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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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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本地或ECS上安装Cassandra，通过cqlsh工具访问云数据库Cassandra。

下载和安装Cassandra下载和安装Cassandra
到Apache Cassandra的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版本的Cassandra然后解压，即可完成安装。

$ wget http://mirror.bit.edu.cn/apache/cassandra/3.11.4/apache-cassandra-3.11.4-bin.tar.gz
$ tar -zxf apache-cassandra-3.11.4-bin.tar.gz 
$ cd apache-cassandra-3.11.4                

启动cqlsh启动cqlsh
在云数据Cassandra的控制台查看Cassandra的地址和端口，然后使用如下命令连接：

bin/cqlsh $host $port -u $username -p $password                       

如果您需要经常连接到特定节点，您可以将节点的地址和端口信息保存到环境变量$CQLSH_HOST和
$CQLSH_PORT中。更多关于cqlsh命令支持的参数可以使用  bin/cqlsh -help 。

基本的cqlsh命令基本的cqlsh命令

cqlsh支持很多操作Cassandra的基本命令，您可以使用  HELP 或  ? 命令查看所有支持的命令：

cqlsh> HELP
Documented shell commands:
===========================
CAPTURE  CLS          COPY  DESCRIBE  EXPAND  LOGIN   SERIAL  SOURCE   UNICODE
CLEAR    CONSISTENCY  DESC  EXIT      HELP    PAGING  SHOW    TRACING
CQL help topics:
================
AGGREGATES               CREATE_KEYSPACE           DROP_TRIGGER      TEXT     
ALTER_KEYSPACE           CREATE_MATERIALIZED_VIEW  DROP_TYPE         TIME     
ALTER_MATERIALIZED_VIEW  CREATE_ROLE               DROP_USER         TIMESTAMP
ALTER_TABLE              CREATE_TABLE              FUNCTIONS         TRUNCATE 
ALTER_TYPE               CREATE_TRIGGER            GRANT             TYPES    
ALTER_USER               CREATE_TYPE               INSERT            UPDATE   
APPLY                    CREATE_USER               INSERT_JSON       USE      
ASCII                    DATE                      INT               UUID     
BATCH                    DELETE                    JSON            
BEGIN                    DROP_AGGREGATE            KEYWORDS        
BLOB                     DROP_COLUMNFAMILY         LIST_PERMISSIONS
BOOLEAN                  DROP_FUNCTION             LIST_ROLES      
COUNTER                  DROP_INDEX                LIST_USERS      
CREATE_AGGREGATE         DROP_KEYSPACE             PERMISSIONS     
CREATE_COLUMNFAMILY      DROP_MATERIALIZED_VIEW    REVOKE          
CREATE_FUNCTION          DROP_ROLE                 SELECT          
CREATE_INDEX             DROP_TABLE                SELECT_JSON                       

1.使用cqlsh访问Cassandra1.使用cqlsh访问Cassand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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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查看特定命令的帮助，可以使用  HELP 。需要注意的是，很多cqlsh命令并不接收相关的参数，当

您使用这些命令时，其输出为当前的设置，比如  CONSISTENCY ，  EXPAND 和  PAGING 命令，如下：

cqlsh> CONSISTENCY
Current consistency level is ONE.
cqlsh> EXPAND
Expanded output is currently disabled. Use EXPAND ON to enable.
cqlsh> PAGING
Query paging is currently enabled. Use PAGING OFF to disable
Page size: 100              

在cqlsh里面查看环境变量在cqlsh里面查看环境变量

您可以使用  DESCRIBE 命令，来查看一些集群的一些环境变量的值，例如：

cqlsh> DESCRIBE CLUSTER;
Cluster: Test Cluster
Partitioner: Murmur3Partitioner                       

 DESCRIBE CLUSTER 显示了集群的名字以及采用的Partit ioner，Cassandra 1.2版本开始默认为

Murmur3Part it ioner，其他可选的Partit ioner有RandomPart it ioner（Cassandra 1.2 版本之前默认的
Partit ioner）、OrderPreservingPart it ioner以及ByteOrderedPart it ioner等。

如果您需要查看集群里面可用的keyspaces，可以使用下面命令：

cqlsh> DESCRIBE KEYSPACES;                       

上面命令将system_traces、system_schema、system_auth、system system_distributed等系统自带的
keyspaces都显示出来了，如果您创建了keyspaces，也会在这里显示。

