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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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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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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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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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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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重设置为0，该服务器不会再接受新
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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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网络 > 设置网络类型 。

粗体

表示按键、菜单、页面名称等UI元素。

在结果确认 页面，单击确定 。

Courier字体

斜体

命令或代码。

表示参数、变量。

执行 cd /d C:/window 命令，进入
Windows系统文件夹。
bae log list --inst anceid

Inst ance_ID

[] 或者 [a|b]

表示可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 或者 {a|b}

表示必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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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数据开发是Dat aphin的核心功能，支持规范模型、数据处理和主题式查询。同时，数据开发模块对接了
Dat aphin的权限管理、运维和发布模块，致力于为您构建便捷、高效的数据开发平台。

背景信息
如果Dat aphin实例为智能研发版，则数据开发 支持规范建模 、数据处理 和即席查询 。
如果Dat aphin实例为基础研发版，则系统支持数据处理 和即席查询 ，不支持规范建模 功能。

功能介绍
Dat aphin旨在为您提供工具化、自动化、智能化和价值化的智能数据建设与治理的平台：
规范建模 ：基于已明确的业务需求，从业务顶层开始设计，规范定义数据的标准及计算口径。同时，根据
业务需求完成数据模型的设计。
规范建模 为您提供可视化、标准化、规范化和自动化定义数据，而非传统手动写SQL代码的方式，这样就
避免了统计指标计算口径不一致的情况。可视化构建数据仓库的模型，逻辑表提交后即生成对应智能黑盒
调度任务，自动化生产数据。
说明

仅绑定业务板块的项目支持规范建模 功能。

数据处理 ：通过编写代码的方式构建复杂的数据模型、构建同步任务和构建不同类型的代码任务。
即席查询 ：即主题式查询，面向业务主题的数据查询，屏蔽了物理模型中技术特性带来的影响，基于逻辑
模型从业务视角出发对外提供查询服务。
Dat aphin支持Basic 和Dev-Prod 的数据开发模式：
Basic 项目绑定了Basic 业务板块，系统支持规范建模 功能。Basic 项目绑定了Prod 业务板块，则系统不
支持规范建模 功能，仅支持数据处理 和即席查询 功能。
Dev 项目支持规范建模 、数据处理 和即席查询 功能。Prod 项目支持规范建模 和数据处理 功能。

页面介绍
说明

如果您的Dat aphin实例为基础研发版，则不支持规范建模 。

Dev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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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当前打开的项目名称，以及项目的环境类型（Pro d 或Dev ）。您可以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①

图标，在下拉列表中，依次选择项目分类（Pro d 、Dev 或Basic ）及项目名称，切换
项目。同时，您也可以在搜索框中输入项目名称关键词，快速搜索项目，提高了搜索的
效率。
环境类型标识按钮，单击 图标，切换Dev 和Pro d 项目。Pro d 项目表示生产环境的项
目，Dev 项目表示开发环境项目。
例如，当前您访问的是Dev 项目（编号②的环境类型标识为

②

切换至Pro d 项目（编号②的环境类型标识为

说明

9

图标），单击 图标后，

图标）。

Basic 项目没有环境类型标识按钮。

③

快速新建规范定义、逻辑表、数据处理和即席查询任务的入口。

④

刷新任务列表、新建文件和新建文件夹的按钮。

⑤

输入任务名称的关键字的方式，快速搜索任务。

⑥

已创建的文件夹、任务和文件列表。

⑦

左侧导航栏提供的规范建模和数据处理的相关操作入口。

⑧

数据开发模块提供萃取、集成、发布、运维和权限模块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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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在全局搜索框中输入物理表、逻辑表、规范定义、函数或资源等名称的关键字，搜索目
标对象。您可以单击研发 、萃取 和资产 页签，快速搜索目标对象。

⑨

同时，您也可以单击

说明

图标，在代码搜索 框中，输入代码的关键字快速搜索代码。

系统仅支持搜索版本升级后（2020年7月14日）提交过的代码。

⑩

展示了规范定义 包含的元素及相互关系，并提供了创建规范定义 的入口。

⑪

展示了数据建模 包含的元素，同时为您提供新建事实逻辑表 和汇总逻辑表 的入口。

⑫

展示了任务研发 包含的计算任务 、计算任务 和同步任务 的类型，并提供了创建任务的
入口。

⑬

展示了文件引用 包含的函数管理 、自定义源 、资源管理 、代码模板 和元表 ，并提供了
创建文件的入口。

⑭

即席查询 仅包含SQL查询 ，并提供了创建SQL查询的入口。

Baisc 项目
Baisc （非Dat a_dist ill）与Dev 项目页面功能相似，Baisc 项目不支持发布 功能。

Dat a_dist ill项目
Dat a_dist ill和其他Baisc 项目页面功能相似，但Dat a_dist ill项目不支持规范建模 功能。
Prod 项目
Prod 和Dev 项目页面功能相似，但Prod 项目仅支持查看数据处理 和规范建模 模块的资源（资源在Dev 项
目开发并发布到Prod 项目），不支持发布 和即席查询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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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 L语法解析器的关键字
SELECT、DELETE、INSERT、UPDATE、FROM、HAVING、WHERE、ORDER、BY、GROUP、INTO、AS、CREATE、ALTER
、DROP、SET、NULL、NOT、
DISTINCT、TABLE、TABLESPACE、VIEW、SEQUENCE、TRIGGER、USER、INDEX、SESSION、PROCEDURE、FUNCTIO
N、PRIMARY、KEY、DEFAULT、
CONSTRAINT、CHECK、UNIQUE、FOREIGN、REFERENCES、EXPLAIN、FOR、IF、ADD、ALL、UNION、EXCEPT、INT
ERSECT、MINUS、INNER、LEFT、
RIGHT、FULL、OUTER、JOIN、ON、SCHEMA、CAST、COLUMN、USE、DATABASE、TO、AND、OR、XOR、CASE、WHEN
、THEN、ELSE、ELSIF、END、
EXISTS、IN、NEW、ASC、DESC、IS、LIKE、ESCAPE、BETWEEN、VALUES、INTERVAL、LOCK、SOME、ANY、TRUNC
ATE、RETURN、TRUE、FALSE、
LIMIT、KILL、IDENTIFIED、PASSWORD、DUAL、BINARY、SHOW、REPLACE、PERIOD、BITS、WHILE、DO、LEAVE
、ITERATE、REPEAT、UNTIL、
OPEN、CLOSE、OUT、INOUT、EXIT、UNDO、SQLSTATE、CONDITION、DIV、WINDOW、OFFSET、ROW、ROWS、ONLY
、FIRST、NEXT、FETCH、OF、
SHARE、NOWAIT、RECURSIVE、TEMPORARY、TEMP、UNLOGGED、RESTART、IDENTITY、CONTINUE、CASCADE、RES
TRICT、USING、CURRENT、RETURNING、
COMMENT、OVER、TYPE、ILIKE、RLIKE、FULLTEXT、START、PRIOR、CONNECT、WITH、EXTRACT、CURSOR、MER
GE、MATCHED、ERRORS、
REJECT、UNLIMITED、BEGIN、EXCLUSIVE、MODE、WAIT、ADVISE、SYSDATE、DECLARE、EXCEPTION、GRANT、R
EVOKE、LOOP、GOTO、COMMIT、
SAVEPOINT、CROSS、PCTFREE、INITRANS、MAXTRANS、INITIALLY、ENABLE、DISABLE、SEGMENT、CREATION、
IMMEDIATE、DEFERRED、STORAGE、
MINEXTENTS、MAXEXTENTS、MAXSIZE、PCTINCREASE、FLASH_CACHE、CELL_FLASH_CACHE、NONE、LOB、STORE
、CHUNK、CACHE、NOCACHE、LOGGING、
NOCOMPRESS、KEEP_DUPLICATES、EXCEPTIONS、PURGE、COMPUTE、ANALYZE、OPTIMIZE、TOP、ARRAY、DISTR
IBUTE、EOF、ERROR、IDENTIFIER、
HINT、VARIANT、LITERAL_INT、LITERAL_FLOAT、LITERAL_HEX、LITERAL_CHARS、LITERAL_NCHARS、LITERA
L_ESCAPE、LITERAL_PATH、LITERAL_ALIAS、
LINE_COMMENT、MULTI_LINE_COMMENT、BINARY_FLOAT、BINARY_DOUBLE、PARTITION、PARTITIONED、OVERWR
ITE、SORT、SEL、LOCKING、
ACCESS、VOLATILE、MULTISET、POSITION、RANGE_N、FORMAT、QUALIFY、MOD、CONTAINS、CONCAT、UPSERT
、LPAREN、RPAREN、LBRACE、
RBRACE、LBRACKET、RBRACKET、SEMI、COMMA、DOT、DOTDOT、DOTDOTDOT、EQ、GT、LT、LT_SUB_GT、BANG、
BANGBANG、BANG_TILDE、
BANG_TILDE_STAR、BANG_TILDE_TILDE_STAR、TILDE、TILDE_STAR、TILDE_TILDE_STAR、TILDE_EQ、QUES、
QUESQUES、QUESBAR、
QUESAMP、COLON、COLONCOLON、COLONEQ、EQEQ、EQGT、LTEQ、LTEQGT、LTGT、GTEQ、BANGEQ、BANGGT、BAN
GLT、AMPAMP、BARBAR、BARBARSLASH、
BARSLASH、PLUS、SUB、SUBGT、SUBGTGT、STAR、SLASH、AMP、BAR、CARET、CARETEQ、PERCENT、LTLT、GTG
T、MONKEYS_AT、MONKEYS_AT_AT、
POUND、POUNDGT、POUNDGTGT、MONKEYS_AT_GT、LT_MONKEYS_AT、NOT_EXTEND_RIGHT、NOT_EXTEND_LEFT、D
ISTRIBUTED、WITHIN、TILDE_TILDE、
BANG_TILDE_TILDE、RANDOMLY、ENCODING、STATISTICS、INCLUSIVE、SUBPARTITION、EVERY、RENAME、WIT
HOUT、INVALIDATE、METADATA、
IMPORT、SERVER、OPTION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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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范建模
2.1. 概述

规范建模是基于数据仓库理论的工具化，致力于提供体系化和系统化的数据建模的功能。

页面介绍
执行如下操作，进入数据规范建模 模块：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 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3. 进入维度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ii. 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规范建模 。
在数据规范建模 页面，支持数据的规范定义及建模。

编号

描述

①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需要创建的规范定义和逻辑表。在对应的模块后，就可以开始创
建规范定义和逻辑表。

②

在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进行快速搜索规范定义和逻辑表。

③

在搜索框内输入任务关键词，全局搜索任务。但仅购买了数据萃取 功能的用户，可以查
询数据萃取对象。

④

选择对应规范定义 下的 图标，新建规范定义。

⑤

选择数据建模 下的 图标，新建逻辑表。

数据建模的前提

> 文档版本：2022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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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建模前，需要将外部数据引入到项目绑定的数据源中，详情请参见数据引入。
当您进入数据建模研发模块后，需要选择规范建模的项目空间。Dat aphin支持的数据开发模式包括Basic
模式和Dev-Prod模式，详情请参见创建Basic项目和新建业务板块。
仅绑定业务板块的项目可以通过规范建模功能在项目空间进行开发任务。如绑定错误或未绑定业务板块，
则规范建模功能不可用。关于项目和业务板块的绑定，请参见创建Basic项目。
Basic模式下，Basic项目绑定了Basic业务板块后，支持执行规范建模操作。如果Basic项目绑定了Prod业务
板块，则不支持执行规范建模操作，仅可以使用数据处理和即席查询功能。
Dev-Prod模式下，Dev项目可以直接创建、编辑、删除任务操作。新建完成并提交到待发布列表中，需要
执行发布操作。发布成功后可以在对应Prod下进行自动调度。

2.2. 规范定义-维度
2.2.1. 新建维度
维度是人们观察事物的角度，是确定事物的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条件和概念。本文为您介绍如何新建
维度。

前提条件
完成创建数据域，详情请参见新建数据域。

背景信息
维度即进行数据统计的对象。通常情况下，维度是实际存在、不因事件发生而存在的实体，例如时间维度、
地区维度、产品维度等。创建维度，即从顶层规范业务中实体（或称主数据）的存在性及唯一性。
新建维度的权限限制，详情请参见数据开发权限列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3. 进入新建维度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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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按照下图操作指引，进入新建维度 页面。

4. 在新建维度 页面，配置参数。

> 文档版本：20220708

14

数据开发· 规范建模

智能数据构建与管理 Dat aphin

i. 配置维度基本信息 区域参数。

参数

描述
选择该维度所属的数据域。

数据域

说明

数据域的划分，详情请参见划分数据域。

维度英文名由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组合组成，且默认以dim_作为前缀。
维度英文名

说明

维度英文名 不能超过60个字符。

维度名称由汉字、字母、数字、下划线（_）或短划线（-）组合组成。
维度名称

维度描述

说明

维度英文名 不能超过64个字符。

填写对维度简单的描述。

ii. 配置维度逻辑信息 区域参数。
维度逻辑信息 用于定义维度对象范围和对象特征，确保维度真实且唯一性存在。Dat aphin为您提
供四种维度类型，以满足不同维度对象建设需求。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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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类型

描述

普通维度

需定义主键及维度主从关系。普通维度创建完成并已成功发布后自动生成对应的
维度逻辑表。

普通维度（层级）

需定义主键、来源逻辑及层级，支持使用多个维度进行分析，不同维度之间存在
稳定的层级关系。维度创建完成并已成功发布后自动生成一组有层级关联关系的
维度逻辑表。

枚举维度

需定义主键，支持列举及标准化枚举值以标识枚举维度对象。

虚拟维度

需定义主键，支持没有具体业务实体承载、没有可固化数据范围逻辑定义的维度
对象，也可以规范化业务建模。

> 文档版本：20220708

16

数据开发· 规范建模

智能数据构建与管理 Dat aphin

选择普通维度 ，配置参数信息如下。

参数

描述
主键英文名由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组合组成。

主键英文名

说明

主键英文名 不能超过64个字符。

主键名称由汉字、数字、字母、下划线（_）或短划线（-）组合组成。
主键名称

主键类型

说明

主键名称 不能超过64个字符。

主键类型包括ST RING 、BIGINT 、DOUBLE、DAT ET IME和DECIMAL 。
填写维度主键计算逻辑：
a. 在主键计算逻辑 区域，编辑SQL代码，示例如下。
select province from dataphin_test where
ds='${bizdate}';
您也可以单击主键计算逻辑 后的参考示例 ，查看示例代码。

主键计算逻辑

b. 单击主键计算逻辑 后的规范性校验 ，可以校验您编写的SQL代码是否符
合规范。
如果规范校验不通过，您可以单击格式化 ，系统自动调整SQL代码的格
式。
说明
SQL代码中需要限制时间分区条件，否则可能出现运维报错
或数据错误。

所属主维度

选择所属的主维度。如果选择是 ，则需单击主维度显示框，在下拉列表中选择
所属的主维度。

选择普通维度（层级） ，在配置向导页面，完成以下操作。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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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主键& 来源逻辑定义 页签，配置参数。

参数

描述
主键英文名由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组合组成。

主键英文名

说明

主键英文名 不能超过64个字符。

维度名称由汉字、字母、数字、下划线（_）或短划线（-）组合组成。
主键名称

主键类型

说明

主键名称 不能超过64个字符。

主键类型包括ST RING 、BIGINT 、DOUBLE、DAT ET IME和DECIMAL 。
选择主表。

主表表名

说明

建议您选择生产环境中的表。

b. 单击下一步 。

> 文档版本：2022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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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层级定义 页签，配置参数。

参数

描述

子层字段

选择层级字段中的子层字段。

父层字段

选择层级字段中的父层字段。

名称字段

选择名称字段。

层级定义

填写层级的个数，系统支持最多9个层级。
选择是否生成叶子维度：

生成叶子维度

如果选择是 ，则系统会自动生成叶子维度。
如果选择否 ，则需要您定义叶子维度的生成逻辑。
基于来源主表字段，设定层级根节点（即无父层级）的判断条件：
a. 在层级根节点定义 区域，编辑SQL代码，示例如下。
is_parent='true'

层级根节点定义

您也可以单击参考示例 ，查看代码示例。
b. 单击规范性校验 ，可以校验您编写SQL代码是否符合规范。
如果规范校验不通过，您可以单击格式化 ，系统自动调整SQL代码的
格式。
基于来源主表字段，设定数据更新及获取时间周期的判断条件：
a. 在时间分区逻辑 区域，编辑SQL代码，示例如下。
ds=${bizdate}

时间分区逻辑

您也可以单击参考示例 ，查看代码示例。
b. 单击规范性校验 ，可以校验您编写SQL代码是否符合规范。
如果规范校验不通过，您可以单击格式化 ，系统自动调整SQL代码的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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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枚举维度 ，配置参数信息如下。

