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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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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组是一种虚拟防火墙，用于控制安全组中的ECS实例的出入流量。在图数据库GDB实例中添加安全组
后，该安全组中的ECS实例就可以访问GDB实例。本文介绍设置安全组的方法。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GDB实例创建成功后，您需要为实例添加白名单或安全组，外部设备才能够访问实例。关于安全组的信息，
请参见安全组概述。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GDB实例只能添加与自身VPC网络相同的安全组。

添加安全组添加安全组
1. 登录图数据库控制台。

2. 在页面左上角，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单击目标实例的实例ID实例ID或目标实例所在行操作操作列的管理管理。

4.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数据安全性数据安全性。

5. 单击安全组设置安全组设置页签。

6. 在安全组设置安全组设置页面，单击安全组右侧的修改修改。

7. 在弹出的安全组列表安全组列表对话框中，选择需要的安全组名称。

8. 单击确定确定。

清除安全组清除安全组
如果安全组中的ECS实例不再需要访问GDB实例，建议您及时删除该安全组，以保障GDB实例的安全性。

1. 选择安全组设置安全组设置页签。

2. 单击安全组右侧的清除清除，删除该安全组。

1.数据安全性1.数据安全性
1.1. 设置安全组1.1. 设置安全组

图数据库 用户指南··数据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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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数据库GDB支持申请外网连接地址，用于通过外网连接实例的场景。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图数据库GDB实例支持的网络类型为专有网络和外网，关于连接地址的详细说明请参见下表。

地址类型地址类型 说明说明

专有网络
VPC（Virtual
Private Cloud）

专有网络是一种隔离的网络环境，安全性和性能均高于传统的经典网络。

图数据库GDB实例默认提供专有网络连接地址，通过专有网络连接图数据库GDB实例可以获
取更高的安全性和连接性能。

外网地址

由于通过外网连接实例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图数据库GDB实例默认未提供外网连接地址。

如果您要使用阿里云以外的设备（例如本地设备）连接图数据库GDB实例，您可以手动申请
外网连接地址。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您已设置白名单。设置白名单后，实例的基本信息页面才可以显示申请的外网连接地址。

如果您使用外网地址连接实例，需要将外网服务器IP地址需要设置为连接白名单。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申请外网地址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实例重新启动的情况，建议您在业务低峰期进行此操作。

申请外网地址成功后，暂不支持撤销或注销外网地址。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图数据库控制台。

2. 在页面左上角，选择实例所在的资源组和地域。

3. 单击目标实例的实例ID实例ID或目标实例所在行操作操作列的管理管理。

4. 在基本信息基本信息区域，单击申请外网地址申请外网地址。

5. 在弹出的申请外网地址申请外网地址对话框中，单击确认确认提交。

2.申请外网地址2.申请外网地址

用户指南··申请外网地址 图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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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

申请外网地址一般需要2~3分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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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例数量较多的情况下，您可以创建并绑定不同的标签将实例进行分类，然后通过标签筛选实例。本文介
绍新建并绑定标签的方法。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标签由一对键值组成，键在同一个阿里云账号的相同地域下唯一，值无此限制。

说明 说明 一个键可以有0到多个值。

每个实例最多可以绑定20个标签。

单次绑定或解绑的标签数量不能超过20个。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图数据库控制台。

2. 在页面左上角，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在实例列表上方，单击标签展开标签展开。

4. 单击目标实例ID或目标实例所在行操作操作列的标签标签。

5. 在弹出的编辑标签编辑标签对话框中，输入键键和值值，并单击确定确定。

说明 说明 如果您已经新建了标签，可以单击已有标签已有标签，将标签绑定至实例。具体请参见绑定已有
标签。

6. 单击确定确定。

3.标签管理3.标签管理
3.1. 新建并绑定标签3.1. 新建并绑定标签

用户指南··标签管理 图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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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结果执行结果
执行完新建标签的操作后，您可以在实例列表的目标实例所在行标签标签列查看绑定的标签信息。

完成新建标签操作后，您可以为图数据库GDB实例绑定不同的标签对其进行分类，然后通过标签筛选实例。
本文介绍为实例绑定已有标签的方法。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新建标签。新建方法，请参见新建并绑定标签。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单个实例最多可以绑定20个标签。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图数据库控制台。

2. 在页面左上角，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在实例列表上方，单击标签展开标签展开。

4. 单击目标实例ID或目标实例所在行操作操作列的标签标签。

5. 在弹出的编辑标签编辑标签对话框中，单击已有标签已有标签，并选择目标标签。

6. 单击确定确定。

为图数据库GDB实例绑定标签后，您可以在实例列表中通过标签来筛选实例，快速查找指定分类的实例以进
行管理。本文介绍根据标签筛选实例的方法。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3.2. 绑定已有标签3.2. 绑定已有标签

