ID：填写阿里云数据库OceanBase的租户ID。获取方式，请参考类型类型 选择为阿里阿里
云数据库云数据库 时的租户ID租户ID描述。

您可以在云服务器ECS控制台的实例详情页面，查看VPC ID（图示①）和ECS的实例ID（图
示②）。

参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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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5. 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测试数据源是否可以和Dataphin进行正常的连通。

如果连接测试失败，您可以根据网络连通常见问题进行排查。详细内容，请参见网络连通的常见问题。

6. 测试成功后，单击确定确定，完成OceanBase数据源的创建。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完成OceanBase数据源的创建后，即可将OceanBase的业务数据引入至Dataphin，或将Dataphin的数据写入
至OceanBase数据源。具体操作，请参见配置离线单条管道。

创建TImpala数据源用于实现Dataphin能够将数据写入至Impala中。在将Dataphin的数据写入至Impala的场
景中，您需要先创建Impala数据源。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Impala类型的数据源。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Impala是用于处理存储在Hadoop集群中大量数据的SQL查询引擎。如果您使用的是Impala，在导出
Dataphin数据至Impala，您需要先完成Impala数据源的创建。更多Impala信息，请参见Impala官网。

Dataphin支持通过公网连接Impala。为避免因数据源白名单限制导致数据对接访问失败，您需将Dataphin在
公网环境下的IP地址段添加到数据源的白名单中。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支持超级管理员和项目管理员角色创建数据源。

如何添加项目成员并授予项目管理员角色，请参见添加项目成员。

仅支持创建1.x、2.x、3.x版本的Impala数据源。

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
添加公网环境下的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源白名单中。

公网下Dataphin的IP地址

地域 IP地址

华东2（上海） 47.102.151.182

华南1（深圳） 119.23.173.65

华北2（北京） 123.56.104.202

华东1（杭州） 47.96.75.100

6.8.13. 创建Impala数据源6.8.13. 创建Impala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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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创建Impala数据源步骤二：创建Impala数据源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数仓规划页面。

2. 按照下图指引，进入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页面。

3. 在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对话框的关系型数据库关系型数据库区域，选择ImpalaImpala。

如果您最近使用过Impala，也可以在最近使用最近使用区域选择Impala。同时，您也可以在快搜索框中，输入
Impala的关键词，快速筛选。

4. 在新建Impala数据源新建Impala数据源对话框中，配置连接数据源参数后，单击确定确定。

i. 配置数据源的基本信息。

参数 描述

数据源名称数据源名称

命名规则如下：

只能包含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

长度不能超过64字符。

版本版本 仅支持选择1.x、2.x、3.x版本。

数据源描述数据源描述 对数据源的简单描述。

数据源配置数据源配置

选择需要配置的数据源：

如果业务数据源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 。

如果业务数据源不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数据源生产数据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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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配置数据源与Dataphin的连接参数。

当上述步骤中选择了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则配置页面如下图所示。如果上述步骤中您选择了生产数生产数
据源据源，则仅展示生产数据源的配置页面。

说明 说明 通常，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配置的参数值不同，但Dataphin也支持配置成相同
的参数值。

参数 描述

JDBC URLJDBC URL
链接地址的格式为  jdbc:impala//{服务器地址}:{端⼝}/{实例名称} 。例
如，  jdbc:impala//10.0.0.1:5433/dataphin 。

KerberosKerberos

Kerberos是一种基于对称密钥技术的身份认证协议：

Hadoop集群有Kerberos认证，则需要开启KerberosKerberos 。

Hadoop集群没有Kerberos认证，则无需开启KerberosKerberos 。

Krb5文件Krb5文件 /KDCKDC
ServerServer、Keyt abKeyt ab
FileFile、PrincipalPrincipal

开启KerberosKerberos 后，需要配置参数如下：

Krb5文件Krb5文件 /KDC ServerKDC Server：需要上传包含Kerberos认证域名的Krb5文件、配
置KDC服务器地址，辅助完成Kerberos认证。

说明 说明 支持配置多个KDC Server服务地址，使用英文逗号（,）分
割。

Keyt ab FileKeyt ab File：上传登录Krb5文件域名或KDC服务器地址的账号和密码的文
件。

PrincipalPrincipal：配置Keytab File文件对应的Kerberos认证用户名。

用户名用户名 、密码密码 如果您没有开启KerberosKerberos ，则需要配置访问Impala实例的用户名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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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配置数据源元数据库参数。