在设置枚举信息 的左侧区域中，填写枚举维度成员与对应成员的信息，并以英文逗号（,）隔
开，示例如下。
F,⼥
M,男

在设置枚举信息 的右侧区域，为您展示系统自动解析的code 和value 。
选择虚拟维度 ，配置参数信息如下。

参数

描述
主键英文名由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组合组成。

主键英文名

说明

主键英文名 不能超过64个字符。

维度名称由汉字、字母、数字、下划线（_）或短划线（-）组合组成。
主键名称

主键类型

说明

主键名称 不能超过64个字符。

主键类型包括ST RING 、BIGINT 、DOUBLE、DAT ET IME和DECIMAL 。

说明 如果虚拟维度为维度逻辑表或事实逻辑表的关联维度，则虚拟维度可以作为派生
指标的统计粒度。
5. 在新建维度 页面，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图标，保存维度。
6. 提交维度。
i. 在新建维度 页面，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图标。

ii. 在提交备注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iii.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维度的提交。
提交成功的普通维度 和层级普通维度（层级） ，系统自动生成对应维度逻辑表和一组具有层级关联关
系的维度逻辑表。
> 文档版本：2022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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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可选）发布维度。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新建的维度，详情请参见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提交成功的维度，即可进入生产环境。

2.2.2. 查看维度逻辑表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查看基于某个维度生成的维度逻辑表。

前提条件
完成创建维度，详情请参见新建维度。

背景信息
系统仅支持普通维度 和普通维度（层级） ，查看维度逻辑表。
系统仅支持提交成功的维度，查看维度逻辑表。
查看维度逻辑表的权限限制，详情请参见数据开发权限列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3.
4. 在维度 页面，查询需要查看维度逻辑表的维度。
您可以在搜索框中，输入维度名称关键字，快速搜索维度。
5. 单击需要查看维度逻辑表的维度。
6. 在维度属性 框中，鼠标悬停至 图标后，单击维度逻辑表 ，查看维度逻辑表详情。
您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查看维度逻辑表详情：
i. 在维度 页面，单击左侧功能区域下方的维度对象列表 。
ii. 在对象列表页 的维度 页签，查询需要查看维度逻表的维度。
快速查询维度：
在搜索框中，输入维度名称关键字，快速搜索维度。
选中某个所属项目 ，快速筛选。
单击

图标后，选中某个数据域 、状态 、最近更新人 、创建人 或维度类型 ，快速筛选。

iii. 单击需要查看维度逻辑表的维度操作 列下的 图标，查看维度逻辑表详情。

2.2.3. 编辑维度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编辑维度。

前提条件
完成创建维度，详情请参见新建维度。

背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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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维度的权限限制，详情请参见数据开发权限列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3.
4. 在维度 页面，查询需要编辑的维度。
您可以在搜索框中，输入维度名称关键字，快速搜索维度。
5. 鼠标悬停至需要编辑的维度后，再将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编辑 。
您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入编辑维度 页面：
通过属性框的方式：
a. 单击需要编辑的维度。
b. 在维度属性 框中，单击编辑 。
通过对象列表页的方式：
a. 在维度 页面，单击左侧区域下方的维度对象列表 。
b. 在对象列表页 的维度 页签，查询需要编辑的维度。
快速查询维度：
在搜索框中，输入维度名称关键字，快速搜索维度。
选中某个所属项目 ，快速筛选。
单击

图标后，选中某个数据域 、状态 、最近更新人 、创建人 或维度类型 ，快速筛选。

c. 单击需要编辑的维度操作 列下 图标。
6. （可选）解锁维度。
如果维度已被您自己锁定，则无需解锁维度。
如果维度已被他人锁定，则需要单击编辑维度 页面右上角的 图标，解锁维度。
当 图标变更为 图标，解锁成功。
7. 在编辑维度 页面，编辑参数，详情请参见新建维度。
8. 在编辑维度 页面，保存和提交维度。
i.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保存维度。
ii.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提交维度。

iii. 在提交备注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iv.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维度的提交。
9. （可选）发布维度。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维度，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提交成功的维度，即可进入生产环境。

> 文档版本：2022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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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继承维度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基于已有维度创建其子维度（继承维度）。

前提条件
完成维度的创建，详情请参见新建维度。
维度对应的维度逻辑表已提交。

背景信息
系统仅支持普通维度 继承维度。
系统仅支持已提交维度逻辑表对应的维度继承维度。
继承维度的权限限制，详情请参见数据开发权限列表。

操作步骤
1.
2.
3.
4. 在维度 页面，查询需要继承的维度。
您可以在搜索框中，输入维度名称关键字，快速搜索维度。
5. 单击需要继承的维度。
6. 在维度属性 框中，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继承 。
您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入继承维度 ：
i. 在维度 页面，单击左侧区域下方的维度对象列表 。
ii. 在对象列表页 的维度 页签，查询需要继承的维度。
快速查询维度：
在搜索框中，输入维度名称关键字，搜索维度。
选中某个所属项目 ，筛选维度。
单击

图标后，选中某个数据域 、状态 、最近更新人 、创建人 或维度类型 ，筛选维度。

iii. 单击需要继承的维度操作 列下 图标。
7. 在继承维度 页面，配置参数，详情请参见新建维度。
其中，数据域 不支持修改，所属主维度 默认为需要继承的维度，您也可以修改所属主维度 。

2.2.5. 下线和删除维度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下线、下线并删除和删除维度。

前提条件
完成创建维度，详情请参见新建维度。

背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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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的状态的说明：
保存成功的维度，状态为草稿 。
提交成功的维度，状态为已提交 。
编辑已提交 状态的维度，并成功保存，状态更改为开发中 。
已提交 状态的维度，成功下线后，状态更改为草稿 。
下线、删除和下线并删除维度的限制：
权限限制，详情请参见数据开发权限列表。
仅开发中 和已提交 状态的维度，支持下线操作。
仅草稿 状态的维度，支持删除操作。
仅开发中 和已提交 状态的维度，支持下线并删除操作。

下线维度
说明

系统仅支持下线不存在依赖的维度。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3.
4. 在维度 页面，查询需要下线的维度。
您可以在搜索框中，输入维度名称关键字，快速搜索维度。
5. （可选）解锁维度。
如果维度已被您自己锁定，则无需解锁维度。
如果维度已被他人锁定，则需要解锁维度：
a. 鼠标悬停至需要下线的维度后，再将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编辑 。
b. 在编辑维度 页面，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
当 图标变更为 图标，解锁成功。
6. 鼠标悬停至需要下线的维度后，再将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下线 。
您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入下线维度的提示 对话框：
通过属性框的方式：
a. 单击需要下线的维度。
b. 在维度属性 框中，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下线 。
通过对象列表页的方式：
a. 在维度 页面，单击左侧区域下方的维度对象列表 。

> 文档版本：2022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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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对象列表页 的维度 页签，查询需要下线的维度。
快速查询维度：
在搜索框中，输入维度名称关键字，快速搜索维度。
选中某个所属项目 ，快速筛选。
单击

图标后，选中某个数据域 、状态 、最近更新人 、创建人 或维度类型 ，快速筛选。

c. 鼠标悬停至需要下线的维度操作 列下 图标，单击下线 。
7. 在提示 对话框，填写备注信息。
8.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下线维度。

删除维度
1. 在维度 页面，查询需要删除的维度。
您可以在搜索框中，输入维度名称关键字，快速搜索维度。
2. （可选）解锁维度。
如果维度已被您自己锁定，则无需解锁维度。
如果维度已被他人锁定，则需要解锁维度：
a. 鼠标悬停至需要删除的维度后，再将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编辑 。
b. 在编辑维度 页面，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
当 图标变更为 图标，解锁成功。
3. 鼠标悬停至需要删除的维度后，再将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删除 。
您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入删除维度的提示 对话框：
通过属性框的方式：
a. 单击需要删除的维度。
b. 在维度属性 框中，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删除 。
通过对象列表页的方式：
a. 在维度 页面，单击左侧区域下方的维度对象列表 。
b. 在对象列表页 的维度 页签，查询需要删除的维度。
快速查询维度：
在搜索框中，输入维度名称关键字，快速搜索维度。
选中某个所属项目 ，快速筛选。
单击

图标后，选中某个数据域 、状态 、最近更新人 、创建人 或维度类型 ，快速筛选。

c. 鼠标悬停至需要删除的维度操作 列下 图标，单击删除 。
4. 在提示 对话框，填写备注信息。
5.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删除维度。

25

> 文档版本：20220708

智能数据构建与管理 Dat aphin

数据开发· 规范建模

下线并删除维度
说明

系统仅支持下线并删除不存在依赖的维度。

1. 在维度 页面，查询需要下线并删除的维度。
您可以在搜索框中，输入维度名称关键字，快速搜索维度。
2. （可选）解锁维度。
如果维度已被您自己锁定，则无需解锁维度。
如果维度已被他人锁定，则需要解锁维度：
a. 鼠标悬停至需要下线并删除的维度后，再将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编辑 。
b. 在编辑维度 页面，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
当 图标变更为 图标，解锁成功。
3. 鼠标悬停至需要下线并删除的维度后，再将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下线并删除 。
您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入下线并删除维度的提示 对话框：
通过属性框的方式：
a. 单击需要下线并删除的维度。
b. 在维度属性 框中，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下线并删除 。
通过对象列表页的方式：
a. 在维度 页面，单击左侧区域下方的维度对象列表 。
b. 在对象列表页 的维度 页签，查询需要下线并删除的维度。
快速查询维度：
在搜索框中，输入维度名称关键字，快速搜索维度。
选中某个所属项目 ，快速筛选。
单击

图标后，选中某个数据域 、状态 、最近更新人 、创建人 或维度类型 ，快速筛选。

c. 鼠标悬停至需要下线并删除的维度操作 列下 图标，单击下线并删除 。
4. 在提示 对话框，填写备注信息。
5.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下线并删除维度。

2.3. 规范定义-业务过程
2.3.1. 新建业务过程
业务过程是业务活动中不可拆分的事件，例如下单、支付和退款。创建业务过程，即从顶层视角，规范业务
活动中事件的内容类型及唯一性。本文为您介绍如何新建业务过程。

前提条件
完成创建数据域，详情请参见新建数据域。

> 文档版本：2022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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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新建业务过程的权限限制，详情请参见数据开发权限列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3. 进入业务过程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按照下图操作指引进入新建业务过程 页面。

4. 在新建业务过程 对话框，配置参数。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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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数据域

选择数据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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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英文名由字母、数字、下划线（_）组合组成。

英文名

说明

英文名 不能超过57个字符。

名称由汉字、数字、字母、下划线（_）或短划线（-）组合组成。
名称

描述

说明

名称 不能超过64个字符。

填写简单的描述。

5. 提交业务过程。
i. 单击提交 。
ii. 在提交备注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iii.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业务过程的提交。
6. （可选）发布业务过程。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新建的业务过程，详情请参见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提交成功的业务过程，即可进入生产环境。

2.3.2. 编辑业务过程
业务过程是业务活动中不可拆分的事件，例如下单、支付和退款。本文为您介绍如何编辑业务过程。

前提条件
完成创建业务过程，详情请参见新建业务过程。

背景信息
编辑业务过程的权限限制，详情请参见数据开发权限列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3. 进入业务过程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后，单击Dev 或Basic 页签，选择数据开发
的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且项目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需要
选择项目。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规范建模 。
如果进入数据开发 页面后，系统默认进入规范建模 页签，则无需再次单击规范建模 页签。

> 文档版本：2022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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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在规范建模 页签，单击左侧导航栏

业务过程 图标。

4. 在业务过程 页面，查询需要编辑的业务过程。
您可以在搜索框中，输入业务过程名称关键字，快速搜索业务过程。
5. 鼠标悬停至需要编辑的业务过程后，再将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编辑 。
您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入编辑业务过程 对话框：
通过属性框的方式：
a. 单击需要编辑的业务过程。
b. 在业务过程属性 框中，单击编辑 。
通过对象列表页的方式：
a. 在业务过程 页面，单击左侧区域下方的业务过程对象列表 。
b. 在对象列表页 的业务过程 页签，查询需要编辑的业务过程。
快速查询业务过程：
在搜索框中，输入业务过程名称关键字，搜索业务过程。
选中某个所属项目 ，筛选业务过程。
单击

图标后，选中某个最近更新人 、创建人 或数据域 ，筛选业务过程。

c. 单击需要编辑的业务过程操作 列下 图标。
6. 在编辑业务过程 对话框，配置参数，详情请参见新建业务过程。
7. 提交业务过程。
i. 单击提交 。
ii. 在提交备注 对话框，填写备注信息。
iii.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业务过程的提交。
8. （可选）发布业务过程。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业务过程，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提交成功的业务过程，即可进入生产环境。

2.3.3. 克隆业务过程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克隆业务过程。

前提条件
完成创建业务过程，详情请参见新建业务过程。

背景信息
克隆业务过程的权限限制，详情请参见数据开发权限列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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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入业务过程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后，单击Dev 或Basic 页签，选择数据开发
的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且项目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需要
选择项目。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规范建模 。
如果进入数据开发 页面后，系统默认进入规范建模 页签，则无需再次单击规范建模 页签。
iv. 在规范建模 页签，单击左侧导航栏

业务过程 图标。

4. 在业务过程 页面，查询需要克隆的业务过程。
您可以在搜索框中，输入业务过程名称关键字，快速搜索业务过程。
5. 单击需要克隆的业务过程。
6. 在业务过程属性 框中，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克隆 。
您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入新建业务过程 对话框：
i. 在业务过程 页面，单击左侧区域下方的业务过程对象列表 。
ii. 在对象列表页 的业务过程 页签，查询需要克隆的业务过程。
快速查询业务过程：
在搜索框中，输入业务过程名称关键字，搜索业务过程。
选中某个所属项目 ，筛选业务过程。
单击

图标后，选中某个最近更新人 、创建人 或数据域 ，筛选业务过程。

iii. 鼠标悬停至需要克隆的业务过程操作 列下 图标后，单击克隆 。
7. 在新建业务过程 对话框，配置参数，详情请参见新建业务过程。
8. 提交业务过程。
i. 单击提交 。
ii. 在提交备注 对话框，填写备注信息。
iii.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业务过程的提交。
9. （可选）发布业务过程。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业务过程，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提交成功的业务过程，即可进入生产环境。

2.3.4. 创建逻辑表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基于业务过程创建事实逻辑表。

前提条件
完成创建业务过程，详情请参见新建业务过程。

背景信息
> 文档版本：2022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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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逻辑表的权限限制，详情请参见数据开发权限列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3. 进入业务过程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后，单击Dev 或Basic 页签，选择数据开发
的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且项目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需要
选择项目。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规范建模 。
如果进入数据开发 页面后，系统默认进入规范建模 页签，则无需再次单击规范建模 页签。
iv. 在规范建模 页签，单击左侧导航栏

业务过程 图标。

4. 在业务过程 页面，查询需要创建逻辑表的业务过程。
您可以在搜索框中，输入业务过程名称关键字，快速搜索业务过程。
5. 单击需要创建逻辑表的业务过程。
6. 在业务过程属性 框中，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创建逻辑表 。
您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入新建事实逻辑表 对话框：
i. 在业务过程 页面，单击左侧区域下方的业务过程对象列表 。
ii. 在对象列表页 的业务过程 页签，查询需要创建逻辑表的业务过程。
快速查询业务过程：
在搜索框中，输入业务过程名称关键字，搜索业务过程。
选中某个所属项目 ，筛选业务过程。
单击

图标后，选中某个最近更新人 、创建人 或数据域 ，筛选业务过程。

iii. 鼠标悬停至需要创建逻辑的业务过程操作 列下

图标。

7. 在新建事实逻辑表 对话框，配置参数，详情请参见创建并配置事实逻辑表。
8. 提交逻辑表。
i. 单击提交 。
ii. 在提交备注 对话框，填写备注信息。
iii.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逻辑表的提交。
9. 发布逻辑表。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逻辑表，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提交成功的逻辑表，即可进入生产环境。

2.3.5. 查看相关事实逻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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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您介绍如何查看某个业务过程的相关事实逻辑表。

前提条件
完成创建业务过程，详情请参见新建业务过程。

背景信息
查看业务过程的相关事实逻辑表的权限限制，详情请参见数据开发权限列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3. 进入业务过程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后，单击Dev 或Basic 页签，选择数据开发
的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且项目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需要
选择项目。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规范建模 。
如果进入数据开发 页面后，系统默认进入规范建模 页签，则无需再次单击规范建模 页签。
iv. 在规范建模 页签，单击左侧导航栏

业务过程 图标。

4. 在业务过程 页面，单击左侧区域下方的业务过程对象列表 。
5. 在对象列表页 的业务过程 页签，查询需要查看相关事实逻辑表的业务过程。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查询业务过程：
在搜索框中，输入业务过程名称关键字，搜索业务过程。
选中某个所属项目 ，筛选业务过程。
单击

图标后，选中某个最近更新人 、创建人 或数据域 ，筛选业务过程。

6. 单击需要查看相关事实逻辑表的业务过程操作 列下 图标，查看相关事实逻辑表。
在相关事实逻辑表 对话框，您可以单击某个事实逻辑表。在该事实逻辑表的主表页面，查看详情。

2.3.6. 删除业务过程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删除业务过程。

前提条件
完成业务过程的创建，详情请参见新建业务过程。

背景信息
系统仅支持删除无相关事实逻辑表的业务过程。
删除业务过程的权限限制，详情请参见数据开发权限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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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3. 进入业务过程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后，单击Dev 或Basic 页签，选择数据开发
的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且项目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需要
选择项目。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规范建模 。
如果进入数据开发 页面后，系统默认进入规范建模 页签，则无需再次单击规范建模 页签。
iv. 在规范建模 页签，单击左侧导航栏