可以使用下面命令查看cqlsh、Cassandra以及protocol的版本：

cqlsh> SHOW VERSION;
[cqlsh 5.0.1 | Cassandra 3.11.4 | CQL spec 3.4.4 | Native protocol v4]                     

通过cqlsh创建keyspace通过cqlsh创建keyspace
Cassandra中的keyspace和关系型数据库中的database概念比较类似，一个keyspace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
tables或column families。当您启动cqlsh时没有指定keyspace，那么命令提示符为  cqlsh> ，您可以使用

 CREATE KEYSPACE 命令来创建keyspace，具体如下：

cqlsh> CREATE KEYSPACE test_keyspace WITH replication = {'class': 'SimpleStrategy', 'replic
ation_factor': 1};
cqlsh>                        

上面命令创建了名为test_keyspace的keyspace；并且采用SimpleStrategy进行副本复制。由于当前的测试
集群只有单个节点，所以设置副本因子（replication factor）为1。如果是生产环境，请勿将副本因子设置
为1，建议将副本因子设置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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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完keyspace之后，您可以使用  DESCRIBE KEYSPACE 命令来查看这个keyspace：

cqlsh> DESCRIBE KEYSPACE  test_keyspace;
CREATE KEYSPACE test_keyspace WITH replication = {'class': 'SimpleStrategy', 'replication_f
actor': '1'}  AND durable_writes = true;                        

现在您可以使用  USE 命令来切换到这个keyspace：

cqlsh> USE test_keyspace;
cqlsh:test_keyspace>                      

通过cqlsh创建表通过cqlsh创建表
创建表：

cqlsh> use test_keyspace;
cqlsh:test_keyspace> CREATE TABLE test_user (first_name text , last_name text, PRIMARY KEY 
(first_name));
                      

上述命令表示在test_keyspace下面创建了一张名为test_user的表。其中包含了first_name和last_name两个
字段，类型都是text，并且first_name是这张表的PRIMARY KEY。当然，您也可以通过下述命令在
test_keyspace里面建表：

cqlsh> CREATE TABLE test_keyspace.test_user(first_name text , last_name text, PRIMARY KEY (
first_name));
                       

查看建表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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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qlsh:test_keyspace> DESCRIBE TABLE test_user;
CREATE TABLE test_keyspace.test_user (
    first_name text PRIMARY KEY,
    last_name text
) WITH bloom_filter_fp_chance = 0.01
    AND caching = {'keys': 'ALL', 'rows_per_partition': 'NONE'}
    AND comment = ''
    AND compaction = {'class': 'org.apache.cassandra.db.compaction.SizeTieredCompactionStra
tegy', 'max_threshold': '32', 'min_threshold': '4'}
    AND compression = {'chunk_length_in_kb': '64', 'class': 'org.apache.cassandra.io.compre
ss.LZ4Compressor'}
    AND crc_check_chance = 1.0
    AND dclocal_read_repair_chance = 0.1
    AND default_time_to_live = 0
    AND gc_grace_seconds = 864000
    AND max_index_interval = 2048
    AND memtable_flush_period_in_ms = 0
    AND min_index_interval = 128
    AND read_repair_chance = 0.0
    AND speculative_retry = '99PERCENTILE';
cqlsh:test_keyspace>                        

 DESCRIBE TABLE 命令会将建表语句以格式化的形式显示出来，除了您制定的设置，还包含了许多默认的

设置。

通过cqlsh读写数据通过cqlsh读写数据
往表里面插入一些数据：

cqlsh:test_keyspace> INSERT INTO test_user (first_name, last_name) VALUES ('test', 'Hadoop'
);
cqlsh:test_keyspace> INSERT INTO test_user (first_name, last_name) VALUES ('Zhang', 'San');
cqlsh:test_keyspace> INSERT INTO test_user (first_name) VALUES ('Wu');                     

上述语句表示往test_user表中插入三条数据，其中最后一条数据只指定了key，last_name没有值。

您可以使用  SELECT COUNT 语句查看数据是否插入成功。

cqlsh:test_keyspace> SELECT COUNT(*) FROM test_user;
 count
-------
     3
(1 rows)
Warnings :
Aggregation query used without partition key                        