3.3. 根据标签筛选实例3.3. 根据标签筛选实例

图数据库 用户指南··标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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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图数据库控制台。

2. 在页面左上角，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在实例列表上方，单击标签展开标签展开。

4. 在标签关闭标签关闭右侧的输入框中选择标签键或标签值。

说明说明

新建标签或更新现有标签后，需要先刷新页面才能在标签列表中看到更新后的标签。

如果需要删除标签筛选条件，您可以单击已选中标签右侧的 。

当图数据库GDB实例不再需要某个标签时，您可以解除实例与该标签的绑定关系（如果该标签没有绑定到其
他实例，则该标签会被删除）。本文介绍解除标签与实例绑定关系的方法。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单次解绑的标签数量不能超过20个。

当某个标签与所有绑定的实例解绑后，该标签会被自动删除。

解绑标签的操作对实例运行无影响。当实例的所有标签被解绑后，该实例无法通过标签被筛选到。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图数据库控制台。

2. 在页面左上角，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在实例列表上方，单击标签展开标签展开。

4. 单击目标实例ID或目标实例所在行操作操作列的标签标签。

5. 在编辑标签编辑标签对话框中，单击目标标签右侧的 。

说明 说明 如果需要删除某个标签，请将该标签与所有绑定的实例解绑即可。

3.4. 解绑或删除标签3.4. 解绑或删除标签

用户指南··标签管理 图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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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确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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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系统故障等因素导致数据丢失或损坏，您可以通过图数据库GDB控制台提供的备份功能对数据进行备
份。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创建图数据库GDB实例。创建方法，请参见创建主实例。

备份说明备份说明
备份方案：自动备份。

备份方法：快照备份（保留某一时间点磁盘的数据状态，能够做到在分钟级完成数据库的恢复）。

备份类型：全量备份。

设置自动备份策略设置自动备份策略
1. 登录图数据库控制台。

2. 在页面左上角，选择实例所在资源组和地域。

3. 在实例列表实例列表中，单击目标实例ID或单击目标实例所在行操作操作列的管理管理。

4.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备份恢复备份恢复。

5. 单击备份设置备份设置页签。

6. 在备份设置备份设置页面，单击编辑编辑。

7. 在弹出的备份设置备份设置对话框中，设置以下参数。

参数 参数说明

备份周期备份周期 可以设置为一星期中的某一天或者某几天。

备份开始时间备份开始时间
选择备份开始时间。以小时为单位选择任意时段，建议您将备份时间设置为业务低
峰期的某个时段。

备份保留天数备份保留天数 设置备份数据的保留天数。默认为7天，取值范围为7~730天。

8. 单击确定确定。

查看备份文件列表查看备份文件列表
您可以单击数据备份数据备份页签，获取当前实例的数据备份信息。

4.备份恢复4.备份恢复
4.1. 备份数据4.1. 备份数据

4.2. 恢复数据4.2. 恢复数据

用户指南··备份恢复 图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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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恢复功能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因数据库误操作引起的损失。本文介绍GDB实例的数据恢复方法。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实例已产生备份集，您可以在GDB控制台中，获取当前实例的数据备份信息。更多信息，请参见查看备份文件
列表。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数据恢复仅支持将备份数据恢复至另一个新建GDB实例中，不支持将备份数据恢复至当前实例。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图数据库控制台。

2. 在页面左上角，选择实例所在资源组和地域。

3. 在实例列表实例列表中，单击目标实例ID或单击目标实例所在行操作操作列的管理管理。

4.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备份恢复备份恢复。

5. 在数据备份数据备份页签，单击目标备份数据所在行操作操作列中恢复恢复。

6. 在弹出的数据恢复数据恢复对话框中，单击确定确定。

7. 在克隆实例克隆实例页面，配置实例信息。

4.2. 恢复数据4.2. 恢复数据

图数据库 用户指南··备份恢复

> 文档版本：20220704 14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02873.html#concept-2419146/section-o6x-93s-nmq
http://gdbnext.console.aliyun.com