业务过程 图标。

4. 在业务过程 页面，查询需要删除的业务过程。
您可以在搜索框中，输入业务过程名称关键字，快速搜索业务过程。
5. 鼠标悬停至需要删除的业务过程后，再将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删除 。
您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入删除业务过程的提示 对话框：
通过属性框的方式：
a. 单击需要删除的业务过程。
b. 在业务过程属性 框中，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删除 。
通过对象列表页的方式：
a. 在业务过程 页面，单击左侧区域下方的业务过程对象列表 。
b. 在对象列表页 的业务过程 页签，查询需要删除的业务过程。
快速查询业务过程：
在搜索框中，输入业务过程名称关键字，搜索业务过程。
选中某个所属项目 ，筛选业务过程。
单击

图标后，选中某个最近更新人 、创建人 或数据域 ，筛选业务过程。

c. 鼠标悬停至需要删除的业务过程操作 列下 图标，单击删除 。
6. 在提示 对话框，填写备注信息。
7.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业务过程的删除。

2.4. 逻辑表-维度逻辑表
2.4.1. 添加关联维度、属性和子维度
维度提交成功后，系统会自动创建与维度一一对应的维度逻辑表。同时，系统支持对维度逻辑表添加属性、
关联维度和子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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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完成维度的提交，详情请参见新建维度。

背景信息
添加关联维度、属性和子维度的权限限制，详情请参见数据开发权限列表。
系统仅支持已提交 或开发中 状态的维度逻辑表，添加子维度。

添加关联维度
说明

添加关联维度的限制：

如果事实逻辑表的数据时效为天，则系统仅支持添加数据时效为天的维度。
如果事实逻辑表的数据时效为小时，则系统支持添加数据时效为天或小时的维度。
如果事实逻辑表的数据时效为分钟，则系统支持添加数据时效为天、小时或分钟的维度。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3. 进入维度逻辑表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后，单击Dev 或Basic 页签，选择数据开发
的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且项目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需要
选择项目。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规范建模 。
如果进入数据开发 页面后，系统默认进入规范建模 页签，则无需再次单击规范建模 页签。
iv. 在规范建模 页签，单击左侧导航栏 维度逻辑表 图标。
4. 在维度逻辑表 页面，查询需要关联维度的维度逻辑表。
您可以在搜索框中，输入维度逻辑表名称关键字，快速搜索维度逻辑表。
5. 鼠标悬停至需要关联维度的维度逻辑表后，再将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编辑 。
6. （可选）解锁维度逻辑表。
如果维度已被您自己锁定，则无需解锁维度逻辑表。
如果维度已被他人锁定，则需要单击编辑维度 页面右上角的 图标，解锁维度逻辑表。
当 图标变更为 图标，解锁成功。
7. 进入新建关联维度 对话框。
如果该维度逻辑表未添加关联维度，则在该维度逻辑表的主表页面，单击添加关联维度 。
如果该维度逻辑表已添加关联维度，则在该维度逻辑表的主表页面，鼠标悬停至已关联的某个字段，
单击 图标。
无论该维度逻辑表已添加还是未添加关联维度，您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入新建关联维度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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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a. 在维度逻辑表的主表页面，单击页面上方的主表编辑 。
b. 在主表编辑 页面，鼠标悬停至新建字段 上，单击关联维度性 。
8. 添加关联维度。
i. 在新建关联维度 对话框，配置参数。

参数

描述

关联维度信息

选择需要关联的维度。

编辑关联逻辑

选择维度表需要关联的字段。

编辑维度角色

基于关联维度信息，系统为您展示角色英文名 和角色名称 。您也可以编辑角色
英文名 和角色名称 。

默认值设定

如果未关联维度时，则系统自动关联字段的补值设定为-110。

ii. 单击确定 。
9. 保存、提交和发布维度逻辑表。
i.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保存维度逻辑表。
ii.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提交维度逻辑表。

iii. 在提交备注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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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维度的提交。
v. 发布维度逻辑表。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维度逻辑表，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提交成功的维度逻辑表，即可进入生产环境。

添加属性
1. 在维度逻辑表 页面，查询需要添加属性的维度逻辑表。
您可以在搜索框中，输入维度逻辑表名称关键字，快速搜索维度逻辑表。
2. 鼠标悬停至需要添加属性的维度逻辑表后，再将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编辑 。
3. （可选）解锁维度逻辑表。
如果维度已被您自己锁定，则无需解锁维度逻辑表。
如果维度已被他人锁定，则需要单击编辑维度 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解锁维度逻辑表。
当 图标变更为 图标，解锁成功。
4. 进入新建属性 对话框。
如果该维度逻辑表未添加属性，则在该维度逻辑表的主表页面，单击添加属性 。
如果该维度逻辑表已添加属性，则在该维度逻辑表的主表页面，鼠标悬停至已添加的某个属性字段，
单击 图标。
无论该维度逻辑表已添加还是未添加属性，您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入新建属性 对话框：
a. 在维度逻辑表的主表页面，单击页面上方的主表编辑 。
b. 在主表编辑 页面，鼠标悬停至新建字段 ，单击属性 。
5. 添加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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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新建属性 对话框，配置参数。

如果来源表 选中引入字段 ，则执行以下操作，添加属性：
a. 单击来源表 显示框区域，在下拉列表中，选择来源表。
说明 建议选择生产环境的表。以防任务调度运维时，该对象在生产环境不存在导
致操作失败，或者导致自动解析依赖关系失败。
b. 单击关联逻辑字段 显示框区域，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关联逻辑字段。
c. 选择新增字段。
您也可以在搜索框中，输入字段名称的关键字，快速搜索字段。
d. 单击字段后 图标。
e. 在新建字段 区域，填写字段的字段英文名 和字段名称 。
对已添加的字段，您可以单击操作 列下的

图标、 图标或

图标，查看字段的计算逻辑、编辑

字段或删除字段。
单击保存并校验 。
如果来源表 选中SQL自定义字段 ，则执行以下操作，添加属性：
a. 在代码的编写区域，编写SQL代码。
您可以单击参考示例 ，查看SQL代码示例。
b. 单击规范性校验 ，校验SQL代码的语法及权限。
如果规范性校验失败，您可以单击格式化 ，系统会自动调整代码格式。
c. 单击保存并校验 。
6. 保存、提交和发布维度逻辑表。
i.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保存维度逻辑表。
ii.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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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提交备注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iv.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维度的提交。
v. 发布维度逻辑表。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维度逻辑表，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提交成功的维度逻辑表，即可进入生产环境。

添加子维度
1. 在维度逻辑表 页面，查询需要添加子维度的维度逻辑表。
您可以在搜索框中，输入维度逻辑表名称关键字，快速搜索维度逻辑表。
2. 鼠标悬停至需要添加子维度的维度逻辑表后，再将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编辑 。
3. （可选）解锁维度逻辑表。
如果维度已被您自己锁定，则无需解锁维度逻辑表。
如果维度已被他人锁定，则需要单击编辑维度 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解锁维度逻辑表。
当 图标变更为 图标，解锁成功。
4. 在该维度逻辑表的主表页面，单击添加子维度 。
5. 在继承维度 页面，配置参数，详情请参见继承维度。
6. 保存、提交和发布维度逻辑表。
i.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保存维度逻辑表。
ii.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提交维度逻辑表。

iii. 在提交备注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iv.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维度的提交。
v. 发布维度逻辑表。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维度逻辑表，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提交成功的维度逻辑表，即可进入生产环境。

2.4.2. 编辑主表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编辑主表添加属性、添加关联维度、定义计算逻辑等操作。

前提条件
完成维度的创建，详情请参见新建维度。

添加属性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 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3. 进入维度逻辑表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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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选择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且项目空间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
需要选择项目空间。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规范建模 。
iv.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图标。
4. 在维度逻辑表 左侧功能区域，单击某个维度逻辑表，进入该维度逻辑表的详情页面。
5. （可选）解锁维度逻辑表：
如果维度逻辑表已被您自己锁定，则不需要解锁。
如果维度逻辑表已被他人锁定，则需要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解锁维度逻辑表。

6. 在维度逻辑表的详情页面，单击页面上方的主表编辑 。
7. 在主表编辑 页面，将鼠标悬停在新建字段 上后，单击属性 。
8. 根据新建属性 对话框提示，添加属性，详情请参见添加关联维度、属性和子维度。
9. 保存、提交和发布维度逻辑表：
i. 完成属性添加后，单击编辑维度逻辑表页面上方的 图标，保存添加的属性。
ii. 单击编辑维度逻辑表页面上方的 图标，提交维度逻辑表。
iii. 在提交备注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iv.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维度逻辑表的提交。
v. （可选）发布维度逻辑表：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维度逻辑表，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无需发布维度逻辑表。

添加关联维度
1. 在维度逻辑表的详情页面，单击页面上方的主表编辑 。
2. 在主表编辑 页面，将鼠标悬停在新建字段 上后，单击关联维度 。
3. 根据新建关联维度 对话框提示，添加维度，详情请参见添加关联维度、属性和子维度。
4. 保存、提交和发布维度逻辑表：
i. 完成关联维度添加后，单击编辑维度逻辑表页面上方的 图标，保存添加的关联维度。
ii. 单击编辑维度逻辑表页面上方的 图标，提交维度逻辑表。
iii. 在提交备注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iv.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维度逻辑表的提交。
v. （可选）发布维度逻辑表：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维度逻辑表，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无需发布维度逻辑表。

定义公用计算逻辑
1. 在维度逻辑表的详情页面，单击页面上方的主表编辑 。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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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主表编辑 页面，单击新建字段 后的定义公用计算逻辑 。
3. 根据定义公用计算逻辑 对话框提示，单击新建公用计算逻辑 。

4. 根据对话框提示，在文本输入框中输入计算逻辑名称后，单击确认 。
5. 根据对话框提示，编写计算逻辑的SQL语句：
i. 单击参考示例 。
ii. 根据参考示例，编辑SQL语句。
iii. 编写完成后，单击规范性校验 ，检验SQL语句是否符合规范
如果不符合规范，则单击格式化 ，系统自动调整您编写的SQL语句，使得其符合规范。
iv. 规范校验通过后，单击保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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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您可以删除已有的计算逻辑，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选中需要删除的计算逻辑，或单击对话框下方的全选 。
单击批量删除 。
在删除公用计算逻辑 对话框中，单击确认 。
在二次弹出的删除公用计算逻辑 对话框中，单击OK。
6. 单击对话框下方的完成 ，完成计算逻辑的定义。
7. 保存、提交和发布维度逻辑表：
i. 完成计算逻辑定义后，单击编辑维度逻辑表页面上方的 图标，保存定义的计算逻辑。
ii. 单击编辑维度逻辑表页面上方的 图标，提交维度度逻辑表。
iii. 在提交备注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iv.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维度逻辑表的提交。
v. （可选）发布维度逻辑表：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维度逻辑表，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无需发布维度逻辑表。

查看计算逻辑
1. 在维度逻辑表的详情页面，单击页面上方的主表编辑 。
2. 在主表编辑 页面，单击按类型分组 页签，查看主键 、关联维度 、属性 和系统字段 。单击按来源分
组 页签，查看主键字段 、系统字段 和来源逻辑表。
3. 在按类型分组 或按来源分组 页签，单击需要查看计算逻辑的字段所在行计算逻辑（ALL） 的 图标，
查看字段的计算逻辑。
您可以通过以下任何一种方式，快速筛选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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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计算逻辑（ALL） 后的 图标，选择字段的计算逻辑状态。
在搜索框中输入字段名称的关键字。

编辑字段
说明

系统仅支持修改关联维度的字段。

您可以编辑主键字段，单击主键字段所在行操作 列下 图标，进入维度详情 页面修改参数，详情请参见编辑
维度。

您可以编辑关联维度字段，操作步骤如下：
1. 在维度逻辑表的详情页面，单击页面上方的主表编辑 。
2. 在主表编辑 页面，单击按类型分组 或按来源分组 ，筛选字段。
3. 在按类型分组 或按来源分组 页签，单击需要编辑字段所在行操作 列下的 图标。
4. 在编辑字段 对话框中，根据提示修改字段英文名 、字段名称 、描述 和数据类型 。

5. 单击确定 ，完成字段的修改。
6. 在确认关闭 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
7. 保存、提交和发布维度逻辑表：
i. 完成字段编辑后，单击编辑维度逻辑表页面上方的 图标，保存定义的计算逻辑。
ii. 单击编辑维度逻辑表页面上方的 图标，提交维度逻辑表。
iii. 在提交备注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iv.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维度逻辑表的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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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可选）发布维度逻辑表：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维度逻辑表，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无需发布维度逻辑表。

删除字段
说明

系统仅支持删除关联维度的字段。

1. 在维度逻辑表的详情页面，单击页面上方的主表编辑 。
2. 在主表编辑 页面，单击按类型分组 或按来源分组 ，筛选字段。
3. 在按类型分组 或按来源分组 页签，单击需要删除字段所在行操作 列下的 图标。
4. 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完成字段的删除。

2.4.3. 编辑模型关系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编辑关联维度的模型关系。

前提条件
完成维度的提交，详情请参见新建维度。
维度逻辑表已添加关联维度，详情请参见添加关联维度、属性和子维度。

背景信息
系统仅支持编辑关联维度字段的维度模型关系。
编辑模型关系的权限限制，详情请参见数据开发权限列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3. 进入维度逻辑表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后，单击Dev 或Basic 页签，选择数据开发
的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且项目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需要
选择项目。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规范建模 。
如果进入数据开发 页面后，系统默认进入规范建模 页签，则无需再次单击规范建模 页签。
iv. 在规范建模 页签，单击左侧导航栏 维度逻辑表 图标。
4. 在维度逻辑表 页面，查询需要编辑维度模型关系的维度逻辑表。
您可以在搜索框中，输入维度逻辑表名称关键字，快速搜索维度逻辑表。
5. 鼠标悬停至需要编辑维度模型关系的维度逻辑表后，再将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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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可选）解锁维度逻辑表。
如果维度已被您自己锁定，则无需解锁维度逻辑表。
如果维度已被他人锁定，则需要单击编辑维度 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解锁维度逻辑表。
当 图标变更为 图标，解锁成功。
7. 在该维度逻辑表的主表页面，单击主表编辑 。
8. 编辑模型关系。
i. 进入编辑模型关系 对话框。
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入编辑模型关系 对话框：
类型分组：
a. 在按类型分组 页签，查询需要编辑模型关系的字段。
您也可以在输入框中，输入字段名称关键字，快速搜索需要编辑模型关系的字段。
说明

系统最多展示6个搜索结果。

b. 在关联维度 或属性 区域，单击模型关系 列下的编辑模型关系 。
来源分组：
a. 在按来源分组 页签，查询需要编辑模型关系的字段。
您也可以在输入框中，输入字段名称关键字，快速搜索需要编辑模型关系的字段。
说明

系统最多展示6个搜索结果。

b. 在来源区域，单击模型关系 列下的编辑模型关系 。
ii. 在编辑模型 对话框，编辑参数，详情请参见添加关联维度。
iii. 单击确定 。
9. 保存、提交和发布维度逻辑表。
i.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保存维度逻辑表。
ii.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提交维度逻辑表。

iii. 在提交备注 对话框，填写备注信息。
iv.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维度的提交。
v. 发布维度逻辑表至生产环境。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维度逻辑表，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提交成功的维度逻辑表，即可进入生产环境。

2.4.4. 定义公用计算逻辑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定义维度逻辑表的公用计算逻辑。

前提条件
完成维度的创建，详情请参见新建维度。
> 文档版本：2022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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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逻辑表的不同字段间会有相同的数据处理场景，例如数据过滤、数据集合并等。Dat aphin支持定义公用计
算逻辑，例如定义相同的FROM和WHERE条件。编辑逻辑表内多个字段有相同计算逻辑时，可以引用公用
计算逻辑，提高编辑字段计算逻辑的效率。
如果逻辑表的公用计算逻辑与逻辑表所属项目的物理表重名，则字段引用的对象会被优先识别为逻辑表的
公用计算逻辑。定义公用计算逻辑时，请您关注是否与逻辑表所属项目的物理表重名。
定义公用计算逻辑的权限限制，详情请参见数据开发权限列表。
公用计算逻辑仅限维度逻辑表内的字段引用。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3. 进入维度逻辑表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后，单击Dev 或Basic 页签，选择数据开发
的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且项目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需要
选择项目。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规范建模 。
如果进入数据开发 页面后，系统默认进入规范建模 页签，则无需再次单击规范建模 页签。
iv. 在规范建模 页签，单击左侧导航栏 维度逻辑表 图标。
4. 在维度逻辑表 页面，查询需要定义公用计算逻辑的维度逻辑表。
您可以在搜索框中，输入维度逻辑表名称关键字，快速搜索维度逻辑表。
5. 鼠标悬停至需要定义公用计算逻辑的维度逻辑表后，再将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编辑 。
6. （可选）解锁维度逻辑表。
如果维度已被您自己锁定，则无需解锁维度逻辑表。
如果维度已被他人锁定，则需要单击编辑维度 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解锁维度逻辑表。
当 图标变更为 图标，解锁成功。
7. 创建公用计算逻辑。
i. 在该维度逻辑表的主表页面，单击主表编辑 。
ii. 单击新建字段 后的定义公用计算逻辑 。
iii. 在定义公用计算逻辑 对话框，单击新建公用计算逻辑 。
iv. 在文本输入框中，输入计算逻辑名称后，单击确认 。
计算逻辑名称由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组合组成。
v. 定义公用计算逻辑。
a. 在页面右侧代码输入框中，编写计算逻辑的SQL语句。
您也可以单击参考示例 ，查看示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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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单击规范性校验 ，检验SQL语句是否符合规范。
如果不符合规范，您可以单击格式化 ，系统自动调整SQL代码格式。
c. 规范校验通过后，单击保存 。
对已添加的计算逻辑，您可以执行如下操作。
操作