参数 描述

数据库类型数据库类型
根据集群中使用的元数据库类型，选择数据库类型。Dataphin支持选择MySQL
和PostgreSQL。

JDBC URLJDBC URL

填写对应元数据库的链接地址：

MySQL：格式为  jdbc:mysql://{链接地址}[,failoverhost...]{端⼝
}/{数据库名称} [?propertyName1][=propertyValue1][&propertyNa
me2][=propertyValue2]... 。

PostgreSQL：格式为  jdbc:postgresql://{链接地址}:{端⼝}/{数据库
名称} 。

用户名用户名 、密码密码 填写登录元数据库的用户名和密码。

5. 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测试数据源是否可以和Dataphin进行正常的连通。

如果连接测试失败，您可以根据网络连通常见问题进行排查。详细内容，请参见网络连通的常见问题。

6. 测试成功后，单击确定确定，完成Vertica数据源的创建。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完成Impala数据源的创建后，即可将Impala的业务数据引入至Dataphin或将Dataphin的数据写入至Impala。
具体操作，请参见配置离线单条管道。

在将Dataphin数据导出至Elasticsearch场景中，您需要先创建Elasticsearch数据源。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
Elasticsearch类型的数据源。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如果您使用的是阿里云Elasticsearch，在将Dataphin数据导出至Elasticsearch场景中，您需要先完成
Elasticsearch数据源的创建。更多阿里云Elasticsearch、开源Elasticsearch信息，请参见什么是阿里云
Elasticsearch。

Dataphin支持通过VPC网络和公网连接阿里云Elasticsearch、支持通过公网连接非阿里云Elasticsearch。
Dataphin连接阿里云Elasticsearch时，可以选择阿里云Elasticsearch在VPC网络或公网环境下对应的连接地
址。通常，VPC网络较公网稳定，建议您选择VPC网络连通Dataphin和Elast icsearch。

6.9. NoSQL数据源6.9. NoSQL数据源
6.9.1. 创建Elasticsearch数据源6.9.1. 创建Elasticsearch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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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因数据源白名单限制导致数据对接访问失败，您需将Dataphin不同网络环境下的IP地址段添加到数据
源的白名单中。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支持超级管理员和项目管理员角色创建数据源。

如何添加项目成员并授予项目管理员角色，请参见添加项目成员。

当业务数据源（Elasticsearch）使用VPC网络时，则仅支持创建与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Elasticsearch
数据源。

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
基于业务数据源所在的网络环境，添加对应环境下的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中。阿里云
Elasticsearch如何添加白名单，请参见配置实例公网或私网访问白名单。

公网数据源需要添加公网下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中。公网下Dataphin的IP地址

地域 IP地址

华东2（上海） 47.102.151.182

华南1（深圳） 119.23.173.65

华北2（北京） 123.56.104.202

华东1（杭州） 47.96.75.100

阿里云Elasticsearch且网络为VPC，则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中。VPC网络下Dataphin的IP
地址

地域 （推荐）通用IP地址 地域IP地址

华东2（上海）

100.104.0.0/16100.104.0.0/16

100.104.228.128/26、
100.104.115.192/26

华南1（深圳） 100.104.48.128/26

华北2（北京） 100.104.238.64/26

华东1（杭州） 100.104.45.0/26

步骤二：创建Elasticsearch数据源步骤二：创建Elasticsearch数据源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数仓规划页面。

2. 按照下图指引，进入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页面。

智能数据构建与管理 Dat aphin 数仓规划··数据源

> 文档版本：20220712 153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12032.html#task-2456425/section-09k-a9y-g4f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86330.html#task-2458385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11966.html#concept-dhw-z3f-2hb/section-8mm-hjo-f31


3. 在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对话框的NoSQLNoSQL区域，选择Elast icsearchElast icsearch。

如果您最近使用过Elasticsearch，也可以在最近使用最近使用区域选择Elasticsearch。同时，您也可以在快搜索
框中，输入Elasticsearch的关键词，快速筛选。