参数 说明

克隆源备份集克隆源备份集 选择需要恢复的备份集。

地域和可用区地域和可用区 和原实例保持一致。

可用区可用区 和原实例保持一致。

系列系列

选择实例所属的产品系列。

高可用版：采用一主一备的经典高可用架构，主备都采用独立的图数据
库节点，计算与存储分离，相对单机测试版能够提供更高的可用性。

单机测试版：仅用于测试，没有SLA保障，存在丢失数据的风险，不建
议用在生产系统。

内核版本内核版本 和原实例保持一致。

存储类型存储类型

选择实例的存储类型。

ESSD云盘：具有比SSD云盘更高的性能，能够满足高性能需求版本或规
格功能。

SSD云盘：具有高稳定性、高随机读写性能和高可靠性。

VPC网络VPC网络 和VPC交换机VPC交换机

选择实例所属专有网络和交互机。

如果没有可以使用的专有网络和交互机。您可以在专有网络控制台创建
专有网络和交换机，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和管理专有网络和使用交换
机。

如果应用部署在ECS实例，ECS实例与GDB实例需要使用同一专有网络下
的同一个交换机。

规格规格 选择实例的CPU和内存规格。

存储空间存储空间 和原实例保持一致。

8. 阅读并勾选图数据库按量付费服务协议，单击立即购买立即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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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数据库GDB提供了丰富的性能监控项，您可以通过图数据库GDB管理控制台查看实例的资源监控和引擎监
控数据。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图数据库GDB管理控制台。

2. 在页面左上角，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3. 找到目标实例，单击实例ID。

4.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实例监控实例监控。

5. 在实例监控页面，根据业务需要，选择监控类型监控类型和查询时间查询时间，查看相应的监控数据。具体监控项如下
表所示。

监控类型 监控项 说明

资源监控资源监控

CPU和内存利用率
实例的CPU和内存利用率（不含操作系统占
用）。

磁盘空间使用量
实例的磁盘空间使用量，包含磁盘空间总使用
量、数据使用量、日志使用量。

磁盘空间使用率 实例的磁盘空间使用率。

当前总连接数 包含实例的当前总连接数、当前活跃连接数。

数据盘平均每秒IO次数 实例数据盘平均每秒I/O请求次数。

数据盘IO流量 实例数据盘平均每秒的IO字节数。

引擎监控引擎监控

DSL执行次数

包含以下语句的执行次数。

平均每秒Read语句执行次数

平均每秒Insert边语句执行次数

平均每秒Delete边语句执行次数

平均每秒Update边语句执行次数

平均每秒Insert点语句执行次数

平均每秒Update点语句执行次数

平均每秒Delete点语句执行次数

TPS（平均每秒事务数） 平均每秒执行事务数。

事务执行时间
单位统计周期内事务的平均运行时间、事务的
最大执行时间。

事务平均运行时间 单位统计周期内事务的平均运行时间。

5.监控与告警5.监控与告警
5.1. 实例监控5.1. 实例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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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执行成功率 单位统计周期内事务的执行成功率。

数据导入统计
包含平均每秒导入的边数目、平均每秒导入的
点数目。

监控类型 监控项 说明

图数据库GDB已接入云监控平台，通过对重要的监控指标设置报警规则，让您在第一时间得知指标数据或实
例发生异常，帮您迅速定位处理故障。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云监控（CloudMonitor）是针对阿里云资源和互联网应用提供监控的服务，为您提供开箱即用的企业级开放
型一站式监控解决方案。您可以创建报警规则、设置监控项，在监控项的报警规则被触发时，云监控将通知
报警联系组中的所有联系人。

说明 说明 报警联系人和联系组是云监控发送报警通知的基础。您需要先创建报警联系人和报警联系
组，并将报警联系人添加到报警联系组。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报警联系人或报警联系组。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报警服务报警服务 >  > 报警规则报警规则。

3. 在报警规则列表报警规则列表页面的阈值报警阈值报警页签下，单击创建报警规则创建报警规则。

4. 在创建报警规则创建报警规则页面，根据页面配置向导设置报警规则。

i. 关联资源

参数 参数说明

产品产品 选择图数据库GDB图数据库GDB。

5.2. 创建阈值报警规则5.2. 创建阈值报警规则

用户指南··监控与告警 图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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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范围资源范围

报警规则的作用范围。取值：

全部资源全部资源 ：表示该规则作用在用户名下对应产品的全部实例上。

说明 说明 资源范围选择全部资源时，报警的资源最多1000个，超过1000个
可能会导致达到阈值不报警的问题，建议您使用应用分组按业务划分资源后再
设置报警。

示例：

您设置了全部资源粒度的图数据库GDB实例CPU使用率大于80%的报警规则，则只
要用户名下有图数据库GDB实例CPU使用率大于80%，就会发送报警通知。

实例实例 ：表示该规则只作用在某个具体实例上。

示例：

您如果设置了实例粒度的CPU使用率大于80%的报警规则，则当该实例CPU使用率
大于80%时，会发送报警通知。

地域地域

选择实例所在地域。

说明 说明 当资源范围资源范围 为实例时配置该参数。

实例实例

选择实例ID。您也可以选择多个。

说明 说明 当资源范围资源范围 为实例时配置该参数。

参数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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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设置报警规则