描述
编辑公用计算逻辑：
a. 在定义公用计算逻辑 页面，查询需要编辑的公用计算逻辑。
您也可以在输入框中，输入公用计算逻辑的名称关键字，快速搜索公用
计算逻辑。

编辑

b. 单击需要编辑的公用计算逻辑。
c. 在页面右侧，编辑SQL代码。
d. 单击规范性校验 。
如果不符合规范，您可以单击格式化 ，系统自动调整SQL代码语法格
式。
e. 单击保存 。
删除公用计算逻辑：
a. 在定义公用计算逻辑 页面，查询需要删除的公用计算逻辑。
您也可以在输入框中，输入公用计算逻辑的名称关键字，快速搜索公用
计算逻辑。

删除

b. 选中需要删除的公用计算逻辑。
您也可以单击页面下方的全选 。
c. 单击批量删除 。
d. 在删除公用计算逻辑 对话框中，单击确认 。
e. 在删除公用计算逻辑 对话框中，单击OK 。

查看引用了某个公用计算逻辑的字段：
a. 在定义公用计算逻辑 页面，查询需要查看引用信息的公用计算逻辑。
您也可以在输入框中，输入公用计算逻辑的名称关键字，快速搜索公用
计算逻辑。
查看影响字段

b. 单击需要查看引用信息的公用计算逻辑。
c. 在页面右侧区域，单击影响字段 。
d. 在下拉列表中，查看引用了该公用计算逻辑的字段。
您也可以在输入框中，输入字段的名称关键字，快速搜索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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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描述
查看最近一次提交的公用计算逻辑代码：
a. 在定义公用计算逻辑 页面，查询需要查看代码的公用计算逻辑。
您也可以在输入框中，输入公用计算逻辑的名称关键字，快速搜索公用
计算逻辑。

查看已发布内容

b. 单击需要查看代码的公用计算逻辑。
c. 在页面右侧区域，单击已发布内容 。
d. 在下拉列表中，查看最近一次提交的公用计算逻辑代码。

vi. 单击完成 。
8. 保存、提交和发布维度逻辑表。
i.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保存维度逻辑表。
ii.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提交维度逻辑表。

iii. 在提交备注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iv.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维度的提交。
v. 发布维度逻辑表至生产环境。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维度逻辑表，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提交成功的维度逻辑表，即可进入生产环境。

2.4.5. 编辑字段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编辑维度逻辑表的主键字段、属性字段和关联维度字段。

前提条件
完成维度的创建，详情请参见新建维度。
完成属性字段或关联维度字段的添加，详情请参见添加关联维度、属性和子维度。

背景信息
维度逻辑表必须是由普通维度生成。
编辑维度逻辑表字段的权限限制，详情请参见数据开发权限列表。

编辑主键字段
通过编辑主键字段的方式，编辑维度逻辑表对应维度的基本信息和逻辑信息。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3. 进入维度逻辑表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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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后，单击Dev 或Basic 页签，选择数据开发
的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且项目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需要
选择项目。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规范建模 。
如果进入数据开发 页面后，系统默认进入规范建模 页签，则无需再次单击规范建模 页签。
iv. 在规范建模 页签，单击左侧导航栏 维度逻辑表 图标。
4. 在维度逻辑表 页面，查询需要编辑主键字段的维度逻辑表。
您可以在搜索框中，输入维度逻辑表名称关键字，快速搜索维度逻辑表。
5. 鼠标悬停至需要编辑主键字段的维度逻辑表后，再将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编辑 。
6. （可选）解锁维度逻辑表。
如果维度已被您自己锁定，则无需解锁维度逻辑表。
如果维度已被他人锁定，则需要单击编辑维度 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解锁维度逻辑表。
当 图标变更为 图标，解锁成功。
7. 编辑主键字段。
i. 在该维度逻辑表的主表页面，单击主表编辑 。
ii. 在主键字段 区域，鼠标悬停至操作 列下的

图标。

iii. 在提示框中，单击维度详情 。
iv. 在编辑维度 ，编辑参数，详情请参见编辑维度。
8. 保存、提交和发布维度逻辑表。
i.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保存维度逻辑表。
ii.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提交维度逻辑表。

iii. 在提交备注 对话框，填写备注信息。
iv.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维度的提交。
v. 发布维度逻辑表至生产环境。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维度逻辑表，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提交成功的维度逻辑表，即可进入生产环境。

编辑属性字段或关联维度字段
1. 在维度逻辑表 页面，查询需要编辑属性字段或关联维度字段的维度逻辑表。
您可以在搜索框中，输入维度逻辑表名称关键字，快速搜索维度逻辑表。
2. 鼠标悬停至需要编辑属性字段或关联维度字段的维度逻辑表后，再将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编辑 。
3. （可选）解锁维度逻辑表。
如果维度已被您自己锁定，则无需解锁维度逻辑表。
如果维度已被他人锁定，则需要单击编辑维度 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解锁维度逻辑表。
> 文档版本：2022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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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图标变更为 图标，解锁成功。
4. 在该维度逻辑表的主表页面，单击主表编辑 。
在该维度逻辑表的主表页面，您也可以将鼠标悬停至需要编辑的字段后，单击

图标，进入编辑字段 对

话框。
5. 进入编辑字段 对话框。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入编辑字段 对话框：
类型分组：
a. 在按类型分组 页签，查询需要编辑的字段。
您也可以在输入框中，输入字段名称关键字，快速搜索需要编辑的字段。
说明

系统最多展示6个搜索结果。

b. 单击关联维度 或属性 区域操作 列下的

图标。

来源分组：
a. 在按来源分组 页签，查询需要编辑的字段。
您也可以在输入框中，输入字段名称关键字，快速搜索需要编辑的字段。
说明

系统最多展示6个搜索结果。

b. 单击来源区域操作 列下的

图标。

6. 在编辑字段 对话框中，您可以编辑所有关联字段和属性字段的字段英文名 、字段名称 、描述 或数据类
型。
参数

描述
字段英文名 由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组合组成。

字段英文名

说明

字段英文名 不能超过64个字符。

字段名称 由字母、数字、下划线（_）或短划线（-）组合组成。
字段名称

说明

字段名称 不能超过64个字符。

描述

字段的简单描述。

数据类型

字段的数据类型。

7. 单击保存 ，完成某个字段的编辑。
8. 单击确定 。
9. 保存、提交和发布维度逻辑表。

49

> 文档版本：20220708

智能数据构建与管理 Dat aphin

数据开发· 规范建模

i.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保存维度逻辑表。
ii.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提交维度逻辑表。

iii. 在提交备注 对话框，填写备注信息。
iv.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维度的提交。
v. 发布维度逻辑表至生产环境。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维度逻辑表，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提交成功的维度逻辑表，即可进入生产环境。

2.4.6. 物理化配置
物理化配置用于配置维度逻辑表的生命周期、分区字段及设置自定义参数。本文为您介绍如何配置维度逻辑
表的物理化参数。

前提条件
完成维度的创建，详情请参见新建维度。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 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3. 进入维度逻辑表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ii. 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且项目空间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
需要选择项目空间。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规范建模 。
iv. 在规范建模 的左侧导航栏，单击 图标。
4. 在维度逻辑表 左侧功能区域，单击某个维度逻辑表，进入该维度逻辑表的详情页面。
5. （可选）解锁维度逻辑表。
如果维度逻辑表已被您自己锁定，则不需要解锁。
如果维度逻辑表已被他人锁定，则需要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图标，解锁维度逻辑表。

6. 单击页面上方的物理化配置 。
7. 根据物理化配置 对话框提示，配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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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存储生命周期

选择存储生命周期。系统支持的存储生命周期包括7 、14 、30 和365 天。

选择分区字段

选择表的分区。

自定义参数

配置自定义参数，详情请参见配置自定义任务参数。

8. 单击确定 ，完成维度逻辑表的物理化配置。
9. 保存、提交和发布维度逻辑表。
i. 完成配置自定义参数后，单击编辑维度逻辑表页面上方的 图标，保存物理化配置。
ii. 单击编辑维度逻辑表页面上方的 图标。
iii. 在提交备注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iv.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维度逻辑表的提交。
v. （可选）发布维度逻辑表。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维度逻辑表，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无需发布维度逻辑表。

2.4.7. 调度配置
调度配置用于配置维度逻辑表任务节点，在生产环境调度的优先级、调度周期及调度依赖。Dat aphin通过各
个节点的调度依赖的配置结果，有序的运行业务流程中各个节点，保障业务数据有效、适时地产出。本文为
您介绍如何配置逻辑表任务节点的调度优先级、调度参数、调度周期及调度依赖。

步骤一：配置逻辑表任务调度的优先级及参数
优先级定义了同一时间同一批待调度任务的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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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3.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4. 在数据开发 页面，按照下图引导，进入维度逻辑表 页面。

说明

上图中①为示例，您根据需要选择目标项目。

5. 在维度逻辑表 列表页面，单击目标维度逻辑表。
6. 如果维度逻辑表的负责人不是您自己，则单击目标维度逻辑表页面右上角的 图标，解锁维度逻辑表。

7. 在目标维度逻辑表页面，单击顶部菜单栏的调度配置 。
8. 在调度配置 页面的基本信息 区域，配置逻辑表任务调度的优先级和参数。

> 文档版本：2022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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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优先级

系统默认选择为中等优先级 。您可以根据业务需求修改任务调度的优先级。系统支
持的优先级包括最低优先级、低优先级、中等优先级、高优先级和最高优先级。

参数配置

参数配置用于定义逻辑表任务调度的参数。例如，定义了${bizdate}=20210610，
则系统调度任务时业务日期为20210610。
关于更多的参数配置信息，请参见参数配置。

步骤二：配置调度周期
根据业务场景选择本周期节点的运行，是否需要依赖上一周期本节点或其他节点的运行结果。
1. 请参见步骤一：配置逻辑表任务调度的优先级及参数，进入调度配置 页面。
2. 在调度配置 页面，配置调度周期 区域的参数。
如果选择了需要依赖上周期本节点的运行结果，则需要配置如下参数。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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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选择节点类型。系统支持选择自定义 和本逻辑表内节点 。适用场景说明如下：

①

本周期节点是否运行取决于上一周期本节点是否正常产出数据，则需要选择本逻
辑表内节点 。只有上一周期本节点或自定义节点运行成功，才会启动运行本节
点。
维度逻辑表没有用到某个节点的产出表，但业务上需要依赖该节点的上一周期是
否正常产出数据，则需要选择依赖自定义 节点。

如果节点类型选择为自定义 ，则执行以下操作，选择依赖字段：
a. 单击节点ID显示框区域。
b. 在节点ID列表中，选择节点ID。
您也可以在下拉列表的输入框中，输入节点ID的关键字，快速搜索节点。
c. 单击依赖字段显示框区域，在下拉列表中，选中依赖字段。
您可以在下拉列表中的输入框中，输入字段名称关键字，快速查找字段。如
果所有字段需要依赖，则选中全选 。
②

d. 单击确定 。
如果节点类型选择为本逻辑表内节点 ，则执行以下操作，选择依赖字段：
a. 单击依赖字段显示框区域，在下拉列表中，选中依赖字段。
您可以在下拉列表中的输入框中，输入字段名称关键字，快速查找字段。如
果所有字段需要依赖，则选中全选 。
b. 单击确定 。

③

您可以单击 图标，添加多个依赖节点。

步骤三：配置调度依赖
上游依赖定义了业务流程之间的调度依赖关系。正确的调度依赖关系可以保障业务数据有效的产出。正确的
依赖关系配置后，无需关心当前节点依赖的数据表是否正常产出数据，是否影响该节点的运行，系统会自动
为您解析任务节点间的关联关系。
依赖关系是两个或多个节点之间的调度依赖关系，控制节点运行顺序。同时上游节点的状态将影响其他下
游节点的运行状态。
配置了依赖关系的节点调度规则为：首先，上游节点运行完成后，才能调度下游节点。其次，根据节点设
定的调度时间判断是否执行调度。
您在设定的调度时间之前提交的调度配置，会在设定的调度时间之后生效。而在设定的调度时间之后配置
的依赖关系，只能间隔一天再生成实例。
1. 请参见步骤一：配置逻辑表任务调度的优先级及参数，进入调度配置 页面。
2. 在调度配置 页面，配置调度依赖 区域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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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依赖默认开启自动解析，系统自动解析该维度逻辑表的物化代码中依赖关系。同时，您也可以手动
添加上游依赖的物理节点和逻辑表节点。

分区

描述
系统根据配置的来源主表的类型进行自动解析：
如果来源主表的类型为物理表，则Dataphin仅支持自动解析出上游依赖的物理节
点。能成功解析出依赖的物理节点需要满以下两个条件：
Dataphin内已有基于来源主表生成的周期任务。

自动解析

周期任务的节点输出名称格式为 项⽬名.表名 。
如果来源主表的类型为逻辑表，即可将依赖的逻辑表节点对应的字段添加为上游
依赖。
为您展现该维度逻辑表所依赖的物理节点和逻辑表节点。 您也可以手动添加上游依
赖的物理节点，适用场景说明如下：
需要将非来源主表的任务节点，添加为维度逻辑表的上游依赖节点。
节点输出名称的格式不是 项⽬名.表名 。
注意

上游依赖

上游依赖的逻辑表节点，不支持手动添加。

手动添加上游依赖的物理节点，操作说明如下：
i. 单击新增上游依赖 。
ii. 在新建上游依赖 对话框中，输入所依赖节点的输出名称的关键字进行搜索节
点。
说明

节点的输出名称是全局唯一的，且不区分大小写。

iii. 单击确定新增 。
逻辑表节点（本节点）

维度逻辑表节点的输出名称由系统自动生成。

3. 单击确定 ，完成任务的调度配置。
4. 保存、提交和发布维度逻辑表。
i. 单击维度逻辑表页面上方的 图标，保存维度逻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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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单击维度逻辑表页面上方的 图标，提交维度逻辑表。
iii. 在提交备注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iv.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维度逻辑表的提交。
v. 如果项目空间的模式为Dev-Prod，则需要发布维度逻辑表至生产环境。如何发布，请参见管理发布
任务。
发布至生产环境的维度逻辑表任务，即可参与生产环境的调度运维。更多信息，请参见逻辑表任
务。

2.4.8. 参数配置
参数配置用于定义代码中的参数并赋值。数据研发中，节点代码根据调度周期动态赋值（例如日期时间），
替换变量后再进行计算。

参数类型说明
调度参数包括系统参数和自定义参数：
系统参数可以在代码中直接使用${bizdat e}，${Node ID}，${T ask ID}、${业务板块名}和${项目名}。
参数

描述

${bizdate}

定义实例计算时对应的业务日期，默认格式为yyyymmdd，即当前日期的前一天。

${Node ID}

任务节点ID。

${T ask ID}

任务节点生成实例ID。
生产环境的业务板块名或开发环境的业务板块名。

${业务板块名}

例如，如果系统有Dev-Prod模式生成的生产业务板块为LD_demo，开发业务板块
为LD_demo_dev，则默认生产环境执行代码时${LD_demo}更新为LD_demo，开发环
境执行代码时${LD_demo}更新为LD_demo_dev
生产环境的项目名或开发环境的项目名。

${项目名}

例如，如果系统有Dev-Prod模式生成的生产项目为test_ast，开发业务板块
为test_ast_dev，则默认生产环境执行代码时${test_ast}更新为test_ast，开发环境
执行代码时${test_ast}更新为test_ast_dev。

自定义参数需要在参数配置 区域赋值，自定义变量名及赋值。在代码中调用变量名即可。

调度参数生效说明
任务配置的参数只有在生产环境，才会参与系统的调度，根据调度周期动态赋值（例如日期时间），替换变
量后再进行计算：
如果是Basic开发模式，则需要提交任务节点至生产环境。
如果是Dev-Prod开发模式，则需要提交并发布任务节点至生产环境。
开发环境和即席查询模块支持参数识别与设置，但与调度系统规则不同。运行任务节点时，系统不会根据自
定义参数和系统参数的参数值进行计算，而是根据当前界面下，需要用户确认最新输入的参数值。例
如，${bizdat e}执行时，系统会识别并默认填入执行日期为默认值（2019年2月28日查询执行时，执行代码
的${bizdat e}替换为20190228）。
> 文档版本：2022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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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phin调度系统节点配置参数的原则
节点代码中引用参数的方式为${nodeParam}。
节点参数配置的格式为 KeyA=ValueA;KeyB=ValueB。不同参数配置之间用英文分号（;）分隔。
定义节点的Key不区分大小写，例如KeyA=ValueA和keya=ValueA定义的参数是一致的。代码中引用配置
参数时，不会区分大小写。例如${KeyA}、${keya}或${keyA}都是引用自定义参数A。
节点配置支持参数的引用，引用格式为KeyA=$KeyB; KeyB=ValueB，使用引用符号$，则此时相当
于KeyA=ValueB; KeyB=ValueB。
Dat apin系统中Voldemor会进行循环引用的校验，因此不支持循环定义。例如KeyA=$KeyB;
KeyB=$KeyA或bizdat e=$bizdat e。
支持自定义系统参数，则需要在参数配置 区域赋值，例如bizdat e=ABC。
如果用户配置的参数和默认参数有重复冲突，则用户配置的参数赋值会覆盖默认参数。例如，配置
了bizdat e=ABC，则节点代码中引用bizdat e时，该bizdat e的值会被替换为ABC，而不是具体日期参数值
yyyymmdd。