通过命令的输出查看已成功插入数据。您还可以使用下述命令查询这条数据：

快速入门··使用cqlsh访问Cassandra 云数据库Cassandra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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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qlsh:test_keyspace> SELECT * FROM test_user;
 first_name | last_name
------------+-----------
       test |    Hadoop
         Wu |      null
      Zhang |       San
(3 rows)
cqlsh:test_keyspace> SELECT * FROM test_user WHERE first_name='test';
 first_name | last_name
------------+-----------
       test |    Hadoop
(1 rows)                       

可以看出，由于first_name为Wu对应的last_name没有数据，这里直接显示null。在Cassandra中，null代表
对应的列没有数据，在底层存储是不占用空间的，而在常见的关系型数据库里面是占一定空间的。

删除列或行删除列或行

使用  DELETE 命令删除一些列。例如，删除last_name列：

cqlsh:test_keyspace> DELETE last_name FROM test_user WHERE first_name='test';
cqlsh:test_keyspace> SELECT * FROM test_user WHERE first_name='test';
 first_name | last_name
------------+-----------
       test |      null
(1 rows)                        

可以看出last_name列已经成功被删除。

使用  DELETE 命令删除一整行的数据：

cqlsh:test_keyspace> DELETE FROM test_user WHERE first_name='test';
cqlsh:test_keyspace> SELECT * FROM test_user WHERE first_name='test';
 first_name | last_name
------------+-----------
(0 rows)
cqlsh:test_keyspace>                        

可以看到key为test的数据已经成功被删除。

 insert/update 相当于  upsert ，如果您插入数据对应的key在Cassandra已经存在了，这时候

Cassandra不会在原来数据位置上修改数据，而是会新写入一份数据，旧的数据会被Cassandra 删除。

cqlsh:test_keyspace> INSERT INTO test_user (first_name, last_name) VALUES ('Wu', 'Shi');
cqlsh:test_keyspace> SELECT * FROM test_user;
 first_name | last_name
------------+-----------
         Wu |       Shi
      Zhang |       San
(2 r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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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key为Wu的数据对应的last_name已经有值了。

如果使用  UPDATE 命令更新不存在的数据，Cassandra会插入新的数据，例如：

cqlsh:test_keyspace> SELECT * FROM test_user;
 first_name | last_name
------------+-----------
         Wu |       Shi
      Zhang |       San
(2 rows)
cqlsh:test_keyspace> UPDATE test_user SET last_name = 'Si' WHERE first_name = 'Li';
cqlsh:test_keyspace> SELECT * FROM test_user;
 first_name | last_name
------------+-----------
         Wu |       Shi
      Zhang |       San
         Li |        Si
(3 rows)
cqlsh:test_keyspace>                       

可以看出，key为Li的数据被插入到表中了，而更新之前该数据不存在。

清空或删除表清空或删除表

如果您需要清空一张表，您可以使用  TRUNCATE 命令或  DROP TABLE 命令，例如：

cqlsh:test_keyspace> TRUNCATE test_user;
cqlsh:test_keyspace> DROP TABLE test_user;                       

快速入门··使用cqlsh访问Cassandra 云数据库Cassandra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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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语言一样，CQL也支持一系列灵活的数据类型，包括基本的数据类型，集合类型以及用户自定义数据
类（User-Defined Types, UDTs）。本文将介绍CQL支持的数据类型。

数字数据类型（Numeric Data Types）数字数据类型（Numeric Data Types）
CQL支持的数字数据类型包括整型和浮点型，这些数据类型和Java的标准数据类型类似。包括以下几种：

int：32位有符号整型，和Java中的int类似；

bigint：64位长整型，和Java中的long类似；

smallint：16位有符号整型，和Java中的short类似，Apache Cassandra 2.2开始引入；

tinyint：8位有符号整型，和Java中的tinyint类似，Apache Cassandra 2.2开始引入；

varint：可变精度有符号整数，和Java中的java.math.BigInteger类似；

float：32位IEEE-754浮点型，和Java中的float类似；

double：64位IEEE-754浮点型，和Java中的double类似；

decimal：可变精度的decimal，和Java中的java.math.BigDecimal类似。

文本数据类型（Textual Data Types）文本数据类型（Textual Data Types）
CQL中提供了两种数据类型用于存放文本类型：

text, varchar：UTF-8编码的字符串，这个在CQL中使用的比较普遍；

ascii：ASCII字符串。

时间和标识符数据类型（Time and Identity Data Types）时间和标识符数据类型（Time and Identity Data Types）
t imestamp：时间可以使用64位有符号的整数表示，但是一般为了可读性，我们会选择支持ISO 8601标准
的时间戳表示。建议在使用时间戳的时候都指定时区，而不是依赖系统的时区。