说明 说明 您可以通过单击添加报警规则添加报警规则设置多条报警规则，具体监控项请参见监控项。

参数 参数说明

规则名称规则名称 输入报警规则的名称。

规则描述规则描述

报警规则的主体，定义在监控数据满足指定条件时，触发报警规则。

示例：

将磁盘空间使用率的报警规则设置为：以30分钟为周期、平均值>=5%、持续1个周
期，则报警服务30分钟检查一次数据是否满足平均值>=5%，只检测1次。

通道沉默周期通道沉默周期 报警发生后如果未恢复正常，重复发送报警通知的间隔时间。

生效时间生效时间 报警规则的生效时间，报警规则只在生效时间内才会检查监控数据是否需要报警。

iii. 通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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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通知对象通知对象
选择发送报警的联系人组。您也可以单击快速创建联系人组快速创建联系人组 创建，创建方法请参见创
建报警联系组。

报警级别报警级别

电话+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邮件+钉钉机器人

弹性伸缩弹性伸缩

如果您选中弹性伸缩弹性伸缩 ，当报警发生时，会触发相应的伸缩规则。您需要设置弹性伸缩
的地域地域 、弹性伸缩组弹性伸缩组 和弹性伸缩规则弹性伸缩规则 。

创建弹性伸缩组的操作方法，请参见创建伸缩组。

创建弹性伸缩规则的操作方法，请参见创建伸缩规则。

日志服务日志服务

如果您勾选日志服务日志服务 ，当报警发生时，会将报警信息写入日志服务。您需要设置日志
服务的地域地域 、ProjectProject 和Logst oreLogst ore。

创建Project和Logstore的操作方法，请参见快速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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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备注邮件备注
自定义报警邮件补充信息。填写邮件备注后，发送报警的邮件通知中会附带您的备
注。

报警回调报警回调
填写公网可访问的URL，云监控会将报警信息通过POST请求推送到该地址，目前仅支
持HTTP协议。

参数 参数说明

5. 设置完成后，单击确认确认。

6. 创建完成后，您可以在云监控控制台报警规则列表中查看。

创建阈值报警规则

相关文档相关文档
您也可以在云监控控制台设置事件报警规则，设置方法请参见和创建系统事件报警规则。

报警规则设置成功后，您可以在云监控控制台管理报警规则，具体请参见：

修改报警规则

禁用报警规则

删除报警规则

查看指定报警规则的报警历史

您可以通过云监控控制台为图数据库GDB设置自定义事件报警规则，当异常发生时，您可以及时收到事件报
警通知，便于快速分析并定位问题。本文为您介绍自定义事件报警规则的创建方法。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如果事件报警规则需要作用于指定应用分组的实例上，您需要确保已创建应用分组，且已将资源添加至该应
用分组。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应用分组和添加资源至应用分组。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报警服务报警服务 >  > 报警规则报警规则。

3. 在报警规则列表报警规则列表页面，单击事件报警事件报警页签。

4. 在事件报警事件报警页签，单击创建事件报警创建事件报警。

5. 在创建/修改事件报警创建/修改事件报警面板，设置以下参数。

参数 说明

报警规则名称报警规则名称 事件报警规则的名称。支持中文、英文字母、数字和下划线（_），不超过30个字符。

事件类型事件类型 选择自定义事件自定义事件 。

所属应用分组所属应用分组 只有当指定应用分组内的资源发生相关事件时，才会发送报警通知。

事件名称事件名称
自定义事件的名称。由英文字母、数字、短划线（-）和下划线（_）组成，不超过64个字
符。

5.3. 创建自定义事件报警规则5.3. 创建自定义事件报警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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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描述规则描述 事件报警规则的详细信息。1~5分钟内报警累计发生的次数。

通知方式通知方式

事件报警的通知方式。取值：

电话+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邮件+钉钉机器人

生效时间生效时间

报警规则生效的时间范围。报警规则只在生效时间内才会检查监控数据是否需要报警。取
值范围：00:00~23:59。

说明 说明 单击高级配置高级配置 ，可设置该参数。

报警回调报警回调

设置URL回调地址和请求方法。填写公网可访问的URL，云监控会将报警信息通过POST或
GET请求推送到该地URL，目前仅支持HTTP协议。关于如何设置URL回调，请参见使用系
统事件报警回调。