Dataphin调度系统（Voldemort）时间参数的配置
日调度包括业务日期和预计执行时间两种调度方式。 基于业务日期的参数赋值为${yyyyMMdd}；基于预计
执行时间的参数赋值为$[yyyyMMdd]。
小时、分钟调度支持基于小时和分钟偏移，实现小时调度、分钟调度，暂不支持秒。HH表示小时，mi（或
mm）表示分钟，ss表示秒，小时的偏移：delt a/24，分钟的偏移：delt a/24/60。 例如，在指定执行时
间前一小时的表达式为$[HH-1/24]，在业务日期前1分钟为${HHmmss-1/24/60}。
注意 如果配置的时间参数只精确到日，则小写mm系统识别为月份。当月和分钟同时存在时，
为了避免歧义，月份大写为MM，分钟小写为mm，否则系统会统一识别为分钟，从而导致月份参数出
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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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日期

基于业务日期（T 1）的配置

实际值

基于预计执行时间
（T ）的配置

实际值

2018-01-10

${yyyymmdd}

20180109

$[yyyymmdd]

20180110

2018-01-10

${yyyyMMdd}

20180109

$[yyyyMMdd]

20180110

2018-01-10

${yyyymmdd -1}

20180108

$[yyyymmdd -1]

20180109

2018-01-10

${yyyymmdd -7}

20180102

$[yyyymmdd -7]

20180103

2018-01-10

${yyyy-mm-dd}

2018-01-09

$[yyyy-mm-dd]

2018-01-10

2018-01-10

${yyyy-mm}

2018-01

$[yyyy-mm]

2018-01

2018-01-10

${yyyy-mm -1}

2017-12

$[yyyy-mm -1]

2017-12

2018-01-10

${yyyy}

2018

$[yyyy]

2018

2018-01-10

${yyyy+1}

2019

$[yyyy + 1]

2019

2018-01-10

${yyyy/MM/dd
HH:mm:ss}

2018/01/09
00:00:00

$[yyyy/MM/dd
HH:mm:ss]

2018/01/10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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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日期

基于业务日期（T 1）的配置

实际值

基于预计执行时间
（T ）的配置

实际值

2018-01-10

${yyyy/MM/dd
HH:mm:ss-1/24}

2018/01/08
23:00:00

$[HH:mm:ss5/24/60]

23:55:00

2.4.9. 查看历史信息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查看维度逻辑表的历史版本信息。

前提条件
完成维度的创建，详情参见新建维度。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 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3. 进入维度逻辑表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且项目空间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
需要选择项目空间。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规范建模 。
iv. 在规范建模 页面，单击左侧导航栏的 图标。
4. 在维度逻辑表 页面，将鼠标悬停在需要查看历史信息的维度逻辑表后的 图标后，单击编辑 。
5. 在维度逻辑表编辑页面，单击页面上方的历史信息 。
6. 在历史信息 对话框，查看版本信息。

> 文档版本：2022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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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历史信息 对话框，单击需要查看版本所在行操作 列下的详情 。
8. 在维度逻辑表某个版本的基本信息 页面，查看调度信息、物理化信息和代码等信息。

2.4.10. 下线和删除维度逻辑表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下线和删除不同状态的维度逻辑表。

前提条件
完成维度的创建，详情请参见新建维度。

背景信息
维度逻辑表的状态的说明：
没有提交的维度逻辑表，状态为草稿 。
提交成功的维度逻辑表，状态为已提交 。
编辑已提交 状态的维度逻辑表，并成功保存，状态更改为开发中 。
已提交 状态的维度逻辑表，成功下线后，状态更改为草稿 。
下线和删除维度逻辑表的限制：
仅开发中 和已提交 状态的维度逻辑表，支持下线操作。
仅草稿 状态的维度逻辑表，支持删除操作。

下线维度逻辑表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 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3. 进入维度逻辑表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且项目空间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
需要选择项目空间。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规范建模 。
iv. 在规范建模 页面，单击左侧导航栏的 图标。
4. （可选）解锁维度逻辑表。
如果维度逻辑表已被您自己锁定，则不需要解锁。
如果维度逻辑表已被他人锁定，则需要执行以下操作，解锁维度逻辑表：
a. 在维度逻辑表 页面，单击需要下线维度逻辑表。
b. 在该维度逻辑表的主表页面，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解锁维度逻辑表。
5. 将鼠标悬停在左侧功能区域中该维度逻辑表的 图标后，单击下线 。
6. 在提示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7.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维度逻辑表的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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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维度逻辑表
1. （可选）解锁维度逻辑表。
如果维度逻辑表已被您自己锁定，则不需要解锁。
如果维度逻辑表已被他人锁定，则需要执行以下操作，解锁维度逻辑表：
a. 在维度逻辑表 页面，单击需要下线维度逻辑表。
b. 在该维度逻辑表的主表页面，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解锁维度逻辑表。
2. 将鼠标悬停在左侧功能区域中该维度逻辑表的 图标后，单击删除 。
3. 在提示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4.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维度逻辑表的删除。

2.5. 逻辑表-事实逻辑表
2.5.1. 创建并配置事实逻辑表
业务活动（过程）添加多个属性后生成事实逻辑表。事实逻辑表包含主键、度量和事实属性字段。主键用于
定义事实逻辑表从来源表中的取数逻辑；度量是数值类型的字段，表示某个方面的大小、多少或者程度。本
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及配置事实逻辑表。

前提条件
在开始执行操作前，请确认您已满足以下条件：
已完成业务过程的创建。具体操作请参见新建业务过程。
已完成数据域的创建。具体操作请参见新建数据域。

操作流程
1. 步骤一：创建事实逻辑表
定义事实逻辑表的基本信息及主键。
2. 步骤二：添加度量
为事实逻辑表添加可以度量的字段。
3. 步骤三：添加事实属性
为事实逻辑表添加业务实体的描述信息。
4. 步骤四：添加关联维度
为事实逻辑表的事实属性中的外键字段关联维度。

步骤一：创建事实逻辑表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按照下图操作指引，进入新建事实逻辑表 配置向导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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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新建事实逻辑表 配置向导页面，完成以下操作。
i. 在基本信息 页面，配置参数。
下图中业务板块 和所属项目 为您上步图中②所选择的内容，且不支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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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数据域

选择业务过程所属的数据域 。

业务过程

选择需要创建事实逻辑表的业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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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明细类型用于区分事实逻辑表的表名。明细类型包括事务型 和周期快照型 ，适
用场景说明如下：
事务型 ：适用于跟踪和度量业务发生过程中事件的场景。例如订单业务发生
过程中的支付订单事件。

明细类型

周期快照型 ：适用于周期快照型针对全量的完整业务活动。例如，订单全流
程。
根据明细类型不同，英文名的格式也不同。详细说明如下：
事务型事实逻辑表的英文名格式： fct_业务过程英⽂名_⾃定义名称_di
周期快照型事实逻辑表的英文名格式： fct_业务过程英⽂名_⾃定义名称_d
f

英文名

其中，自定义名称的命名规则为：
包含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
不能超过64个字符。
自定义名称的命名规则为：
包含汉字、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或短划线（-）。

名称

不能超过64个字符。
描述

填写对事实逻辑表的简单描述。
选择事实逻辑表业务数据的来源主表。后续事实逻辑表的度量及事实属性字段将
从该来源主表或该来源主表关联的来源表中选择。

来源主表

建议 您选择生产环境的数据表（非Dev项目产生的数据），避免后续事实逻辑表
在生产环境中运维调度时，因来源主表不在生产环境而无法正常调度该事实逻辑
表，或导致事实逻辑表自动解析依赖关系失败。
如果您选择了生产数据，则后续定义主键的计算逻辑、筛选条件及通过自定义
SQL方式为事实逻辑表引入度量和事实属性字段时，需要明确生产数据的业务板
块或项目。

ii. 配置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
iii. 在主键定义 页面，配置参数。
事实逻辑表的来源数据支持从多个来源表中选取。例如业订单系统，订单的字段可能非常庞大，如
果放在一个表每次操作这个表的性能就会很差，所以您可能将这个表拆成多个表。后续您可以将多
个表的业务数据引入至事实逻辑表中，进行数据分析。主键 即用于定义事实逻辑表的取数逻辑，详
细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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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数据全部来自来源主表，则是否设定主键 选择为否 。筛选条件为来源主表数据同步至事实
逻辑表的条件，您可以根据业务情况进行配置。如果不配置筛选条件，则来源主表的记录数与事
实逻辑表的记录数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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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数据除了来自来源主表外，还有其他数据表，则是否设定主键 选择为是 ，则需要定义主键
名称及主键的取数逻辑。

参数

描述

字段英文名

填写主键字段的英文名称。例如item_id。

字段名称

填写主键字段的名称。例如商品_id。

字段数据类型

依据来源主表中映射字段的数据类型选择主键字段的数据类型。例如来源主表
中的字段order_id作为后续的映射，数据类型为ST RING，则此处数据类型选
择为ST RING。
定义来源主表中的映射字段与事实逻辑表主键的映射关系。定义语句示例如下
select order_id --事实主键字段。

字段计算逻辑

from onedata.s_order --来源主表。
where ds='${bizdate}' and is_pay='Y' --事实主键字段逻辑。
例如来源主表中的order_id这一列数据，在逻辑表重命名为item_id。

iv. 完成配置后，单击提交 。

步骤二：添加度量
度量是事实逻辑表中可以进行累加的字段。
1. 在步骤一：创建事实逻辑表创建的事实逻辑表详情页面，单击添加度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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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新建度量 对话框，配置度量字段。
根据事实逻辑表是否已定义主键，选择度量字段的来源表。如果事实逻辑表没有定义主键，则度量字段
仅支持从来源主表中选取；如果事实逻辑表中定义了主键，则度量字段支持从来源主表及其他数据表中
选取。配置度量字段的说明如下：
从来源表或来源主表中已有的字段中选择 ：下图以无主键事实逻辑表为例，按照下图操作指引，选
择并配置字段。

选择度量字段并添加至新建字段区域后，您可以根据业务情况编辑字段的名称及类型。
SQL自定义字段 ：按照下图操作指引，为来源表新建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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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根据业务需求通过SQL自定义字段作为事实逻辑表的度量字段：
无主键事实逻辑表SQL自定义字段示例。
select order_type --度量字段
from onedata.s_order --来源主表
where ds='${bizdate}' and is_pay='Y' --度量字段

有主键事实逻辑表SQL自定义字段示例。
select id as k

--as k标识主键关联字段

,pay_amt --度量字段
from onedata.s_order_ext

--字段逻辑

where type=0 and pt='${bizdate}'

步骤三：添加事实属性
事实属性是事实逻辑表中描述业务实体的字段，不具有累加性。
1. 在步骤一：创建事实逻辑表创建的事实逻辑表详情页面，单击添加事实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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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新建事实属性 对话框，配置事实属性字段。
根据事实逻辑表是否已定义主键，选择事实属性字段的来源表。如果事实逻辑表没有定义主键，则事实
属性字段仅支持从来源主表中选取；如果事实逻辑表中定义了主键，则事实属性字段支持从来源主表及
其他数据表中选取。配置事实属性字段的说明如下：
从来源表或来源主表中已有的字段中选择 ：下图以有主键事实逻辑表为例，按照下图操作指引，选
择并配置字段。

选择事实属性字段并添加至新建字段区域后，您可以根据业务情况编辑字段的名称及类型。
SQL自定义字段 ：按照下图操作指引，为来源表新建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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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根据业务需求通过SQL自定义字段作为事实逻辑表的事实属性字段：
无主键事实逻辑表SQL自定义字段示例。
select order_type --事实属性字段
from onedata.s_order --来源主表
where ds='${bizdate}' and is_pay='Y' --事实属性字段

有主键事实逻辑表SQL自定义字段示例。
select id as k

--"as k"标识主键关联字段

,pay_amt --事实属性字段
from onedata.s_order_ext

--字段逻辑

where type=0 and pt='${bizdate}'

步骤四：添加关联维度
事实逻辑表的事实属性中的外键字段关联维度。
1. 在步骤一：创建事实逻辑表创建的事实逻辑表详情页面，单击添加关联维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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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新建关联维度 对话框，配置参数。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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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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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选择您已创建的维度。
选择了维度后，页面为您展示维度类型 ，同时您可以按照下图操
作指引，查看维度逻辑表的计算逻辑。

关联维度

关联维度

关联逻辑

选择事实逻辑表中的字段，并配置事实逻辑表字段与需要关联维度
逻辑表中的主键的关系。
缺联策略用于定义来源主表（左表）中存在的字段，但在维度逻辑
表（右表）中不存在的字段，即无法关联的字段的计算逻辑。您可
以选择保留原始缺联数据 和缺联数据使用默认值代替 ：

编辑关联逻辑
缺联策略

保留原始缺联数据 ： 创建派生指标时，保留左表原始数据。
缺联数据使用默认值代替 ：维表中的字段没有与事实逻辑表关
联上，则使用默认值-110。
维度角色具有维度别名作用。多次引用同一维度时不可重名定义，
起到角色扮演效果。您需要定义角色英文名 和角色名称 ：
角色英文名 的前缀默认为 dim ，自定义部分的命名规则
为：

编辑维度角色

角色英文名 、角
色名称

包含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
不能超过64个字符。
角色名称 的命名规则：
包含汉字、数字、字母、下划线（_）或短划线（-）。
不能超过64个字符。

默认值设定

默认值

如果事实逻辑表的外键字段和维度表关联不上，则系统将默认值
设定 为-110。

您也可以单击对话框左侧的添加关联维度 ，添加多个关联维度。
3.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

后续步骤
完成事实逻辑表的创建及配置后，您需要为事实逻辑表配置调度参数、生命周期及分区字段等参数。具体操
作请参见调度配置和物理化配置。

2.5.2. 物理化配置
> 文档版本：2022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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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化配置用于配置事实逻辑表的生命周期、分区字段及设置自定义参数。本文为您介绍如何物理化配置事
实逻辑表。

前提条件
完成事实逻辑表的创建，详情请参见创建并配置事实逻辑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 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3. 进入事实逻辑表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ii. 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且项目空间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
需要选择项目空间。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规范建模 。
iv. 在规范建模 的左侧导航栏，单击 图标。
4. 在 事实逻辑表 页面的左侧事实逻辑表列表，将鼠标悬停在需要物理化配置的事实逻辑表后的 图标，单
击编辑 。
5. （可选）解锁事实逻辑表。
如果事实逻辑表已被您自己锁定，则不需要解锁。
如果事实逻辑表已被他人锁定，则需要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解锁事实逻辑表。
6. 在该事实逻辑表的编辑页面，单击页面上方的物理化配置 。
7. 根据物理化配置 对话框提示，配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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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存储生命周期

选择存储生命周期。系统支持快捷选择的存储生命周期包括7 、14 、30 和365 天。

选择分区字段

选择表的分区。

自定义参数

配置自定义参数，详情请参见配置自定义任务参数。

8. 单击确定 ，完成事实逻辑表的物理化配置。
9. 保存、提交和发布事实逻辑表。
i. 单击编辑事实逻辑表页面上方的 图标，保存物理化配置。
ii. 单击编辑事实逻辑表页面上方的 图标，提交物理化配置。
iii. 在提交备注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iv.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事实逻辑表的提交。
v. （可选）发布事实逻辑表。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事实逻辑表，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无需发布事实逻辑表。

2.5.3. 修改事实逻辑表
事实逻辑表用于描述业务过程的详细信息。本文为您介绍如何修改事实逻辑表。

前提条件
完成事实逻辑表的创建，详情情参见创建并配置事实逻辑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3. 进入事实逻辑表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ii. 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且项目空间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
需要选择项目空间。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规范建模 。
iv. 在规范建模 的左侧导航栏，单击 图标。
4. 在事实逻辑表 页面，将鼠标悬停在需要修改事实逻辑表后的 图标后，单击编辑 。
5. （可选）解锁事实逻辑表。
如果事实逻辑表已被您自己锁定，则不需要解锁。
如果事实逻辑表已被他人锁定，则需要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 文档版本：20220708

图标，解锁事实逻辑表。

72

数据开发· 规范建模

智能数据构建与管理 Dat aphin

6. 在事实逻辑表编辑页面，您可以修改主表、物理化配置 和调度配置 ，详情请参见创建并配置事实逻辑
表、调度配置和物理化配置。
7. 保存、提交和发布事实逻辑表。
i. 单击编辑事实逻辑表页面上方的 图标，保存修改。
ii. 单击编辑事实逻辑表页面上方的 图标，提交事实逻辑表。
iii. 在提交备注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iv.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事实逻辑表的提交。
v. （可选）发布事实逻辑表。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事实逻辑表，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无需发布事实逻辑表。