date, t ime：在Apache Cassandra 2.1版本之前只支持timestamp类型，里面包含了日期和时间；从
Cassandra 2.2版本开始引入了date和time时间类型，分别表示日期和时间。和timestamp一样，这个也
是支持ISO 8601标准的。

uuid：通用唯一识别码（universally unique identifier，UUID）是128位数据类型，其实现包含了很多种类
型，其中最有名的为Type 1和Type 4。CQL中的uuid实现是Type 4 UUID，其实现完全是基于随机数的。
UUID的数据类似于ab7c46ac-c194-4c71-bb03-0f64986f3daa，uuid类型通常用作代理键，可以单独使
用，也可以与其他值组合使用。由于UUID的长度有限，因此并不能绝对保证它们是唯一的。我们可以在
CQL中使用uuid() 获取Type 4 UUID。

timeuuid：这个是Type 1 UUID，它的实现基于计算机的MAC地址，系统时间和用于防止重复的序列号。
CQL中提供了now(), dateOf()以及unixTimestampOf()等函数来操作timeuuid数据类型。由于这些简便的
函数，timeuuid的使用频率比uuid数据类型多。

集合数据类型集合数据类型
这种数据类型可以存储集合数据类型，set里面的元素存储是无序的，但是cql返回的数据是有序的。set里面
可以存储前面介绍的数据类型，也可以是用户自定义数据类型，甚至是其他集合类型。

下述案例以存储email信息为例，来说明set的使用：

2.Cassandra数据类型2.Cassandra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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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qlsh:test_keyspace> CREATE TABLE test_user (first_name text , last_name text,emails set<te
xt>, PRIMARY KEY (first_name)) ;
cqlsh:test_keyspace> INSERT INTO test_user (first_name, last_name,emails) VALUES ('Wu', 'Sh
i',{'iteblog@iteblog.com'});
cqlsh:test_keyspace> SELECT * FROM test_user WHERE first_name = 'Wu';
 first_name | emails                  | last_name
------------+-------------------------+-----------
         Wu | {'iteblog@iteblog.com'} |       Shi
(1 rows)
                

上述命令表示为first_name为Wu的数据添加了email信息。如果您还需要往里面加一些email信息，可以使用
下述语法：

cqlsh:test_keyspace> UPDATE test_user SET emails = emails + {'cassandra@iteblog.com' } WHER
E first_name = 'Wu';
cqlsh:test_keyspace> SELECT * FROM test_user WHERE first_name = 'Wu';
 first_name | emails                                           | last_name
------------+--------------------------------------------------+-----------
         Wu | {'cassandra@iteblog.com', 'iteblog@iteblog.com'} |       Shi
(1 rows)
                

first_name为Wu的记录已经添加了两条email信息了。如果您需要删除email，可以使用下述语法：

cqlsh:test_keyspace> UPDATE test_user SET emails = emails - {'cassandra@iteblog.com'} WHERE
first_name = 'Wu';
cqlsh:test_keyspace> SELECT * FROM test_user WHERE first_name = 'Wu';
 first_name | emails                  | last_name
------------+-------------------------+-----------
         Wu | {'iteblog@iteblog.com'} |       Shi
(1 rows)
cqlsh:test_keyspace> UPDATE test_user SET emails ={} WHERE first_name = 'Wu';
cqlsh:test_keyspace> SELECT * FROM test_user WHERE first_name = 'Wu';
 first_name | emails | last_name
------------+--------+-----------
         Wu |   null |       Shi
(1 rows)
                

上述命令表示使用  SET emails = emails - {'cassandra@iteblog.com'} 从用户email列表里面删除

email，使用  SET emails ={} 清空用户的email。

listlist
list包含了有序的列表数据，默认情况下，数据是按照插入顺序保存的。以test_user表为例，如果需要往该
表中添加电话等信息，示例如下：

快速入门··Cassandra数据类型 云数据库Cassandra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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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qlsh:test_keyspace> ALTER TABLE test_user ADD phone list<text>;
cqlsh:test_keyspace> UPDATE test_user SET phone = ['1311234****' ] WHERE first_name = 'Wu';
cqlsh:test_keyspace> SELECT * FROM test_user WHERE first_name = 'Wu';
 first_name | emails | last_name | phone
------------+--------+-----------+-----------------
         Wu |   null |       Shi | ['1311234****']
(1 rows)
                        