说明 说明 单击高级配置高级配置 ，可设置该参数。

参数 说明

6. 单击确定确定。

图数据库GDB产品已接入云监控平台，通过对重要的系统事件设置报警规则，让您在第一时间得知事件的发
生与进展，帮助您实时掌握事件动态。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云监控（CloudMonitor）是针对阿里云资源和互联网应用提供监控的服务。云监控的报警服务为您提供以下
两种报警通知能力，当阿里云产品发生系统异常时，您可以及时知晓发生的事件，并自动处理异常事件（例
如云产品故障）。

通过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的方式，对事件发生进行报警。

将事件分发到您的URL回调中，以便您根据业务场景自动化处理异常事件。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创建报警联系人或报警联系组，具体请参见创建报警联系人或报警联系组。

2. 创建自定义事件报警规则，具体请参见创建自定义事件报警规则。

3. 调试事件通知。

i. 在事件报警事件报警列表中，单击新建事件报警规则所在行操作操作列的调试调试。

ii. 在创建事件调试创建事件调试面板，选择待调试事件。

iii. 在内容（JSON格式）内容（JSON格式）区域，显示该事件内容，您可以根据实际环境修改其实例ID等信息。

iv. 单击确定确定。

云监控将根据内容发送一个事件，根据设置的通知方式发送告警信息（例如报警通知、消息队列服务

5.4. 订阅事件通知5.4. 订阅事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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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相关API相关API

云监控产品的API接口 说明

PutEventRule 创建或修改事件的报警规则。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图数据库GDB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gdbacs_gdb。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CPU使用率 % cpu_usage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实例平均每秒IO字节
数

Byte/s data_io_bytes_ps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平均每秒IO次数 CountSecond data_io_ps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磁盘空间使用率 % disk_usage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平均每秒Delete边
语句执行次数

CountSecond dsl_del_edges_ps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平均每秒Delete点
语句执行次数

CountSecond
dsl_del_vertices_p
s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平均每秒Insert边语
句执行次数

CountSecond
dsl_insert_edges_
ps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平均每秒Insert点语
句执行次数

CountSecond
dsl_insert_vertices
_ps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平均每秒Read语句
执行次数

CountSecond dsl_readonly_ps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平均每秒Update边
语句执行次数

CountSecond
dsl_updated_edg
es_ps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平均每秒Update点
语句执行次数

CountSecond
dsl_updated_verti
ces_ps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5.5. 监控项5.5. 监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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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秒Delete边
语句执行次数

CountSecond
gremlin_del_edge
s_ps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平均每秒Delete点
语句执行次数

CountSecond
gremlin_del_vertic
es_ps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平均每秒Insert边语
句执行次数

CountSecond
gremlin_insert_ed
ges_ps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平均每秒Insert点语
句执行次数

CountSecond
gremlin_insert_ver
tices_ps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平均每秒Read语句
执行次数

CountSecond
gremlin_readonly_
ps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当前活跃连接数 Count
gremlin_running_c
onn_num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当前总连接数 Count
gremlin_total_con
n_num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平均每秒Update边
语句执行次数

CountSecond
gremlin_updated_
edges_ps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平均每秒导入的边
数目

CountS import_edges_ps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平均每秒导入的点
数目

CountS
import_vertices_p
s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内存使用率 % mem_usage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当前活跃连接数 Count running_conn_num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当前总连接数 Count total_conn_num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事务平均执行时间 Millisecond
transaction_avg_e
xecute_time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事务最大执行时间 Millisecond
transaction_max_
execute_time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事务执行成功率 %
transaction_succe
ss_rate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平均每秒执行事务
数

CountSecond transaction_tps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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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云图数据库自动机器学习（Graph Database Auto Machine Learning，简称GDB Automl）是一个面向企
业和个人开发者的机器学习集成开发环境，实现将机器学习应用于现实问题的端到端流程自动化的组件，将
算法选择、特征工程、参数调整、迭代建模和评估优化的过程自动化。

功能概述功能概述
GDB Automl支持被广泛使用的经典统计和机器学习算法，包括梯度提升模型， 广义线性模型、深度学习模
型等，为使用者提供了从数据处理，模型训练，模型管理到预测推理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可以自动运行
集成算法并调整其超参数，以生成最佳模型排行榜。GDB Automl帮助用户高效的构建、训练和部署模型，
缩短了开发者的研发周期并降低了模型迁移复用成本，使用户能够专注于试图解决的数据和业务问题。