2.5.4. 调度配置
调度配置是配置节点在调度过程中的调度规则及依赖关系。本文为您介绍如何配置事实逻辑表的调度参数。

前提条件
完成事实逻辑表的创建，详情请参见创建并配置事实逻辑表。

背景信息
调度配置的权限限制，详情请参见数据开发权限列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进入数据开发模块：
单击快速开始相关工作 区域的规范建模 。
单击快速进入研发项目 区域的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选择开发数据的项目空间。
说明
如果您通过快速开始相关工作 进入数据开发模块，则跳过步骤3。
如果您通过快速进入研发项目 进入数据开发模块，则跳过步骤3和4。
3.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4.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后，单击Dev 或Basic 页签，选择数据开发的项目空间
（非Dat a_dist ill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且项目空间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需要
选择项目空间。
5. 进入调度配置 页面。
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规范建模 。
ii. 在规范建模 的左侧导航栏，单击 事实逻辑表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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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事实逻辑表 页面的左侧功能区，单击需要配置调度参数的事实逻辑表。
iv. 解锁事实逻辑表。
如果事实逻辑表已被您自己锁定，则不需要解锁。
如果事实逻辑表已被他人锁定，则需要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图标，解锁事实逻辑表。
v. 在该事实逻辑表的页面，单击页面上方的调度配置 。
6. 在调度配置 页面，配置调度参数。
i. 配置基本信息 区域参数。
系统自动生成的逻辑表名称 、任务类型 和描述 ，不支持修改。

参数

描述
您可以选择节点调度任务执行的优先级 ，优先级 包括：
最低优先级 。

优先级

低优先级 。
中等优先级 。
高优先级 。
最高优先级 。

参数配置

默认为事实逻辑表的数据时效表达式。同时您还可以对代码中所用参数的具体赋
值。节点参数配置是对代码中所用参数的具体赋值。您可以单击节点参数配置
说明 ，查看Dataphin调度系统节点配置的规则及支持配置的时间参数。

ii. 配置调度周期 区域参数。调度配置 为逻辑表的数据时效，且不支持修改。

如果依赖上周期 选择为不依赖 ，则事实逻辑表参与调度时不依赖上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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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依赖上周期 选择为依赖 ，则执行以下操作，添加依赖节点。
a. 单击 图标。
b. 根据页面提示，配置参数。

编号

描述

①

选择节点类型。系统支持选择自定义 和本逻辑表内节点 。
如果节点类型选择为自定义 ，则执行以下操作，选择依赖字段：
a. 单击节点ID显示框区域。
b. 在节点ID列表中，选择节点ID。
您也可以在下拉列表的输入框中，输入节点ID的关键字，快速搜索
节点。
c. 单击依赖字段显示框区域，在下拉列表中，选中依赖字段。

②

您可以在下拉列表中的输入框中，输入字段名称关键字，快速查找
字段。如果所有字段需要依赖，则选中全选 。
d. 单击确定 。
如果节点类型选择为本逻辑表内节点 ，则执行以下操作，选择依赖字
段：
a. 单击依赖字段显示框区域，在下拉列表中，选中依赖字段。
您可以在下拉列表中的输入框中，输入字段名称关键字，快速查找
字段。如果所有字段需要依赖，则选中全选 。
b. 单击确定 。

③

您可以单击 图标，添加多个依赖节点。

iii. 配置调度依赖 区域参数。
上游依赖定义了业务流程之间的调度依赖关系。正确的调度依赖关系可以保障业务数据有效的产
出。正确的依赖关系配置后，无需关心当前节点依赖的数据表是否正常产出数据，是否影响该节点
的运行，系统会自动为您解析任务节点间的关联关系。
依赖关系是两个或多个节点之间的调度依赖关系，控制节点运行顺序。同时上游节点的状态将影
响其他下游节点的运行状态。
配置了依赖关系的节点调度规则为：首先，上游节点运行完成后，才能调度下游节点。其次，根
据节点设定的调度时间判断是否执行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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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设定的调度时间之前提交的调度配置，会在设定的调度时间之后生效。而在设定的调度时间
之后配置的依赖关系，只能间隔一天再生成实例。
调度依赖默认开启自动解析，系统自动解析该事实逻辑表的物化代码中依赖关系。同时，您也可以
手动添加上游依赖的物理节点和逻辑表节点。

分区

自动解析

描述
系统会解析代码中的物理节点和逻辑表节点，并查找到与该表名相同的输出名
称。输出名称所在的节点作为当前节点的上游依赖。
单击解析输入输出 ，系统自动解析上游依赖。如果您重复单击解析输入输出 ，
则刷新父节点输出名称 。
为您展现该逻辑表内的物理节点和逻辑表节点所依赖的父节点。您可以通过以下
两种方式新增上游依赖：
新增解析出的节点为上游依赖节点：
a. 单击解析问题提示 ，为您展示源代码中出现的源物理表和未被解析出对
应的关联节点ID的节点。
b. 单击确定并关联 。
新增系统内的节点（例如，virtual节点等）为上游依赖节点：
a. 单击新增上游依赖 。

上游依赖

b. 单击上游依赖显示框区域，
c. 根据页面提示，选择上游依赖和源物理表。
您也可以单击 图标，添加多个上游依赖。
d. 单击确定并新增 ，完成上游依赖的新增。
注意
删除。

逻辑表节点（本节
点）

物理节点上游依赖节点支持删除，逻辑表上游依赖节点不支持

事实逻辑表节点的输出名称由系统自动生成。

7. 单击确定 ，完成事实逻辑表的调度配置。
8. 保存、提交和发布事实逻辑表。
i. 单击编辑事实逻辑表页面上方的 图标，保存调度参数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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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单击编辑事实逻辑表页面上方的 图标，提交实时逻辑表。
iii. 在提交备注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iv.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事实逻辑表的提交。
v. （可选）发布事实逻辑表至生产环境。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事实逻辑表，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提交成功的事实逻辑表，即可进入生产环境。

2.5.5. 查看历史信息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查看事实逻辑表的历史版本信息。

前提条件
完成事实逻辑表的创建，详情参见创建并配置事实逻辑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Region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3. 进入事实逻辑表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且项目空间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
需要选择项目空间。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规范建模 。
iv. 在规范建模 的左侧导航栏，单击 图标。
4. 在事实逻辑表 页面，将鼠标悬停在需要查看历史信息的事实逻辑表后的 图标后，单击编辑 。
5. 在事实逻辑表编辑页面，单击页面上方的历史信息 。
6. 在历史信息 对话框，查看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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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历史信息 对话框，单击需要查看版本所在行操作 列下的详情 。
8. 在事实逻辑表某个版本的基本信息 页面，查看调度信息、物理化信息和代码等信息。

2.5.6. 下线和删除事实逻辑表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下线和删除不同状态的事实逻辑表。

前提条件
完成事实逻辑表的创建，详情请参见创建并配置事实逻辑表。

背景信息
事实逻辑表的状态的说明：
保存成功的事实逻辑表，状态为草稿 。
提交成功的事实逻辑表，状态为已提交 。
编辑已提交 状态的事实逻辑表，并成功保存，状态更改为开发中 。
已提交 状态的事实逻辑表，成功下线后，状态更改为草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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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线和删除事实逻辑表的限制：
仅开发中 和已提交 状态的事实逻辑表，支持下线操作。
仅草稿 状态的事实逻辑表，支持删除操作。

下线事实逻辑表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 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3. 进入事实逻辑表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且项目空间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
需要选择项目空间。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规范建模 。
iv. 在规范建模 的左侧导航栏，单击 图标。
4. （可选）解锁事实逻辑表。
如果事实逻辑表已被您自己锁定，则无需解锁。
如果事实逻辑表已被他人锁定，则执行如下操作，解锁事实逻辑表：
a. 在事实逻辑表 页面，单击下线的事实逻辑表。
b. 在该事实逻辑表的主表页面，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图标。
5. 将鼠标悬停在该事实逻辑表的 图标后，单击下线 。
6. 在提示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7.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事实逻辑表的下线。

删除事实逻辑表
1. （可选）解锁事实逻辑表。
如果事实逻辑表已被您自己锁定，则无需解锁。
如果事实逻辑表已被他人锁定，则执行如下操作，解锁事实逻辑表：
a. 在事实逻辑表 页面，单击需要删除的事实逻辑表。
b. 在该事实逻辑表的主表页面，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图标。
2. 将鼠标悬停在该事实逻辑表的 图标后，单击删除 。
3. 在提示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4.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事实逻辑表的删除。

2.6. 规范定义-原子指标
2.6.1. 新建原子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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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指标是对指标统计口径、具体算法的抽象。Dat aphin创新性地提出了设计即开发的理念，指标定义同时
也明确了设计统计口径（即计算逻辑），提升了研发效率，并保证了统计结果的一致性。

背景信息
Dat aphin根据计算逻辑的差异性，支持创建原子指标和衍生原子指标。详细说明如下：
原子指标是原生原子指标。例如，支付金额。
衍生原子指标是基于已提交原子指标，设定计算逻辑而构成的指标。例如，一个已提交的原子指标为支付
金额，另一个已提交的原子指标为支付人数，您可以通过新建衍生原子指标的方式统计人均支付金额。
新建原子指标的权限限制，详情请参见数据开发权限列表。

新建原子指标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3. 进入原子指标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按照下图操作指引进入新建原子指标 页面。

4. 在新建原子指标 页面，选择数据域 和来源表 。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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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选择数据域。

数据域

来源表

说明

划分数据域，详情请参见划分数据域。

选择来源表。为保证建模标准规范，来源表仅支持维度逻辑表或事实逻辑表。

5. 在新建原子指标 页面，单击新建原子指标 。

6. 在新建原子指标 对话框，配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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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主要来源字段

基于所选来源表，选择事实表或维度表中的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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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基于所选主要来源字段，英文名自动填充为字段名，您也可以修改英文名。英文
名 由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组合组成。

英文名
说明

英文名 不能超过64个字符。

名称由汉字、字母、数字、下划线（_）或短划线（-）组合组成。
名称

说明

名称 不能超过64个字符。

描述

填写原子指标的简单描述。

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包
括ST RING 、BIGINT 、DOUBLE、T IMEST AMP 、DAT ET IME和DECIMAL 。

是否累加

基于不同大小统计周期的数据，选择是否需要累加计算。例如，最近7天支付金额，
是否需要基于最近1天支付金额进行累加计算。
基于来源逻辑表模型，定义所需指标的计算逻辑：
i. 编写SQL代码。
例如count(distinct order_id)，其中order_id为来源逻辑表模型中的字段。

计算逻辑

您也可以单击主键计算逻辑 后的参考示例 ，可以查看SQL编写示例。
ii. 单击主键计算逻辑 后面的规范性校验 ，可以校验您编写的SQL是否符合规范。
如果规范性校验 校验失败，您可以单击格式化 ，系统会自动为您调整SQL语句
的格式。

7. 提交和发布原子指标。
i. 单击提交 。
ii. 在提交备注 对话框，填写备注信息。
iii. 单击确定并提交 。
iv. （可选）发布原子指标。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则需要发布已提交的原子指标，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则提交成功的原子指标，即可进入生产环境。

新建衍生原子指标
1. 在原子指标 页面，单击原子指标 后的 图标，选择新建衍生原子指标 。
您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入新建衍生原子指标 ：
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规范定义 > 衍生原子指标 。
在页面右侧的数据开发总览区域，单击原子指标 下的 图标后，选择新建衍生原子指标 。
在原子指标 页面左下方，单击原子指标对象列表 。在对象列表页 的原子指标 页签，单击新建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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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后，选择衍生原子指标 。
2. 在新建衍生原子指标 对话框，配置参数。

参数

描述
英文名 由字母、数字、下划线（_）组合组成。

英文名

说明

英文名 不能超过64个字符。

名称 名称由汉字、字母、数字、下划线（_）或短划线（-）组合组成。
名称

83

说明

名称 不能超过64个字符。

描述

对衍生指标的简单描述。

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包
括ST RING 、BIGINT 、DOUBLE、T IMEST AMP 、DAT ET IME和DECIMAL 。

是否累加

基于不同大小统计周期的数据，选择是否需要累加计算。例如，最近7天支付金额，
是否需要基于最近1天支付金额进行累加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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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基于已提交原子指标，组合设定所需指标的统计计算方式：
在SQL语句输入框中输入衍生指标的计算公式，其中计算公式中引用的原子指标
均为已提交的原子指标。
a. 单击引用原子指标 后的

图标后，单击数据域 及来源表 显示框，在下拉列

表中选择数据域 及来源表 。
计算逻辑

b. 鼠标悬停至筛选出来的原子指标后，单击添加 ，将原子指标添加在右侧的
SQL语句输入框中。
或在

图标后输入原子指标关键字进行快速搜索，单击搜索出来的原子指标后

的添加 ，将原子指标添加在右侧的SQL语句输入框中。
例如，计算人均下单金额 crt_amt/usr_cnt ，其中crt_amt为下单金额对应的
已提交原子指标，usr_cnt为用户数对应的已提交原子指标。

3. 提交衍生原子指标。
i. 单击提交 。
ii. 在提交备注 对话框，填写备注信息。
iii. 单击确定并提交 。
4. 发布衍生原子指标。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则需要发布已提交的衍生原子指标，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则提交成功的衍生原子指标，即可进入生产环境。

2.6.2. 修改原子指标
原子指标是对指标统计口径和具体算法的抽象，同时定义了统计口径（计算逻辑）。本文为您介绍如何修改
原子指标。

前提条件
完成原子指标的创建，详情请参见新建原子指标。

背景信息
原子指标的统计口径变更后，会影响依赖该原子指标生成的派生指标。因此在修改原子指标前，需要您充
分考虑对派生指标的影响。
修改原子指标权限限制，详情请参见数据开发权限列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3.
4. 您可以通过以下任何一种方式，进入编辑原子指标 页面。
选择需要修改的原子指标，将鼠标悬浮在 图标，单击编辑 。

> 文档版本：20220708

84

数据开发· 规范建模

智能数据构建与管理 Dat aphin

单击需要修改的原子指标后，再单击该原子指标属性框中的编辑 。

a. 单击页面左下角的原子指标对象列表 ，进入对象列表页 的原子指标 页面。
b. 单击需要修改原子指标所在行的操作 列下的

图标。

5. 根据编辑原子指标 页面提示，修改参数，详情请参见新建原子指标。
6. 完成参数修改后，单击提交 。
7. （可选）发布原子指标。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则需要发布已提交的原子指标，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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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则不需要发布已提交的原子指标（提交后的原子指标就可以参与调度）。

2.6.3. 查看同源原子指标
Dat aphin支持基于一个来源逻辑表生成多个原子指标。本文为您介绍如何查看同源原子指标。

前提条件
完成原子指标的创建，详情请参见新建原子指标。

背景信息
您可以通过查看同源原子指标的方式，查看与某个原子指标同源的其他原子指标。
说明

衍生原子指标不存在同源原子指标。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 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3. 进入原子指标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且项目空间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
需要选择项目空间。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规范建模 。
iv.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图标。

4. 在原子指标 页面，单击需要查看同源的原子指标后，再单击该原子指标属性框中的查看同源 。
5. 在同源原子指标页面，查看与该原子指标同源的其他原子指标。

2.6.4. 克隆原子指标
Dat aphin支持基于一个原子指标克隆同源原子指标。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克隆原子指标。

> 文档版本：20220708

86

数据开发· 规范建模

智能数据构建与管理 Dat aphin

前提条件
完成原子指标的创建，详情请参见新建原子指标。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3. 进入原子指标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且项目空间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
需要选择项目空间。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规范建模 。
iv.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图标。
4. 在原子指标 页面，单击需要克隆的原子指标后，将鼠标悬停在该原子指标属性框中的图标 后，单击克
隆。
5. 根据克隆原子指标 对话框提示，配置参数，详情请参见新建原子指标。

6. 单击提交 ，完成参数的配置。
7. 在提交备注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8. 单击确定并提交 ，提交原子指标。
9. （可选）发布原子指标。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则需要发布已提交的原子指标，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则不需要发布已提交的原子指标（提交后的原子指标就可以参与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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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查看相关派生指标
本文为您介绍查看原子指标的相关派生指标。

前提条件
完成原子指标的创建和提交，详情请参见新建原子指标。

背景信息
因为系统仅支持已提交 状态的原子指标构建派生指标，所以仅限已提交 状态的原子指标支持查看相关派
生指标。
查看相关派生指标的权限限制，详情请参见数据开发权限列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进入数据开发模块：
单击快速开始相关工作 区域的规范建模 。
单击快速进入研发项目 区域的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选择开发数据的项目空间。
说明
如果您通过快速开始相关工作 进入数据开发模块，则跳过步骤3。
如果您通过快速进入研发项目 进入数据开发模块，则跳过步骤3和4。
3.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4.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且项目空间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需要
选择项目空间。
5.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规范建模 。
如果进入数据开发 页面后，系统默认进入规范建模 页签，则无需再次单击规范建模 。
6. 在规范建模 页签，单击左侧导航栏的