上述命令表示给first_name为Wu的记录添加了电话信息。如果需要再添加电话信息，其操作和set添加信息
类似，例如：

cqlsh:test_keyspace> UPDATE test_user SET phone = phone + ['1551111****' ] WHERE first_name
= 'Wu';
cqlsh:test_keyspace> SELECT * FROM test_user WHERE first_name = 'Wu';
 first_name | emails | last_name | phone
------------+--------+-----------+--------------------------------
         Wu |   null |       Shi | ['1311234****', '1551111****']
(1 rows)
                        

可以看出，新加入的电话号码被放在list的后面了。如果使用下述语句，则可以往电话号码的前面添加信息：

cqlsh:test_keyspace> UPDATE test_user SET phone = ['1334444****' ] + phone WHERE first_name
= 'Wu';
cqlsh:test_keyspace> SELECT * FROM test_user WHERE first_name = 'Wu';
 first_name | emails | last_name | phone
------------+--------+-----------+-----------------------------------------------
         Wu |   null |       Shi | ['1334444****', '1311234****', '1551111****']
(1 rows)
                        

您可以使用下标从list数据类型中修改数据：

cqlsh:test_keyspace> UPDATE test_user SET phone[1] = '1888888****' WHERE first_name = 'Wu';
cqlsh:test_keyspace> SELECT * FROM test_user WHERE first_name = 'Wu';
 first_name | emails | last_name | phone
------------+--------+-----------+-----------------------------------------------
         Wu |   null |       Shi | ['1334444****', '1888888****', '1551111****']
(1 rows)
                        

下标为1的元素被修改了。也可以使用下标删除数据：

cqlsh:test_keyspace> DELETE phone[2] from test_user WHERE first_name = 'Wu';
cqlsh:test_keyspace> SELECT * FROM test_user WHERE first_name = 'Wu';
 first_name | emails | last_name | phone
------------+--------+-----------+--------------------------------
         Wu |   null |       Shi | ['1334444****', '1888888****']
(1 r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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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删除元素也可以使用  SET phone_numbers = phone_numbers - [ '1334444****' ] 。

mapmap
map数据类型包含了key/value键值对。key和value可以是任何类型，除了counter类型。使用如下：

cqlsh:test_keyspace> ALTER TABLE test_user ADD login_sessions map<timeuuid, int>;
cqlsh:test_keyspace> UPDATE test_user SET login_sessions = {now(): 13, now(): 18} WHERE fir
st_name = 'Wu';
cqlsh:test_keyspace> SELECT first_name, login_sessions FROM test_user WHERE first_name = 'W
u';
 first_name | login_sessions
------------+------------------------------------------------------------------------------
--------
         Wu | {1cc61ff0-5f8b-11e9-ac3a-5336cd8118f6: 13, 1cc61ff1-5f8b-11e9-ac3a-5336cd8118
f6: 18}
(1 rows)
                        

其他简单数据类型其他简单数据类型
boolean：取值只能为true/false，在cql中输入的这两个值无论大小如何写法，其输出都是True/False；

blob：二进制大对象（binary large object）是任意字节数组的术语简称。这个类型在存储媒体或者其他
二进制数据类型时很有用，Cassandra并不会检查其中存储的二进制数据是否有效。Cassandra中二进制大
对象是以十六进制存储的，如果想将任意的文本数据类型使用blob存储，可以使用textAsBlob()函数实
现。

inet：这个数据类型可以表示IPv4或IPv6网络地址。cqlsh接受用于定义IPv4地址的任何合法格式，包括包
含十进制，八进制或十六进制值的点或非点式表示。CQL统一输出为192.168.XX.XX这种格式的IP地址。

counter：计数器数据类型是64位有符号整数，其值不能直接设置，而只能递增或递减。计数器类型的使
用有一些特殊限制，它不能用作主键的一部分；如果使用计数器，则除primary key列之外的所有列都必须
是计数器。