产品功能产品功能
GDB Automl支持数据处理、模型训练、数据预测和导出部署。详细产品功能介绍，请参见产品功能。

产品优势产品优势
GDB Automl，具备如下优势：

高效产出最佳模型：以较短的时间训练最佳模型，节省工作时间，提高效率，在短时间内可以迭代上百个
模型。

降低机器学习的使用门槛：通过数据处理，特征工程，模型训练等过程的自动化封装，减少了人工编写调
试代码的时间，降低了使用者所必须掌握的机器学习专业知识的门槛，使得更多的用户能够快速地开始自
动机器学习并进行实际应用，广泛服务于企业技术、运营、数据分析等团队。

提高模型的性能：通过自动参数优化，可以将繁杂的参数调整工作交给组件自动进行，在短时间内得到上
百个模型，从而迭代产生最佳模型，提高模型的性能。

易迁移复用：GDB Automl训练产生的模型支持导出为POJO离线部署和调用Python在线服务两种方式，提
高模型的迁移复用能力，为研究和应用建立了通路。

阿里云图数据库自动机器学习（Graph Database Auto Machine Learning，简称GDB Automl）支持数据处
理、模型训练、数据预测和导出部署。本文为您详细介绍GDB Automl的产品功能。

数据处理数据处理
1. 数据导入

目前版本支持从图数据库GDB导入数据、从文件中导入（包括从CSV文件或压缩包文件）、从数据库SQL
表导入。未来还将支持直接从阿里云对象存储服务OSS中导入数据或借助DataWorks工具进行各种格式
的数据导入。

2. 数据解析

GDB Automl将导入和上传的数据进行自动解析，您可以自动配置解析数据源和解析器（支持CSV、
ARFF、XLS、ORC等多种数据格式的解析），解析后可查看数据的样本量，并查看样本特征摘要，解析
特征分布情况。

3. 数据切分

6.图数据库自动机器学习6.图数据库自动机器学习
6.1. 什么是图数据库自动机器学习？6.1. 什么是图数据库自动机器学习？

6.2. 产品功能6.2. 产品功能

用户指南··图数据库自动机器学习 图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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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按照自定义比例对数据帧进行拆分，可以快捷划分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GDB Automl将随机
对数据按照比例进行切分，得到拆分后的数据帧文件。

模型训练模型训练
1. 运行自动机器学习

GDB Automl提供运行自动机器学习功能，您可以配置实验基本参数（包括训练数据帧、验证数据帧和
目标特征列，用于排行榜对模型排序的第一指标等）和训练参数（例如K折交叉验证折数，指定训练权
重列、排序指标、训练时忽略的特征列、模型停止的条件等）。配置好参数后单击建立模型，可以自动
地进行模型训练，调参优化的过程。运行结束后会生成模型的排行榜数据，可以查看模型的详细参数和
训练验证指标。

2. 单个模型训练

当您希望采用特定模型对导入数据进行训练时，可以选择单个模型，设置更具体的模型参数进行该模型
的自动训练和优化。当前版本支持的机器学习模型包括：聚合器（Aggregator）、 Cox风险比例回归模
型（CoxPH）、深度学习（DeepLearning）、分布式随机森林（DRF）、梯度提升模型（GBM）、广义
线性模型（GLM）、广义低阶模型（GLRM）、孤立森林（IF）、K均值聚类（K-means）、朴素贝叶斯
模型（Naive Bayes）、主成分分析（PCA）、规则拟合（RuleFit）、集成学习（Stacked
Ensemble）、目标编码器（TargetEncoder）和词向量模型（Word2Vec）等多种经典机器学习和深度
学习模型。您同样可以对选择的模型进行实验基本参数和训练参数的设置，并建立模型进行自动训练过
程。

数据预测数据预测
模型训练结束后，您可以进行预测分析过程，使用模型在测试数据上进行评估。从训练产生的模型列表中选
择一个模型，并选择用于预测的数据帧，执行预测过程，GDB Automl将自动对测试数据进行处理，执行预
测任务。执行结束后可以查看测试数据集的各个指标效果，混淆矩阵以及其他统计数据等。

导出部署导出部署
GDB Automl支持将训练产生的模型生成POJO（Java原生对象）离线部署和Python在线服务调用两种方式。
您可以直接下载模型POJO对象文件到本地，进行离线部署分析或者通过Python调用在线服务。更多信息，
请参见POJO部署预测和Python部署预测。