原子指标 图标。

7. 在原子指标 页面，单击需要查看相关派生指标的原子指标。在原子指标属性 框，鼠标悬停至 图标
后，单击相关派生指标 。
您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查看相关派生指标：
i. 在原子指标 页面，单击页面下方的原子指标对象列表 。
ii. 鼠标悬停至需要查看相关派生指标的原子指标 图标后，单击相关派生指标 。
8. 在对象列表页 页面，查看该原子指标的相关派生指标。

2.6.6. 创建派生指标
Dat aphin支持基于某个原子指标创建派生指标。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基于原子指标创建派生指标。
> 文档版本：2022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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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完成原子指标的创建，详情请参见新建原子指标。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 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3. 进入原子指标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且项目空间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
需要选择项目空间。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规范建模 。
iv.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图标。
4. 在原子指标 页面，单击需要创建派生指标的原子指标后，将鼠标悬停在该原子指标属性框中的 图标
后，单击创建派生指标 。
5. 根据新建派生指标 页面提示，配置参数，详情请参见新建派生指标。
6. 完成参数配置后，提交派生指标。
i. 完成参数配置后，单击预生成派生指标 。
ii. 完成参数配置后，单击提交 。
iii. 在提交备注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iv. 完成备注信息填写后，单击确定并提交 。
7. （可选）发布原子指标。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则需要发布已提交的原子指标，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则不需要发布已提交的原子指标（提交后的原子指标就可以参与调度）。

2.6.7. 下线和删除原子指标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下线、下线并删除和删除不同状态的原子指标。

前提条件
完成原子指标的创建，详情请参见新建原子指标。

背景信息
原子指标的状态的说明：
保存成功的原子指标，状态为草稿 。
提交成功的原子指标，状态为已提交 。
编辑已提交 状态的原子指标，并成功保存，状态更改为开发中 。
已提交 状态的原子指标，成功下线后，状态更改为草稿 。
下线原子指标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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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开发中 和已提交 状态的原子指标，支持下线操作。
仅支持超级管理员、项目管理员和开发者角色的用户下线原子指标。
当且仅当原子指标无依赖引用时（派生指标引用及其他原子指标引用），才支持下线操作。
删除原子指标的限制：
仅草稿 状态的原子指标，支持删除操作。
仅支持超级管理员、项目管理员和开发者角色的用户删除原子指标。
下线并删除原子指标的限制：
仅开发中 和已提交 状态的原子指标，支持下线并删除操作。
仅支持超级管理员、项目管理员和开发者角色的用户下线并删除原子指标。
当且仅当原子指标无依赖引用时（派生指标引用及其他原子指标引用），才支持下线并删除操作。

删除原子指标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3. 进入原子指标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且项目空间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
需要选择项目空间。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规范建模 。
iv.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图标。
4. 您可以通过以下任何一种方式，进入删除原子指标的提示 对话框。
选择需要删除的原子指标，将鼠标悬停在 图标，单击删除 。
单击需要下线的原子指标后，将鼠标悬停在该原子指标属性框中 图标后，单击删除 。

> 文档版本：20220708

90

数据开发· 规范建模

智能数据构建与管理 Dat aphin

a. 单击页面左下角的原子指标对象列表 ，进入对象列表页 的原子指标 页面。
b. 将鼠标悬停在需要删除原子指标所在行的操作 列下的 图标，单击删除 。
5. 在提示 对话框，填写备注信息。
6.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原子指标的删除。

下线原子指标
1. 在原子指标 页面，您可以通过以下任何一种方式，进入下线原子指标的提示 对话框。
选择需要下线的原子指标，将鼠标悬停在 图标，单击下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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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需要下线的原子指标后，将鼠标悬停在该原子指标属性框中 图标后，单击下线 。

> 文档版本：2022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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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单击页面左下角的原子指标对象列表 ，进入对象列表页 的原子指标 页面。
b. 将鼠标悬停在需要下线原子指标所在行的操作 列下的 图标，单击下线 。
2. 在提示 对话框，填写备注信息。
3.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原子指标的下线。

下线并删除原子指标
1. 在原子指标 页面，您可以通过以下任何一种方式，进入下线并删除原子指标的提示 对话框。
选择需要下线并删除的原子指标，将鼠标悬停在 图标，单击下线并删除 。
单击需要下线的原子指标后，将鼠标悬停在该原子指标属性框中 图标后，单击下线并删除 。

a. 单击页面左下角的原子指标对象列表 ，进入对象列表页 中的原子指标 页面。
b. 将鼠标悬停在需要下线并删除原子指标所在行的操作 列下的 图标，单击下线并删除 ，完成原子
指标的下线并删除。
2. 在提示 对话框，填写备注信息。
3.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原子指标的下线并删除。

2.7. 规范定义-业务限定
2.7.1. 新建业务限定
业务限定用于圈定统计的业务范围。本文为您介绍如何新建业务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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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完成数据域的创建，详情请参见新建数据域。

背景信息
系统支持基于维度逻辑表或事实逻辑表构建业务限定。
业务限定用于标准化定义派生指标的条件限制，而原子指标用于标准化定义派生指标的计算逻辑。
为保证构建统一、标准和规范的派生指标，业务限定在业务板块内只能归属于一个来源逻辑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3. 进入业务限定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规范建模 。
iv. 在规范建模 的左侧导航栏，单击 图标。
4. 在业务限定 页面，您可以通过以下任何一种方式，进入新建业务限定 页签。
在业务限定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规范定义 > 业务限定 。

在业务限定 页面，单击业务限定 后的 图标。
在数据开发的总览页面，单击业务限定 下的 图标。

> 文档版本：20220708

94

数据开发· 规范建模

智能数据构建与管理 Dat aphin

在业务限定 页面左下方，单击业务限定对象列表 ，进入对象列表页 的业务限定 页面。单击新建业
务限定 。

5. 在新建业务限定 页签，选择数据域 和来源表 。

6. 在新建业务限定 页签，单击新建业务限定 。
7. 在新建业务限定 页面，配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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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主要来源字段

选择业务限定的主要来源字段 。

英文名

填写业务限定的英文名。英文名由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组合组成。

名称

填写业务限定的名称。名称由汉字、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或短划线（-）。

描述

填写对业务限定的简单描述。
填写业务限定的计算逻辑。
i. 单击计算逻辑 后面的参考示例 ，可以查看SQL编写示例。

计算逻辑

select province from dataphin_test where ds='${bizdate}';
ii. SQL编写完成后，单击计算逻辑 后的规范性校验 ，可以校验您编写的SQL是否
符合规范。

8. 提交业务限定。
i. 完成参数配置后，单击提交 。
ii. 在提交备注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iii.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业务限定的提交。
9. （可选）发布业务限定。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新建的业务限定，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不需要发布新建的业务限定。

2.7.2. 克隆业务限定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克隆已有的业务限定。

前提条件
完成业务限定的创建，详情请参见新建业务限定。

> 文档版本：2022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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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3. 进入业务限定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且项目空间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
需要选择项目空间。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规范建模 。
iv. 在规范建模 的左侧导航栏，单击 图标。
4. 在业务限定 页面，您可以通过以下任何一种方式，进入新建业务限定 页面。
在业务限定 页的面左侧业务限定列表，选择需要克隆业务限定所在的数据域。单击某个业务限定后，
再将鼠标悬停在页面右侧弹出的该业务限定属性框中的

图标，单击克隆 。

在业务限定 页面左下方，单击业务限定对象列表 ，进入对象列表页 的业务限定 页签。将鼠标悬停
在需要克隆业务限定所在行的操作 列下的

图标，单击克隆 。

5. 在克隆业务限定 对话框，配置参数，详情请参见新建业务过程。
6. 提交业务限定。
i. 完成参数配置后，单击提交 。
ii. 在提交备注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iii.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业务限定的提交。
7. （可选）发布业务限定。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业务限定，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不需要发布业务限定。

2.7.3. 查看同源业务限定
Dat aphin支持基于一个来源逻辑表生成多个业务限定。本文为您介绍如何查看同源业务限定。

前提条件
完成业务限定的创建，详情请参见新建业务限定。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 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3. 进入业务限定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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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且项目空间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
需要选择项目空间。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规范建模 。
iv. 在规范建模 的左侧导航栏，单击 图标。
4. 在业务限定 页面，您可以通过以下任何一种方式，进入同源业务限定页面。
在业务限定 页面，选择需要查看同源业务限定所在的数据域。单击某个业务限定后，再单击该业务限
定属性框中的查看同源 。
在业务限定 页面左下方，单击业务限定对象列表 ，进入对象列表页 的业务限定 页面。将鼠标悬停
在需要查看同源业务限定所在行的操作 列下的 图标。
5. 在同源业务限定 页面，查看与该业务限定同源的其他业务限定。

2.7.4. 查看相关派生指标
本文为您介绍查看业务限定的相关派生指标。

前提条件
完成业务限定的创建和提交，详情请参见新建业务限定。

背景信息
因为系统仅支持已提交 和开发中 状态的业务限定构建派生指标，所以仅限已提交 和开发中 状态的业务限
定查看相关派生指标。
查看相关派生指标的权限限制，详情请参见数据开发权限列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进入数据开发模块：
单击快速开始相关工作 区域的规范建模 。
单击快速进入研发项目 区域的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选择开发数据的项目空间。
说明
如果您通过快速开始相关工作 进入数据开发模块，则跳过步骤3。
如果您通过快速进入研发项目 进入数据开发模块，则跳过步骤3和4。
3.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的研发 。
4.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后，单击Dev 或Basic 页签，选择数据开发的项目空间
（非Dat a_dist ill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且项目空间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需要
选择项目空间。
5.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规范建模 。
> 文档版本：2022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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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进入数据开发 页面后，系统默认进入规范建模 页签，则无需再次单击规范建模 。
6. 在规范建模 页签，单击左侧导航栏 业务限定 图标。
7. 在业务限定 页面，单击需要查看相关派生指标的业务限定。在业务限定属性 框，鼠标悬停至 图标
后，单击相关派生指标 。
您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查看相关派生指标：
i. 在业务限定 页面，单击页面下方的业务限定对象列表 。
ii. 单击需要查看相关派生指标的原子指标后

图标。

8. 在派生指标列表 页面，查看基于该业务限定生成的派生指标。

2.7.5. 修改业务限定
业务限定用于圈定统计的业务范围。本文为您介绍如何修改业务限定。

前提条件
完成业务限定的创建，详情请参见新建业务限定。

背景信息
业务限定的计算逻辑修改成功后，相关的派生指标的统计分析逻辑随之更新。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 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3. 进入业务限定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且项目空间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
需要选择项目空间。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规范建模 。
iv. 在规范建模 的左侧导航栏，单击 图标。
4. 在业务限定 页面，您可以通过以下任何一种方式，进入修改业务限定 页签。
在业务限定 页面的左侧业务限定列表，选择需要修改业务限定所在的数据域。单击某个业务限定后，
再单击页面右侧弹出的该业务限定属性框中的编辑 。
在业务限定 页面的左侧业务限定列表，选择需要修改业务限定所在的数据域。将鼠标悬停在某个业务
限定后的 图标，单击编辑 。
在业务限定 页面左下方，单击业务限定对象列表 ，进入对象列表页 的业务限定 页面。单击需要修
改业务限定所在行的操作 列下的 图标。
5. 在编辑业务限定 对话框，修改配置参数，详情请参见新建业务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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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提交业务限定。
i. 完成参数配置后，单击提交 。
ii. 在提交备注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iii.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业务限定的提交。
7. （可选）发布业务限定。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业务限定，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不需要发布业务限定。

2.7.6. 下线和删除业务限定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下线、下线并删除和删除不同状态的业务限定。

前提条件
完成业务限定的创建，详情请参见新建业务限定。

背景信息
业务限定的状态的说明：
保存成功的业务限定，状态为草稿 。
提交成功的业务限定，状态为已提交 。
编辑已提交 状态的业务限定，并成功保存，状态更改为开发中 。
已提交 状态的业务限定，成功下线后，状态更改为草稿 。
下线业务限定的限制：
仅开发中 和已提交 状态的业务限定，支持下线操作。
仅限无相关派生指标的业务限定支持下线操作。
删除业务限定的限制： 仅草稿 状态的业务限定，支持删除操作。
下线并删除业务限定的限制：
仅开发中 和已提交 状态的业务限定，支持下线并删除操作。
仅限无相关派生指标的业务限定支持下线并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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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业务限定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 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3. 进入业务限定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且项目空间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
需要选择项目空间。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规范建模 。
iv. 在规范建模 的左侧导航栏，单击 图标。
4. 在业务限定 页面，您可以通过以下任何一种方式，进入删除业务限定的提示 页面。
在业务限定 页面的左侧业务限定列表，选择需要删除业务限定所在的数据域。将鼠标悬停在某个业务
限定 图标后，单击删除 。
在业务限定 页面的左侧业务限定列表，选择需要删除业务限定所在的数据域。单击某个业务限定后，
将鼠标悬停在页面右侧弹出的该业务限定属性框中的 图标后，单击删除 。
在业务限定 页面左下方，单击业务限定对象列表 ，进入对象列表页 的业务限定 页面。单击需要删
除业务限定所在行的操作 列下的 图标后，单击删除 。
5. 在提示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6. 单击提交并提交 ，完成业务限定的删除。

下线业务限定
1. 在业务限定 页面，您可以通过以下任何一种方式，进入下线业务限定的提示 页面。
在业务限定 页面的左侧业务限定列表，选择需要下线业务限定所在的数据域。将鼠标悬停在某个业务
限定 图标后，单击下线 。
在业务限定 页面的左侧业务限定列表，选择需要下线业务限定所在的数据域。单击某个业务限定后，
将鼠标悬停在页面右侧弹出的该业务限定属性框中的 图标后，单击下线 。
在业务限定 页面左下方，单击业务限定对象列表 ，进入对象列表页 的业务限定 页面。单击需要下
线业务限定所在行的操作 列下的 图标后，单击下线 。
2. 在提示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3. 单击提交并提交 ，完成业务限定的下线。

下线并删除业务限定
1. 在业务限定 页面，您可以通过以下任何一种方式，进入下线并删除业务限定的提示 页面。
在业务限定 页面的左侧业务限定列表，选择需要下线并删除业务限定所在的数据域。将鼠标悬停在某
个业务限定 图标后，单击下线并删除 。
在业务限定 页面左下方，单击业务限定对象列表 ，进入对象列表页 的业务限定 页面。单击需要下
线并删除业务限定所在行的操作 列下的 图标后，单击下线并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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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务限定 页面的左侧业务限定列表，选择需要下线并删除业务限定所在的数据域。单击某个业务限
定后，将鼠标悬停在页面右侧弹出的该业务限定属性框中的 图标后，单击下线并删除 。
2. 在提示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3. 单击提交并提交 ，完成业务限定的下线并删除。

2.8. 规范定义-派生指标
2.8.1. 新建派生指标
派生指标用于圈定原子指标统计业务的范围。本文为您介绍如何新建派生指标。

前提条件
完成数据域的创建，详情请参见新建数据域。

背景信息
Dat aphin支持构建标准、规范及无二义性的派生指标。派生指标的说明如下：
派生指标由原子指标、业务限定、统计周期和统计粒度组成。
系统支持基于维度逻辑表或事实逻辑表构建派生指标。
派生指标在业务板块内只能归属于一个来源逻辑表。
因为原子指标和派生指标可能来自不同数据域的逻辑表，所以派生指标可能归属于多个数据域。
新建派生指标的权限限制，详情请参见数据开发权限列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进入工作区：
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快速开始相关工作 区域中相应的功能模块。
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快速进入研发项目 后的Dev 或Basic 页签，选择相应的项目。
说明
如果您通过快速开始相关工作 进入数据开发模块，则跳过步骤3的i。
如果您通过快速进入研发项目 进入数据开发模块，则跳过步骤3的ii。
3. 进入派生指标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后，单击Dev 或Basic 页签，选择数据开发
的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且项目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需要
再次选择项目。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规范建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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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在规范建模 的左侧导航栏，单击 派生指标 图标。
如果进入数据开发 页面后，系统默认进入规范建模 页签，则无需再次单击规范建模 页签。
4.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入新建派生指标 页签。
单击左侧导航栏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规范定义 > 派生指标 。
在派生指标 页面，单击派生指标 后的 图标。
在数据开发的总览页面，单击派生指标 下的 图标。
在派生指标 页面左下方，单击派生指标对象列表 。在对象列表页 的派生指标 页面，单击新建派生
指标 。
5. 构建派生指标。
i. 在新建派生指标 页签，选择原子指标 。
ii. 选择原子指标 后，单击下一步 。
iii. 在创建派生指标 区域，配置参数。
参数

描述

统计粒度

选择派生指标的统计粒度。您可以单击新建统计粒度 ，增加派生指标的统计粒
度，但系统仅支持添加3个统计粒度。
统计周期用于定义派生指标来源数据的时间跨度。例如，选择了最近7天，则表
示统计最近7天内的事实行为数据。