4. 在新建Elast icsearch数据源新建Elast icsearch数据源对话框中，配置连接数据源参数后，单击确定确定。

i. 配置数据源的基本信息。

参数 描述

数据源名称数据源名称

命名规则如下：

只能包含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

长度不能超过64字符。

数据源描述数据源描述 对数据源的简单描述。

数据源配置数据源配置

选择需要配置的数据源：

如果业务数据源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 。

如果业务数据源不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数据源生产数据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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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配置数据源与Dataphin的连接参数。

当上述步骤中选择了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则配置页面如下图所示。如果上述步骤中您选择了生产数生产数
据源据源，则仅展示生产数据源的配置页面。

说明 说明 通常，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配置参数值不同，但Dataphin也支持配置成相同的
参数值。

参数 描述

ES URLES URL

Elasticsearch的连接地址，推荐您使用私网连接地址。格式为  http://{连接
地址}:{端⼝} 。

以阿里云Elasticsearch为例，您可以在Elasticsearch实例的详情页面，查看连接
地址和端口信息。

用户名用户名 、密码密码 访问Elasticsearch实例的用户名和密码。

5. 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测试数据源是否可以和Dataphin进行正常的连通。

如果连接测试失败，您可以根据网络连通常见问题进行排查。详细内容，请参见网络连通的常见问题。

6. 测试成功后，单击确定确定，完成Elasticsearch数据源的创建。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完成Elasticsearch数据源的创建后，即可在将Dataphin数据导出至Elasticsearch。具体操作，请参见配置离
线单条管道。

创建MongoDB数据源用于实现Dataphin能够读取MongoDB的业务数据。在引入MongoDB的业务数据至
Dataphin中或将Dataphin数据导出至MongoDB的场景中，您需要先创建MongoDB数据源。本文为您介绍如
何创建MongoDB类型的数据源。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如果您使用的是MongoDB，在引入MongoDB的业务数据至Dataphin中或将Dataphin数据导出至MongoDB
的场景中，您需要先完成MongoDB数据源的创建。更多阿里云MongoDB信息，请参见什么是云数据库
MongoDB版。

6.9.2. 创建MongoDB数据源6.9.2. 创建MongoDB数据源

智能数据构建与管理 Dat aphin 数仓规划··数据源

> 文档版本：20220712 155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72483.html#concept-2091405/section-j1f-19m-lm4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61457.html#task-2425958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6558.html#topic-6642


Dataphin支持通过VPC网络和公网连接阿里云MongoDB、支持通过公网连接非阿里云MongoDB。Dataphin
连接阿里云MongoDB时，可以选择阿里云MongoDB在VPC网络或公网环境下对应的连接地址。通常，VPC网
络较公网稳定，建议您选择VPC网络连通Dataphin和MongoDB。

为避免因数据源白名单限制导致数据对接访问失败，您需将Dataphin不同网络环境下的IP地址段添加到数据
源的白名单中。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支持超级管理员和项目管理员角色创建数据源。

如何添加项目成员并授予项目管理员角色，请参见添加项目成员。

当业务数据源（MongoDB）使用VPC网络时，则仅支持创建与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MongoDB数据
源。

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
基于业务数据源所在的网络环境，添加对应环境下的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中。阿里云MongoDB
如何添加白名单，请参见设置白名单。

公网数据源需要添加公网下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中。公网下Dataphin的IP地址

地域 IP地址

华东2（上海） 47.102.151.182

华南1（深圳） 119.23.173.65

华北2（北京） 123.56.104.202

华东1（杭州） 47.96.75.100

阿里云MongoDB且网络为VPC，则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中。VPC网络下Dataphin的IP地址

地域 （推荐）通用IP地址 地域IP地址

华东2（上海）

100.104.0.0/16100.104.0.0/16

100.104.228.128/26、
100.104.115.192/26

华南1（深圳） 100.104.48.128/26

华北2（北京） 100.104.238.64/26

华东1（杭州） 100.104.45.0/26

步骤二：创建MongoDB数据源步骤二：创建MongoDB数据源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数仓规划页面。

2. 按照下图指引，进入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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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对话框的NoSQLNoSQL区域，选择MongoDBMongoDB。

如果您最近使用过MongoDB，也可以在最近使用最近使用区域选择MongoDB。同时，您也可以在快搜索框中，
输入MongoDB的关键词，快速筛选。

4. 在新建MongoDB数据源新建MongoDB数据源对话框中，配置连接数据源参数后，单击确定确定。

i. 配置数据源的基本信息。

参数 描述

数据源名称数据源名称

命名规则如下：

只能包含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

长度不能超过64字符。

数据源描述数据源描述 对数据源的简单描述。

数据源配置数据源配置

选择需要配置的数据源：

如果业务数据源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 。

如果业务数据源不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数据源生产数据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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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配置数据源与Dataphin的连接参数。