本文为您介绍登录GDB AutoML控制台的方法。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您已创建GDB AutoML实例。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主实例。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内核版本为GDB AutoML的实例，需要您在浏览器中输入“内网地址:内网端口”或“外网地址:外网端口”来
登录GDB AutoML控制台。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获取实例的内网地址内网地址和内网端口内网端口。

i. 登录图数据库控制台。

6.3. 用户指南6.3. 用户指南
6.3.1. 登录GDB AutoML控制台6.3.1. 登录GDB AutoML控制台

图数据库 用户指南··图数据库自动机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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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实例列表实例列表中，找到目标实例。

iii. 单击实例ID实例ID，或者在操作操作列单击管理管理。

在基本信息基本信息区域，可以获取实例的内网地址内网地址、外网地址外网地址、内网端口内网端口和外网端口外网端口。

2. 在浏览器中输入“内网地址:内网端口”或“外网地址:外网端口”。

地址示例：

gda-l67*****.dbstack-dbaas.****.com:3180

3. 输入账号名和密码，登录GDBAutoML控制台。更多账号密码信息，请参见创建账号和重置密码。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数据处理

模型训练

模型预测

POJO部署预测

Python部署预测

用户指南··图数据库自动机器学习 图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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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您详细介绍GDB Automl数据导入的方法。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数据导入。

i. 进入GDB Automl。

ii. 在页面顶端，单击数据数据，选择数据导入方式。

说明 说明 目前版本支持从图数据库GDB导入数据、从文件中导入（包括从CSV文件和压缩包
文件）、从数据库SQL表导入。

2. 数据解析。

数据导入后，GDB Automl提供数据解析器对数据进行解析，可以自动配置解析数据源，解析器（支持
CSV、ARFF、XLS、XLSX、ORC等多种数据格式的解析）。

i. 在数据解析器数据解析器页面，选择导入数据对应的解析器解析器、分离分离、列标题列标题和选项选项。

6.3.2. 数据处理6.3.2. 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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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单击解析解析以生成hex格式数据帧。

解析结果可以查看特征列类型、最大值、最小值、均值等统计数据。

单击Convert  t o enumConvert  t o enum，将特征类型转化为枚举类型，进行后续的分类任务。

单击特征名，可以查看特征取值分布的统计。

3. 数据切分。

解析后的数据帧，可以选择切分工具，按照自定义比例进行数据切分。帮助您自动划分训练集、验证集
和测试集，划分时按照种子随机切分。

i. 单击切分切分。

用户指南··图数据库自动机器学习 图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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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单击创建创建，得到拆分后的数据帧文件。

本文为您详细介绍GDB Automl模型训练的方法。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后，就可以选择模型训练工具，进行自动化模型训练和调优。GDB Automl支持运行自动
机器学习，批量训练支持的模型，您也可以选择具体的单个模型设置参数进行训练。

运行自动机器学习运行自动机器学习
1. 进入GDB Automl。

2. 在页面顶端，选择模型训练模型训练 >  > 运行自动机器学习...运行自动机器学习...。

3. 在PARAMET ERSPARAMET ERS（参数设置）区域，配置training_frame（训练数据帧）、response_column（训练目
标列）、validation_frame（验证数据帧）、blending_frame（混合模式数据帧）和
leaderboard_frame（计算模型评分排行榜所用数据帧）。

4. 在ADVANCEDADVANCED（高级参数设置）区域，配置K折交叉验证折数、是否对样本进行平衡、模型停止条件
（轮数和时间上限）、模型主要评估指标（支持AUC, MAE, F1, KS, LOGLOSS等多种评估指标）、训练时
忽略的特征列或算法等基本参数，也可以指定分组字段或权重列。

6.3.3. 模型训练6.3.3. 模型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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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配置好以上参数后，单击建立模型建立模型，就可以运行自动机器学习过程。
GDB Automl会自动迭代优化不同的模型，模型训练的结果如下：

模型排行榜（根据选择的主要评估指标进行排序），在排行榜中会显示各个模型的不同数据指标情
况，包括aucpr、auc、f1等指标。

用户指南··图数据库自动机器学习 图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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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排行榜中模型名称，可以查看模型的详细参数和训练过程，包括模型训练集、验证集的损失函数
曲线、ROC曲线等信息。

GDB Automl训练模型能够评估各个特征重要性程度：

训练集、验证集、交叉验证的混淆矩阵：

图数据库 用户指南··图数据库自动机器学习

> 文档版本：20220704 32



查看模型训练过程中的动态指标，随阈值不同的指标变化情况：

单击预览POJO预览POJO，可以预览生成的模型POJO。

用户指南··图数据库自动机器学习 图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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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模型训练单个模型训练
在工具栏模型训练处，也可以选择一种具体的模型，设置参数，进行自动机器学习的过程。建立模型后同样
可以查看模型的排行榜和参数指标。