用户自定义数据类型（User-Defined Types）用户自定义数据类型（User-Defined Types）
如果Cassandra中内置的数据类型无法满足您的需求，您还可以使用自定义数据类型。例如，需要使用一个
字段存储用户的地址信息，需要获取地址的邮编、街道等信息。如果使用text来存储是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的，此时您可以自定义数据类型，示例如下：

cqlsh:test_keyspace> CREATE TYPE address (
                    ... street text,
                    ... city text,
                    ... state text,
                    ... zip_code int);
                        

上述语句定义了address数据类型。需要注意的是，Cassandra中数据类型的定义是keyspace范围的，表明
address数据类型只能在test_keyspace里面使用。如果您使用  DESCRIBE KEYSPACE test_keyspace ，可以

看到address数据类型属于test_keyspace的一部分。现在定义好了address数据类型，使用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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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qlsh:test_keyspace> ALTER TABLE test_user ADD addresses map<text, frozen<address>>;
cqlsh:test_keyspace> UPDATE test_user SET addresses = addresses + {'home': { street: 'shang
di 9', city: 'Beijing', state: 'Beijing', zip_code: 100080} } WHERE first_name = 'Wu';
cqlsh:test_keyspace> SELECT first_name, addresses FROM test_user WHERE first_name = 'Wu';
 first_name | addresses
------------+------------------------------------------------------------------------------
--------
         Wu | {'home': {street: 'shangdi 9', city: 'Beijing', state: 'Beijing', zip_code: 1
00080}}
(1 r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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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
相信大家已经会用cqlsh访问Cassandra。但是实际应用中我们需要自己开发代码去访问Cassandra，并不想
像cqlsh这样只是简单的连接一个节点，敲一些cql。我们需要连接多个节点，平衡请求到每个Cassandra
node上，我们要管理连接池等等。当然这些都不用大家操心，社区版本的SDK已经完成了这些功能，我们接
下来将教大家如果使用SDK进行访问。

准备工作准备工作
1. 获取访问地址。

i. 进入Cassandra控制台Cassandra控制台> 数据库连接数据库连接。

ii. 查看私网连接地址。由于安全考虑，默认不开通公网，如需获取公网连接地址，请单击申请外网地申请外网地
址址。

说明 说明 根据集群规模不同，访问地址个数也不相同。如果有多个尽量使用多个地址，避免
单个节点挂掉连接不上集群。公网和内网访问方式几乎相同，只是地址不同。

2. 添加白名单。

实际访问之前，请确保已经将客户机的IP加入白名单，具体操作参见设置白名单。

多语言代码示例多语言代码示例
Java访问Java访问

1. Maven加入依赖。

<dependency>
    <groupId>com.datastax.cassandra</groupId>
    <artifactId>cassandra-driver-core</artifactId>
    <version>3.7.2</version>
</dependency>
            

3.多语言SDK访问（公网&内网）3.多语言SDK访问（公网&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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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注意 这个依赖会引入一些公共库，为了避免依赖冲突导致不必要的麻烦，请先在一个新工程
中测试。

2. 编写Java访问代码。

import com.datastax.driver.core.Cluster;
import com.datastax.driver.core.PlainTextAuthProvider;
import com.datastax.driver.core.ResultSet;
import com.datastax.driver.core.Session;
public class Demo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 此处填写数据库连接点地址（公⽹或者内⽹的），控制台有⼏个就填⼏个。
    // 实际上SDK最终只会连上第⼀个可连接的连接点并建⽴控制连接，填写多个是为了防⽌单个节点挂掉导致
⽆法连接数据库。
    // 此处⽆需关⼼连接点的顺序，因为SDK内部会先打乱连接点顺序避免不同客⼾端的控制连接总是连⼀个点
。
    // 千万不要把公⽹和内⽹的地址⼀起填⼊。
    String[] contactPoints = new String[]{
      "cds-xxxxxxxx-core-003.cassandra.rds.aliyuncs.com",
      "cds-xxxxxxxx-core-002.cassandra.rds.aliyuncs.com"
    };
    Cluster cluster = Cluster.builder()
      .addContactPoints(contactPoints)
      // 填写账⼾名密码（如果忘记可以在 账号管理 处重置）
      .withAuthProvider(new PlainTextAuthProvider("cassandra", "123456"))
      // 如果进⾏的是公⽹访问，需要在账号名后⾯带上 @public 以切换⾄完全的公⽹链路。
      // 否则⽆法在公⽹连上所有内部节点，会看到异常或者卡顿，影响本地开发调试。
      // 后续会⽀持⽹络链路⾃动识别（即⽆需⼿动添加@public）具体可以关注官⽹Changelog。
      //.withAuthProvider(new PlainTextAuthProvider("cassandra@public", "123456"))
      .build();
    // 初始化集群，此时会建⽴控制连接（这步可忽略，建⽴Session时候会⾃动调⽤）
    cluster.init();
    // 连接集群，会对每个Cassandra节点建⽴⻓连接池。
    // 所以这个操作⾮常重，不能每个请求创建⼀个Session。合理的应该是每个进程预先创建若⼲个。
    // 通常来说⼀个够⽤了，你也可以根据⾃⼰业务测试情况适当调整，⽐如把读写的Session分开管理等。
    Session session = cluster.connect();
    // 查询，此处我们查⼀下权限相关的表，看看我们创建了⼏个⻆⾊。
    // 这是系统表，默认只有cassandra这个superuser账⼾有SELECT权限。
    // 如果你使⽤其他账号测试，可以换⼀个表或者授权⼀下。
    ResultSet res = session.execute("SELECT * FROM system_auth.roles");
    // ResultSet 实现了 Iterable 接⼝，我们直接将每⾏信息打印到控制台
    res.forEach(System.out::println);
    // 关闭Session
    session.close();
    // 关闭Cluster
    cluster.close();
  }
}
            