当上述步骤中选择了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则配置页面如下图所示。如果上述步骤中您选择了生产数生产数
据源据源，则仅展示生产数据源的配置页面。

说明 说明 通常，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配置参数值不同，但Dataphin也支持配置成相同的
参数值。

参数 描述

JDBC URLJDBC URL

推荐您使用私网连接地址。连接地址格式为  mongodb://{连接地址1}:{端⼝1
};{连接地址1}:{端⼝1}... 。

以阿里云MongoDB为例，您可以在MongoDB控制台的实例基本信息页面，查看
连接地址和端口信息。

用户名用户名 、密码密码 访问MongoDB实例的用户名和密码。

5. 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测试数据源是否可以和Dataphin进行正常的连通。

如果连接测试失败，您可以根据网络连通常见问题进行排查。详细内容，请参见网络连通的常见问题。

6. 测试成功后，单击确定确定，完成MongoDB数据源的创建。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完成MongoDB数据源的创建后，即可引入MongoDB的业务数据至Dataphin中或将Dataphin数据导出至
MongoDB。具体操作，请参见配置离线单条管道。

创建Tablestore数据源用于实现Dataphin能够读取Tablestore的业务数据。在引入Tablestore的业务数据至
Dataphin和将Dataphin的数据写入至Tablestore的场景中，您需要先完成Tablestore数据源的创建。本文为
您介绍如何创建Tablestore类型的数据源。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Tablestore即阿里云表格存储Tablestore。如果您使用的是阿里云Tablestore，在对接Dataphin进行数据开
发或将Dataphin的数据写入至Tablestore的场景中，您需要先完成Tablestore数据源的创建。更多阿里云
Tablestore信息，请参见什么是表格存储。

6.9.3. 创建Tablestore数据源6.9.3. 创建Tablestore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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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phin支持通过VPC网络、经典网络和公网连接阿里云Tablestore。通常，VPC网络较公网、经典网络稳
定，建议您选择VPC网络连通Dataphin和Tablestore。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支持超级管理员和项目管理员角色创建数据源。

如何添加项目成员并授予项目管理员角色，请参见添加项目成员。

当业务数据源（Tablestore）使用VPC网络时，则仅支持创建与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Tablestore数据
源。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数仓规划页面。

2. 按照下图指引，进入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页面。

3. 在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对话框的NoSQLNoSQL区域，选择T ablest oreT ablest ore。

如果您最近使用过Tablestore，也可以在最近使用最近使用区域选择Tablestore。同时，您也可以在快搜索框
中，输入Tablestore的关键词，快速筛选。

4. 在新建T ablest ore数据源新建T ablest ore数据源对话框中，配置连接数据源参数后，单击确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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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配置数据源的基本信息。

参数 描述

数据源名称数据源名称

命名规则如下：

只能包含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

长度不能超过64字符。

数据源描述数据源描述 对数据源的简单描述。

数据源配置数据源配置

选择需要配置的数据源：

如果业务数据源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 。

如果业务数据源不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数据源生产数据源 。

ii. 配置数据源与Dataphin的连接参数。

当上述步骤中选择了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则配置页面如下图所示。如果上述步骤中您选择了生产数生产数
据源据源，则仅展示生产数据源的配置页面。

说明 说明 通常，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需要配置成不同的参数值，但Dataphin也支持配置
成相同的参数值。

参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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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pointEndpoint

即实例访问地址。推荐您使用VPC网络对应的实例访问地址。您可以
在Tablestore控制台的实例管理实例管理 页面的实例详情实例详情 页签，查看实例访问地址。

Access IdAccess Id、AccessAccess
KeyKey

当前账号的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

如何获取，请参见获取AccessKey。

Inst ance NameInst ance Name

即实例名称。您可以在Tablestore控制台的全部实例全部实例 页面，查看实例名称。

参数 描述

5. 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测试数据源是否可以和Dataphin进行正常的连通。