您可以在模型排行榜中选择某个模型进行预测任务，本文为您详细介绍GDB Automl模型预测的方法。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模型预测完成后，在模型排行榜中选择需要预测的模型，单击预测...预测...。

2. 选择用于模型预测的数据帧，单击预测预测。

6.3.4. 模型预测6.3.4. 模型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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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预测结果中，可以查看预测集上的混淆矩阵和不同阈值下的指标情况。

本文为您介绍POJO部署预测的部署流程。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新建文件夹。

在模型部署所在的机器执行如下命令。

mkdir gdb_automl

6.3.5. 部署预测6.3.5. 部署预测

6.3.5.1. POJO部署预测6.3.5.1. POJO部署预测

用户指南··图数据库自动机器学习 图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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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以下步骤中的文件均放在gdb_automl文件夹下。

2. 下载依赖包。

i. 在模型模型详情页面，单击下载模型下载模型。

ii. 将下载的依赖包gdbautoml-genmodel.jar，放在gdb_automl文件夹下。

3. 下载模型部署包。

i. 在模型模型详情页面，单击下载模型部署包（MOJO）下载模型部署包（MOJO）。

ii. 下载完成后的模型部署包文件名为“模型ID.java”，当前示例中模型部署包的文件名
为“GBM_2_AutoML_20210726_081632.java”，放在gdb_automl文件夹下。

4. 编写Java类。

新建main.java文件，按照压缩包中polo/main.java新建文件，命名为main.java，其中类名和预测数据需
要根据模型进行修改。

图数据库 用户指南··图数据库自动机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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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java.io.*;
import hex.genmodel.easy.RowData;
import hex.genmodel.easy.EasyPredictModelWrapper;
import hex.genmodel.easy.prediction.*;
// 类名为步骤三中下载的⽂件名
public class main {
  private static String modelClassName = "GBM_2_AutoML_20210726_081632";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Exception {
    hex.genmodel.GenModel rawModel;
    rawModel = (hex.genmodel.GenModel) Class.forName(modelClassName).newInstance();
    EasyPredictModelWrapper model = new EasyPredictModelWrapper(rawModel);
    System.out.println(model);
    //数据根据实际预测的数据进⾏修改
    RowData row = new RowData();
     row.put("V1", "是");
     row.put("V2", "互联⽹公共服务平台");
     row.put("V3", "GC3");
     row.put("V4", "DB4");
     row.put("V5", "否");
     row.put("V6", 49653.0753);
     row.put("V7", 2419006.0264);
     row.put("V8", "互联⽹游戏");
     row.put("V9", "是");
     row.put("V10", "是");
     row.put("V11", "是");
     row.put("V12", "是");
     row.put("V13", "是");
     row.put("V14", "是");
     row.put("V15", 500000.0);
    BinomialModelPrediction p = model.predictBinomial(row);
    System.out.println("The prediction result is: " + p.label);
    System.out.print("Class probabilities: ");
    for (int i = 0; i < p.classProbabilities.length; i++) {
      if (i > 0) {
        System.out.print(",");
      }
      System.out.print(p.classProbabilities[i]);
    }
    System.out.println("");
  }
}

5. 编译执行。

i. 执行以下命令。

javac -cp gdbautoml-genmodel.jar -J-Xmx2g -J-XX:MaxPermSize=128m GBM_2_AutoML_20210
726_081632.java  main.java

说明 说明 其中GBM_2_AutoML_20210726_081632.java要修改为步骤三中下载的模型部署包
文件名。

用户指南··图数据库自动机器学习 图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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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执行以下命令。

java -cp .:gdbautoml-genmodel.jar main

6. 返回结果。
返回结果如下所示，返回格式可在main.java文件中修改。

The prediction result is: 0
Class probabilities: 0.9607,0.0392

本文为您介绍Python部署预测的部署流程。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安装依赖包。

pip install h2o

2. 修改脚本中model_id、预测文件本机存放路径和预测结果保存路径。

import h2o
h2o.connect(url="http://ip:port", auth=('username','password'))
# 修改⼀：使⽤模型 model_id
model = h2o.get_model('model_id')
# 修改⼆：预测⽂件本机存放路径
data = h2o.upload_file('./sample.csv')
data['sur_hour'] = data['sur_hour'].asfactor()
result = model.predict(data)
result = data.concat([result])
# 修改三：预测结果保存路径
h2o.download_csv(result, './result.csv')

3. 运行脚本。
运行脚本后，会在指定位置生成预测结果文件，生成文件在原预测数据文件上新增3列：predict、p0和
p1。

6.3.5.2. Python部署预测6.3.5.2. Python部署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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