Pyt hon访问Pyt hon访问

1. 安装SDK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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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版本安装（建议安装3.x版本）
pip install cassandra-driver==3.19.0
# 安装最新版本
pip install cassandra-driver
# https://pypi.org/project/cassandra-driver/#history      

2. 编写Python访问代码。

#!/usr/bin/env python
# -*- coding: UTF-8 -*-
import logging
import sys
from cassandra.cluster import Cluster
from cassandra.auth import PlainTextAuthProvider
logging.basicConfig(stream=sys.stdout, level=logging.INFO)
cluster = Cluster(
    # 此处填写数据库连接点地址（公⽹或者内⽹的），控制台有⼏个就填⼏个。
    # 实际上SDK最终只会连上第⼀个可连接的连接点并建⽴控制连接，填写多个是为了防⽌单个节点挂掉导致
⽆法连接数据库。
    # 此处⽆需关⼼连接点的顺序，因为SDK内部会先打乱连接点顺序避免不同客⼾端的控制连接总是连⼀个点
。
    # 千万不要把公⽹和内⽹的地址⼀起填⼊。
    contact_points=["cds-xxxxxxxx-core-003.cassandra.rds.aliyuncs.com",
                    "cds-xxxxxxxx-core-002.cassandra.rds.aliyuncs.com"],
    # 填写账⼾名密码（如果忘记可以在 账号管理 处重置）
    auth_provider=PlainTextAuthProvider("cassandra", "123456"))
    # 果进⾏的是公⽹访问，需要在账号名后⾯带上 @public 以切换⾄完全的公⽹链路。
    # 否则⽆法在公⽹连上所有内部节点，会看到异常或者卡顿，影响本地开发调试。
    # 后续会⽀持⽹络链路⾃动识别（即⽆需⼿动添加 @public）具体可以关注官⽹Changelog。
    # auth_provider=PlainTextAuthProvider("cassandra@public", "123456"))
# 连接集群，会对每个Cassandra节点建⽴⻓连接池。
# 所以这个操作⾮常重，不能每个请求创建⼀个Session。合理的应该是每个进程预先创建若⼲个。
# 通常来说⼀个够⽤了，你也可以根据⾃⼰业务测试情况适当调整，⽐如把读写的Session分开管理等。
session = cluster.connect()
# 查询，此处我们查⼀下权限相关的表，看看我们创建了⼏个⻆⾊。
# 这是系统表，默认只有cassandra这个superuser账⼾有SELECT权限。
# 如果你使⽤其他账号测试，可以换⼀个表或者授权⼀下。
rows = session.execute('SELECT * FROM system_auth.roles')
# 打印每⾏信息到控制台
for row in rows:
    print("# row: {}".format(row))
# 关闭Session
session.shutdown()
# 关闭Cluster
cluster.shutdown()
            

3. 其他语言访问。

其他语言访问接口类似Python和Java，可以参考github社区文档：

Ruby

C#/.NET

Node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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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ithub.com/datastax/csharp-driver
https://github.com/datastax/nodejs-driver


PHP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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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ithub.com/datastax/php-d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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