如果连接测试失败，您可以根据网络连通常见问题进行排查。详细内容，请参见网络连通的常见问题。

6. 测试成功后，单击确定确定，完成Tablestore数据源的创建。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完成Tablestore数据源的创建后，即可引入Tablestore的业务数据至Dataphin或将Dataphin的数据写入至
Tablestore。具体操作，请参见配置离线单条管道。

创建Aliyun HBase数据源用于实现Dataphin能够读取Aliyun HBase的业务数据。在开发流批一体任务的场景
中，如果业务数据来源于Aliyun HBase，则在您开始研发数据前需要先完成Aliyun HBase数据源的创建。本
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Aliyun HBase数据源。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6.9.4. 创建Aliyun HBase数据源6.9.4. 创建Aliyun HBase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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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yun HBase即阿里云的云数据库HBase。如果您使用的是云数据库HBase，在对接Dataphin进行数据开发
时，您需要先完成Aliyun HBase数据源的创建。更多云数据库HBase信息，请参见什么是云数据库HBase。

Dataphin支持对接标准版Aliyun HBase和增强版Aliyun HBase，且均支持通过VPC网络和公网连接。通
常，VPC网络较公网稳定，建议您选择VPC网络连通Dataphin和Aliyun HBase。

为避免因数据源白名单限制导致数据对接访问失败，您需将Dataphin不同网络环境下的IP地址段添加到数据
源的白名单中。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支持超级管理员和项目管理员角色创建数据源。

如何添加项目成员并授予项目管理员角色，请参见添加项目成员。

当业务数据源（Aliyun HBase）使用VPC网络时，则仅支持创建与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Aliyun HBase
数据源。

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
基于业务数据源所在的网络环境，添加对应环境下的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中。如何添加白名单，
请参见增强版Aliyun HBase设置白名单、标准版Aliyun HBase设置白名单。

公网的数据源需要添加公网下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中。公网下Dataphin的IP地址

地域 IP地址

华东2（上海） 47.102.151.182

华南1（深圳） 119.23.173.65

华北2（北京） 123.56.104.202

华东1（杭州） 47.96.75.100

VPC网络的数据源需要添加VPC网络下的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库白名单中。VPC网络下Dataphin的IP地址

地域 （推荐）通用IP地址 地域IP地址

华东2（上海）

100.104.0.0/16100.104.0.0/16

100.104.228.128/26、
100.104.115.192/26

华南1（深圳） 100.104.48.128/26

华北2（北京） 100.104.238.64/26

华东1（杭州） 100.104.45.0/26

步骤二：创建Aliyun HBase数据源步骤二：创建Aliyun HBase数据源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数仓规划页面。

2. 按照下图指引，进入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页面。

数仓规划··数据源 智能数据构建与管理 Dat aphin

162 > 文档版本：20220712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49501.html#concept-2659140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12032.html#task-2456425/section-09k-a9y-g4f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06107.html#task-2046768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05531.html#concept-2659423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11966.html#concept-dhw-z3f-2hb/section-8mm-hjo-f31


3. 在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对话框的NoSQLNoSQL区域，选择Aliyun HBaseAliyun HBase。

如果您最近使用过Aliyun HBase，也可以在最近使用最近使用区域选择Aliyun HBase。同时，您也可以在快搜索
框中，输入Aliyun HBase的关键词，快速筛选。

4. 在新建Aliyun HBase数据源新建Aliyun HBase数据源对话框中，配置连接数据源参数后，单击确定确定。

i. 配置数据源的基本信息。

参数 描述

数据源名称数据源名称

命名规则如下：

只能包含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

长度不能超过64字符。

数据源描述数据源描述 对数据源的简单描述。

数据源配置数据源配置

选择需要配置的数据源：

如果业务数据源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 。

如果业务数据源不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数据源生产数据源 。

ii. 配置数据源与Dataphin的连接参数。

当上述步骤中选择了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则配置页面如下图所示。如果上述步骤中您选择了生产数生产数
据源据源，则仅展示生产数据源的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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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阿里云HBase实例的服务类型为标准型，则选择为标准型标准型。

参数 描述

服务类型服务类型 选择为标准型标准型 。

版本版本

选择阿里云HBase实例对应的主版本号。您可以在阿里云Hbase控制台的数据
库连接页面，查看主版本号。

z kQuorumz kQuorum

配置阿里云HBase实例的链接地址，推荐您使用专有云网络的链接地址。您可
以在阿里云Hbase控制台的数据库连接页面，查看链接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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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阿里云HBase实例的服务类型为增强型，则选择为增强型增强型。

参数 描述

服务类型服务类型 选择为增强型增强型 。

EndpointEndpoint

选择阿里云HBase实例对应CQL访问地址。您可以在阿里云Hbase控制台的数
据库连接页面，查看CQL访问地址。

用户名用户名 密码密码
当前账号的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如何获取，请参见获取
AccessKey。

说明 说明 通常，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需要配置成不同的参数值，但Dataphin也支持配置
成相同的参数值。

5. 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测试数据源是否可以和Dataphin进行正常的连通。

如果连接测试失败，您可以根据网络连通常见问题进行排查。详细内容，请参见网络连通的常见问题。

6. 测试成功后，单击确定确定，完成Aliyun HBase数据源的创建。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完成Aliyun HBase数据源的创建后，即可开始开发流批一体任务。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Flink SQL任务、创
建Flink DataStream计算任务或步骤一：创建并调试Flink Template SQL计算任务。

创建HBase数据源用于实现Dataphin能够读取HBase的业务数据。在引入HBase的业务数据至Dataphin和将
Dataphin的数据写入至HBase的场景中，您需要先创建HBase数据源。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HBase类型的
数据源。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6.9.5. 创建HBase数据源6.9.5. 创建HBase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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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ase是用于处理存储在Hadoop集群中大量数据的SQL查询引擎。如果您使用的是HBase，在导出Dataphin
数据至HBase，您需要先完成HBase数据源的创建。更多HBase信息，请参见HBase官网。

Dataphin支持创建0.9.4版本的HBase数据源、1.1.x版本的HBase数据源和2.x版本的HBase数据源。Dataphin
需要通过公网连接HBase数据源。为避免因数据源白名单限制导致数据对接访问失败，您需将Dataphin在公
网环境下的IP地址段添加到数据源的白名单中。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支持超级管理员和项目管理员角色创建数据源。

如何添加项目成员并授予项目管理员角色，请参见添加项目成员。

仅支持创建0.9.4、1.1.x、2.x版本的HBase数据源。

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源白名单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源白名单
添加公网环境下的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源白名单后，再打通HDFS数据源及Hadoop集群（含NameNode和
DataNode）与Dataphin之间的网络，同时需保证端口间的也是互通的才能正常使用。

公网下Dataphin的IP地址

地域 IP地址

华东2（上海） 47.102.151.182

华南1（深圳） 119.23.173.65

华北2（北京） 123.56.104.202

华东1（杭州） 47.96.75.100

步骤二：创建HBase数据源步骤二：创建HBase数据源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数仓规划页面。

2. 按照下图指引，进入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页面。

3. 在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对话框的NoSQLNoSQL区域，选择HBaseHBase。

如果您最近使用过HBase，也可以在最近使用最近使用区域选择HBase。同时，您也可以在快搜索框中，输入
HBase的关键词，快速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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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新建HBase数据源新建HBase数据源对话框中，配置连接数据源参数后，单击确定确定。

i. 配置数据源的基本信息。

参数 描述

数据源名称数据源名称

命名规则如下：

只能包含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

长度不能超过64字符。

数据源描述数据源描述 对数据源的简单描述。

数据源配置数据源配置

选择需要配置的数据源：

如果业务数据源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 。

如果业务数据源不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数据源生产数据源 。

ii. 配置数据源与Dataphin的连接参数。

当上述步骤中选择了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则配置页面如下图所示。如果上述步骤中您选择了生产数生产数
据源据源，则仅展示生产数据源的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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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通常，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需要配置的参数值不同，但Dataphin也支持配置成
相同的参数值。

参数 描述

连接地址连接地址 连接地址的格式为  hb-proxy-{实例地址}-{端⼝}.hbase.rds.aliyuncs.com 。

NamespaceNamespace
HBase系统默认定义了两个缺省的Namespace，包括hbase和default。同时您也可以登
录HBase主节点执行  list_namespace  命令查看。

配置文件配置文件
上传keytab文件，您可以在Hadoop集群中的NameNode节点使用ipa-getkeytab命令获
取keytab文件。

连接参数连接参数 配置连接HBase的参数，参数的格式为JSON样式。

KerberosKerberos

Kerberos是一种基于对称密钥技术的身份认证协议，可以为其他服务提供身份认证功能，
且支持SSO（即客户端身份认证后，可以访问多个服务，例如HBase和HDFS）：

如果Hadoop集群有Kerberos认证，则需要开启KerberosKerberos 。

如果Hadoop集群没有Kerberos认证，则不需要开启KerberosKerberos 。

Krb5认证文Krb5认证文
件件 /KDCKDC
Server地Server地
址址 、Keyt abKeyt ab
FileFilePrincipaPrincipa
ll

开启KerberosKerberos 后，则需要配置如下参数：

Krb5认证文件Krb5认证文件 /KDC Server地址KDC Server地址 ：需要上传包含Kerberos认证域名的Krb5文件、配
置KDC服务器地址，辅助完成Kerberos认证。

说明 说明 支持配置多个KDC Server服务地址，使用英文逗号（,）分割。

Keyt ab FileKeyt ab File：上传登录Krb5文件域名或KDC服务器地址的账号和密码的文件。

PrincipalPrincipal：配置Keytab File文件对应的Kerberos认证用户名。

5. 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测试数据源是否可以和Dataphin进行正常的连通。

如果连接测试失败，您可以根据网络连通常见问题进行排查。详细内容，请参见网络连通解决方案。

6. 测试成功后，单击确定确定，完成HBase数据源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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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完成HBase数据源的创建后，即可将HBase的业务数据引入至Dataphin或将Dataphin的数据写入至HBase。
具体操作，请参见配置离线单条管道。

创建ClickHouse数据源用于实现Dataphin能够读取ClickHouse的业务数据，及能够向ClickHouse中写入数
据。在引入ClickHouse的业务数据至Dataphin中或将Dataphin数据导出至ClickHouse的场景中，您需要先创
建ClickHouse数据源。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ClickHouse数据源。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如果您使用的是数据库ClickHouse，引入ClickHouse的业务数据至Dataphin中或将Dataphin数据导出至
ClickHouse的场景中，您需要先完成ClickHouse数据源的创建。

Dataphin支持通过VPC网络和公网连接阿里云数据库ClickHouse、支持通过公网连接非阿里云数据库
ClickHouse。Dataphin连接阿里云数据库ClickHouse时，可以选择阿里云数据库ClickHouse在VPC网络或公网
环境下对应的连接地址。通常，VPC网络较公网稳定，推荐推荐您选择VPC网络连通Dataphin和阿里云数据库
ClickHouse。

阿里云数据库ClickHouse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什么是云数据库ClickHouse。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支持超级管理员和项目管理员角色创建数据源。

如何添加项目成员并授予项目管理员角色，请参见添加项目成员。

当业务数据源（ClickHouse）使用VPC网络时，则仅支持创建与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ClickHouse数据
源。

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源白名单步骤一：添加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源白名单
为避免因数据源白名单限制导致数据对接访问失败，基于业务数据源所在的网络环境，需添加对应环境下的
Dataphin IP地址至ClickHouse数据库白名单中。阿里云数据库ClickHouse如何添加白名单，请参见设置白名
单。

ClickHouse数据源的网络为公网时，则需要添加公网下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源白名单中。公网下
Dataphin的IP地址

地域 IP地址

华东2（上海） 47.102.151.182

华南1（深圳） 119.23.173.65

华北2（北京） 123.56.104.202

华东1（杭州） 47.96.75.100

ClickHouse数据源的网络为VPC时，则需要添加VPC网络下的Dataphin IP地址至数据源白名单中。VPC网络
下Dataphin的IP地址

6.9.6. 创建ClickHouse数据源6.9.6. 创建ClickHouse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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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推荐）通用IP地址 地域IP地址

华东2（上海）

100.104.0.0/16100.104.0.0/16

100.104.228.128/26、
100.104.115.192/26

华南1（深圳） 100.104.48.128/26

华北2（北京） 100.104.238.64/26

华东1（杭州） 100.104.45.0/26

步骤二：创建ClickHouse数据源步骤二：创建ClickHouse数据源
1. 请参见入口介绍，进入数仓规划页面。

2. 按照下图指引，进入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页面。

3. 在新建数据源新建数据源对话框的NoSQLNoSQL区域，选择ClickHouseClickHouse。

如果您最近使用过ClickHouse，也可以在最近使用最近使用区域选择ClickHouse。同时，您也可以在快搜索框
中，输入ClickHouse的关键词，快速筛选。

4. 在新建ClickHouse数据源新建ClickHouse数据源对话框中，配置连接数据源参数后，单击确定确定。

数仓规划··数据源 智能数据构建与管理 Dat aphin

170 > 文档版本：20220712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11966.html#concept-dhw-z3f-2hb/section-8mm-hjo-f31


i. 配置数据源的基本信息。

参数 描述

数据源名称数据源名称

命名规则如下：

只能包含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

长度不能超过64字符。

数据源描述数据源描述 对数据源的简单描述。

数据源配置数据源配置

选择需要配置的数据源：

如果业务数据源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 。

如果业务数据源不区分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则选择生产数据源生产数据源 。

ii. 配置数据源与Dataphin的连接参数。

当上述步骤中选择了生产+ 开发数据源生产+ 开发数据源，则配置页面如下图所示。如果上述步骤中您选择了生产数生产数
据源据源，则仅展示生产数据源的配置页面。

说明 说明 通常，生产数据源和开发数据源需要配置成不同的参数值，但Dataphin也支持配置
成相同的参数值。

参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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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BC URLJDBC URL

ClickHouse的连接地址，格式为  jdbc:clickhouse://<连接地址>:<端⼝>/<数
据库名称> 。推荐推荐 您使用VPC连接地址。

以阿里云数据库ClickHouse为例，参数获取方式如下。

连接地址、端口：在ClickHouse控制台对应的集群信息集群信息 页面，查看连接地址和端
口信息。

数据库名称：通过ClickHouse命令行工具连接集群后，在SQL Console中执行  s
how Databases 命令，查看数据库名称。连接集群操作指导，请参见连接集
群。

用户名用户名 和密码密码 ClickHouse实例的用户名和密码，详情请参见账号管理。

类型类型

Dataphin支持选择以下几种数据源类型：

公网数据库公网数据库 ：如果您的数据源具备公网访问能力，则可以选择公网数据库公网数据库 。

阿里云数据库阿里云数据库 ：如果您的数据源是阿里云数据库RDS，请选择阿里云数据库阿里云数据库 。阿
里云数据库支持通过公网IP公网IP或VPC网络VPC网络 连接Dataphin。

说明 说明 如果您的数据源是阿里云数据库RDS且支持公网访问，则您可以
选择公网数据库，也可以选择阿里云数据库（公网IP）。

ECS（VPC）自建数据源ECS（VPC）自建数据源 ：如果您的数据源是在阿里云ECS上自建的数据库，且
使用的网络环境为VPC，请选择ECS（VPC）自建数据源ECS（VPC）自建数据源 。

数据源类型选择不同，则访问方式访问方式 不同。

当类型类型 选择为阿里云数据库阿里云数据库 时：

VPC网络VPC网络

区域区域 ：仅支持选择当前Dataphin实例所在的地域。

说明 说明 仅支持添加与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的ClickHouse数据
源至Dataphin。

VPC IDVPC ID：填写阿里云数据库ClickHouse的VPC ID。

RDS IDRDS ID：填写阿里云数据库ClickHouse的集群ID。

您可以在ClickHouse控制台对应的集群信息集群信息 页面，查看VPC ID（图示②）、集
群ID（图示①）。

公网IP公网IP：填写阿里云数据库ClickHouse的外网地址。

参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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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方式访问方式

当类型类型 选择为ECS（VPC）自建数据源ECS（VPC）自建数据源 时：

区域区域 ：仅支持选择当前Dataphin实例所在的地域。

说明 说明 仅支持添加与Dataphin实例在同一地域的ClickHouse数据源
至Dataphin。

VPC IDVPC ID：填写云服务器ECS实例的专有网络ID。

ECS IDECS ID：填写云服务器ECS的实例ID。

您可以在云服务器ECS控制台的实例详情页面，查看VPC ID（图示①）和ECS的实
例ID（图示②）。

参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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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测试连接测试连接，测试数据源是否可以和Dataphin进行正常的连通。

如果连接测试失败，您可以根据网络连通常见问题进行排查。详细内容，请参见网络连通解决方案。

6. 测试成功后，单击确定确定，完成ClickHouse数据源的创建。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完成ClickHouse数据源的创建后，即可将ClickHouse业务数据导入至Dataphin，或将Dataphin数据导出至
ClickHouse。具体操作，请参见配置离线单条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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