统计周期

业务限定

您可以单击新建统计周期 ，增加派生指标的统计周期，但系统仅支持添加3个统
计周期。
选择派生指标的业务限定，系统仅支持选择与所选原子指标具有相同数据时效的
业务限定。您可以单击新建业务限定 ，增加派生指标的业务限定，但系统仅支
持添加3个业务限定。

iv. 完成参数配置后，单击预生成派生指标 。
6. （可选）在编辑派生指标 页面，您可以修改派生指标英文名 和派生指标名称 。
7. 保存和提交派生指标。
i. 单击保存 ，保存派生指标。
ii. 单击提交 ，提交派生指标。
iii. 在提交备注 对话框，填写备注信息。
iv.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派生指标的提交。
8. （可选）发布派生指标至生产环境。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新建的派生指标，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提交成功的派生指标，即可进入生产环境。

2.8.2. 修改派生指标
派生指标用于圈定原子指标统计业务的范围。本文为您介绍如何修改派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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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完成派生指标的创建，详情请参见新建派生指标。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3. 进入派生指标 页签。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且项目空间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
需要选择项目空间。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规范建模 。
iv. 在规范建模 的左侧导航栏，单击 图标。
4. 在派生指标页签 ，您可以通过以下任何一种方式，进入编辑派生指标 页对话框。
在派生指标 页签的左侧派生指标列表，选择需要修改派生指标所在的数据域。单击某个派生指标后，
再单击页面右侧弹出的该派生指标属性框中的编辑 。
在派生指标 页签的左侧派生指标列表，选择需要修改派生指标所在的数据域。将鼠标悬停在某个派生
指标后的 图标，单击编辑 。
在派生指标 页签左下方，单击派生指标对象列表 ，进入对象列表页 的派生指标 页签。单击需要修
改派生指标所在行的操作 列下的 图标。
5. 在编辑派生指标 对话框，修改配置参数，详情请参见新建派生指标。

6. （可选）保存派生指标。
如果派生指标不需要提交，则单击保存 ，保存修改后的派生指标。
7. 提交派生指标。
i. 单击提交 ，提交派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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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提交备注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iii.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派生指标的提交。
8. （可选）发布派生指标。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派生指标，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不需要发布派生指标。

2.8.3. 下线和删除派生指标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下线、下线并删除和删除不同状态的派生指标。

前提条件
完成派生指标的创建，详情请参见新建派生指标。

背景信息
派生指标的状态的说明：
保存成功的派生指标，状态为草稿 。
提交成功的派生指标，状态为已提交 。
编辑已提交 状态的派生指标，并成功保存，状态更改为开发中 。
已提交 状态的派生指标，成功下线后，状态更改为草稿 。
下线、删除和下线并删除派生指标的限制说明：
仅开发中 和已提交 状态的派生指标，支持下线操作。
仅草稿 状态的派生指标，支持删除操作。
仅开发中 和已提交 状态的派生指标，支持下线并删除操作。

删除派生指标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 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3. 进入派生指标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且项目空间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
需要选择项目空间。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规范建模 。
iv. 在规范建模 的左侧导航栏，单击 图标。
4. 在派生指标 页面，您可以通过以下任何一种方式，进入删除派生指标的提示 页面。
在派生指标 页面的左侧派生指标列表，选择需要删除派生指标所在的数据域。将鼠标悬停在某个派生
指标 图标后，单击删除 。
在派生指标 页面左下方，单击派生指标对象列表 ，进入对象列表页 的派生指标 页面。单击需要删
除派生指标所在行的操作 列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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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提示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6. 单击提交并提交 ，完成派生指标的删除。

下线派生指标
1. 在派生指标 页面，您可以通过以下任何一种方式，进入下线派生指标的提示 页面。
在派生指标 页面的左侧派生指标列表，选择需要下线派生指标所在的数据域。将鼠标悬停在某个派生
指标 图标后，单击下线 。
在派生指标 页面的左侧派生指标列表，选择需要下线派生指标所在的数据域。单击某个派生指标后，
将鼠标悬停在页面右侧弹出的该派生指标属性框中的 图标后，单击下线 。
在派生指标 页面左下方，单击派生指标对象列表 ，进入对象列表页 的派生指标 页面。单击需要下
线派生指标所在行的操作 列下的 图标。
2. 在提示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3. 单击提交并提交 ，完成派生指标的下线。

下线并删除派生指标
1. 在派生指标 页面，您可以通过以下任何一种方式，进入下线并删除派生指标的提示 页面。
在派生指标 页面的左侧派生指标列表，选择需要下线并删除派生指标所在的数据域。将鼠标悬停在某
个派生指标 图标后，单击下线并删除 。
在派生指标 页面左下方，单击派生指标对象列表 ，进入对象列表页 的派生指标 页面。单击需要下
线并删除派生指标所在行的操作 列下的

图标。

在派生指标 页面的左侧派生指标列表，选择需要下线并删除派生指标所在的数据域。单击某个派生指
标后，将鼠标悬停在页面右侧弹出的该派生指标属性框中的 图标后，单击下线并删除 。
2. 在提示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3. 单击提交并提交 ，完成派生指标的下线并删除。

2.8.4. 查看相关汇总逻辑表
Dat aphin支持查看某个派生指标所关联的汇总逻辑表。本文为您介绍查看派生指标的相关汇总逻辑表。

前提条件
完成派生指标的创建，详情请参见新建派生指标。

背景信息
因为系统只能汇聚已提交 状态的派生指标至汇总逻辑表中，所以仅限已提交 状态的派生指标支持查看相关
汇总逻辑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 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3. 进入派生指标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 文档版本：2022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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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且项目空间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
需要选择项目空间。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规范建模 。
iv. 在规范建模 的左侧导航栏，单击 图标。
4. 在派生指标 页面，您可以通过以下任何一种方式，进入汇总逻辑表 页面。
在派生指标 页面左下方，单击派生指标对象列表 ，进入对象列表页 的派生指标 页面。将鼠标悬停
在需要查看相关汇总逻辑表的派生指标所在行的操作 列下的 图标后，单击查看汇总表 。
在派生指标 页面的左侧派生指标列表，选择需要查看相关汇总逻辑表的派生指标所在的数据域。单击
某个派生指标后，单击页面右侧弹出的该派生指标属性框中的查看相关 。
5. 在汇总逻辑表 页面，查看该派生指标的相关汇总逻辑表。

2.9. 逻辑表-汇总逻辑表
2.9.1. 新建汇总逻辑表
汇总逻辑表用于统计以统计粒度（维度）为主题的所有数据。本文为您介绍如何新建汇总逻辑表。

前提条件
完成维度的创建，详情请参见新建维度。
完成派生指标的创建，详情请参见新建派生指标。

背景信息
汇总逻辑表的说明如下：
汇总逻辑表由一个特定的统计粒度（维度）和该统计粒度相关的统计指标（原子指标）组成。
汇总逻辑表的统计指标（原子指标）具有相同的统计粒度（维度）。
如果派生指标和汇总逻辑表的统计粒度一致，则系统会自动加入派生指标至汇总逻辑表。
汇总逻辑表的统计指标包括以下两种来源：
基于系统自动汇聚的派生指标，构建汇总逻辑表的统计指标。
通过创建自定义指标的方式，构建汇总逻辑表的统计指标。
新建汇总逻辑表的权限限制，详情请参见数据开发权限列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进入工作区：
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快速开始相关工作 区域中相应的功能模块。
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快速进入研发项目 后的Dev 或Basic 页签，选择相应的项目。

107

> 文档版本：20220708

智能数据构建与管理 Dat aphin

数据开发· 规范建模

说明
如果您通过快速开始相关工作 进入数据开发模块，则跳过步骤3的i。
如果您通过快速进入研发项目 进入数据开发模块，则跳过步骤3的ii。
3. 进入汇总逻辑表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后，单击Dev 或Basic 页签，选择数据开发
的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且项目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需要
再次选择项目。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规范建模 。
如果进入数据开发 页面后，系统默认进入规范建模 页签，则无需再次单击规范建模 页签。
iv. 在规范建模 的左侧导航栏，单击 汇总逻辑表 图标。
4.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入新建汇总逻辑表 页面。
单击左侧导航栏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逻辑表 > 汇总逻辑表 。
在汇总逻辑表 页面，单击汇总逻辑表 后的 图标。
在数据开发的总览页面，单击汇总逻辑表 下的 图标。
5. 在新建汇总逻辑表 配置向导页面，完成以下操作。
i. 在主键信息 页面，选择统计粒度 。
统计粒度 为已提交或已发布的维度。
ii. 选择粒度后，单击进入下一步 。
6. 提交汇总逻辑表。
i. 完成新建汇总逻辑表 配置向导页面的参数配置后，单击提交 。
ii. 在提交备注 对话框，填写备注信息。
iii.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汇总逻辑表的提交。
7. （可选）发布汇总逻辑表至生产环境。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新建的汇总逻辑表，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提交成功的汇总逻辑表，即可进入生产环境。

2.9.2. 编辑汇总逻辑表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编辑汇总逻辑表。

前提条件
完成创建汇总逻辑表，详情请参见新建汇总逻辑表。

背景信息
您可以通过编辑汇总逻辑表的方式，执行以下操作：
> 文档版本：2022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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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派生指标至汇总逻辑表。
添加自定义指标至汇总逻辑表。
修改汇总逻辑表中的派生指标。
查看汇总逻辑表中派生指标和自定义指标的详情。
归类汇总逻辑表中的派生指标和自定义指标。
删除汇总逻辑表中的自定义指标。
编辑汇总逻辑表的权限限制，详情请参见数据开发权限列表。

添加派生指标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进入数据开发模块：
单击快速开始相关工作 区域的规范建模 。
单击快速进入研发项目 区域的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选择开发数据的项目空间。
说明
如果您通过快速开始相关工作 进入数据开发模块，则跳过步骤3。
如果您通过快速进入研发项目 进入数据开发模块，则跳过步骤3和4。
3.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4.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后，单击Dev 或Basic 页签，选择数据开发的项目空间
（非Dat a_dist ill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且项目空间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需要
选择项目空间。
5. 进入汇总逻辑表 页面。
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规范建模 。
如果您进入数据开发 页面后，默认进入规范建模 页签，则不需要再次单击规范建模 页签。
ii. 在规范建模 的左侧导航栏，单击 汇总逻辑表 图标。
6. 鼠标悬停至需要添加派生指标的汇总逻辑表后，再将鼠标悬停至该汇总逻辑表的 图标后，单击编辑 。
7. （可选）解锁汇总逻辑表。
如果汇总逻辑表已被您自己锁定，则不需要解锁。
如果汇总逻辑表已被他人锁定，则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
当 图标变更为 图标后，则解锁成功。
8. 添加派生指标。
i. 在该汇总逻辑表的编辑页面，单击派生指标 页签。
如果您进入该汇总逻辑表页面后，默认进入派生指标 页签，则不需要再次单击派生指标 页签。
ii. 在派生指标 页签，单击新建派生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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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新建派生指标 页面，配置参数，详情请参见新建派生指标。
9. 提交和发布汇总逻辑表。
i. 派生指标添加完成后，单击编辑汇总逻辑表页面上方的 图标，提交汇总逻辑表。
ii. 在提交备注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iii.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汇总逻辑表的提交。
iv. （可选）发布汇总逻辑表至生产环境。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汇总逻辑表，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提交成功的汇总逻辑表，即可进入生产环境。

修改派生指标
1. （可选）解锁汇总逻辑表。
如果汇总逻辑表已被您自己锁定，则不需要解锁。
如果汇总逻辑表已被他人锁定，则执行以下操作，解锁汇总逻辑表：
a. 在汇总逻辑表 页面，单击需要修改派生指标的汇总逻辑表。
b. 单击该汇总逻辑表编辑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
当 图标变更为 图标后，则解锁成功。
2. 在派生指标 页签，单击需要修改的派生指标操作 列下的编辑 。
3. 在编辑派生指标 对话框，修改参数。

参数

描述
派生指标英文名由字母、数字或下划线（_）组合组成。

派生指标英文名

> 文档版本：2022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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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派生指标名称由汉字、数字、字母及下划线（_）或短划线（-）。

派生指标名称

描述

说明

派生指标英文名 不能超过64个字符。

添加或修改派生指标的描述。

4. 单击提交 。
5. 在提交备注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6.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派生指标的编辑。
7. 提交汇总逻辑表。
i. 单击汇总逻辑表页面上方的 图标，提交汇总逻辑表。
ii. 在提交备注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iii.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汇总逻辑表的提交。
8. （可选）发布汇总逻辑表至生产环境。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汇总逻辑表，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提交成功的汇总逻辑表，即可进入生产环境。

查看派生指标详情
1. （可选）解锁汇总逻辑表。
如果汇总逻辑表已被您自己锁定，则不需要解锁。
如果汇总逻辑表已被他人锁定，则执行以下操作，解锁汇总逻辑表：
a. 在汇总逻辑表 页面，单击需要查看派生指标详情的汇总逻辑表。
b. 单击该汇总逻辑表编辑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
当 图标变更为 图标后，则解锁成功。
2. 在派生指标 页签，单击需要查看的派生指标操作 列下的详情 。
3. 在派生指标属性 框中，查看派生指标的所属业务板块、项目及原子指标等信息。

归类派生指标
1. （可选）解锁汇总逻辑表。
如果汇总逻辑表已被您自己锁定，则不需要解锁。
如果汇总逻辑表已被他人锁定，则执行以下操作，解锁汇总逻辑表：
a. 在汇总逻辑表 页面，单击需要归类派生指标的汇总逻辑表。
b. 单击该汇总逻辑表编辑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
当 图标变更为 图标后，则解锁成功。
2. 在派生指标 页签，单击需要归类的派生指标操作 列下的分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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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指标归类 对话框，您可以创建分类和归类指标。

编号

描述
归类指标：
a. 选中分类。
您也可以在搜索框中，输入已有分类名称快速搜索分类。

①

b. 单击确定 ，完成指标归类。
创建分类：
a. 单击创建分类 。
b. 在对话框的输入框中，输入分类名称后，单击确定 。
如果您还没有分类，则执行以下操作新建分类：
i. 在输入框中，输入分类名称。

②

ii. 单击创建 。
说明

如果该汇总逻辑表已有分类，则系统不展示②区域。

添加自定义指标
您可以通过添加自定义指标的方式，将本项目中您负责的物理表中的字段，添加至汇总逻辑表中进行分析计
算。

> 文档版本：2022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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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选）解锁汇总逻辑表。
如果汇总逻辑表已被您自己锁定，则不需要解锁。
如果汇总逻辑表已被他人锁定，则执行以下操作，解锁汇总逻辑表：
a. 在汇总逻辑表 页面，单击需要添加自定义指标的汇总逻辑表。
b. 单击该汇总逻辑表编辑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
当 图标变更为 图标后，则解锁成功。
2. 在汇总逻辑表编辑页面，单击自定义指标 。
如果您进入该汇总逻辑表页面后，默认进入自定义指标 页签，则不需要再次单击自定义指标 页签。
3. 在自定义指标 页签，单击新建自定义指标 。
4. 在新建自定义指标 配置向导页面，完成以下操作。
i. 在主键信息 页面，选择来源物理表 、维度主键 及关联的逻辑 。
ii. 单击关联并下一步 。
iii. 在汇总逻辑表描述信息 页面，选中左侧区域的字段后，单击添加 。
您可以在搜索框中，输入字段英文名的关键字，快速搜索字段。
iv. 在右侧功能区域的新增列表 页签，填写字段英文名 和字段名称 。
您也可以单击操作 列下的删除 ，删除某个字段。
v. 单击确定 ，完成自定义指标的添加。
5. 提交汇总逻辑表。
i. 自定义指标添加完成后，单击编辑汇总逻辑表页面上方的 图标，提交汇总逻辑表。
ii. 在提交备注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iii.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汇总逻辑表的提交。
6. （可选）发布汇总逻辑表。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汇总逻辑表，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提交成功的汇总逻辑表，即可进入生产环境。

查看自定义指标详情
1. （可选）解锁汇总逻辑表。
如果汇总逻辑表已被您自己锁定，则不需要解锁。
如果汇总逻辑表已被他人锁定，则执行以下操作，解锁汇总逻辑表：
a. 在汇总逻辑表 页面，单击需要查看自定义指标详情的汇总逻辑表。
b. 单击该汇总逻辑表编辑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
当 图标变更为 图标后，则解锁成功。
2. 在自定义指标 页签，单击需要查看自定义指标的操作 列下的详情 。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搜索需要查看的自定义指标：
在搜索框中，输入自定义指标名称关键字。
选中某个物理表名 或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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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该自定义指标的属性框中，查看表结构 和表信息 。

删除自定义指标
1. （可选）解锁汇总逻辑表。
如果汇总逻辑表已被您自己锁定，则不需要解锁。
如果汇总逻辑表已被他人锁定，则执行以下操作，解锁汇总逻辑表：
a. 在汇总逻辑表 页面，单击需要删除自定义指标的汇总逻辑表。
b. 单击该汇总逻辑表编辑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
当 图标变更为 图标后，则解锁成功。
2. 在自定义指标 页签，单击需要删除的自定义指标操作 列下的删除 。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查询需要删除的自定义指标：
在搜索框中，输入自定义指标名称关键字。
选中某个物理表名 或单击

图标后，选中某个汇总逻辑表指标分类 。

3. 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完成指标的删除。
4. 提交汇总逻辑表。
i. 单击编辑汇总逻辑表页面上方的 图标，提交汇总逻辑表。
ii. 在提交备注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iii.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汇总逻辑表的提交。
5. （可选）发布汇总逻辑表。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汇总逻辑表，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提交成功的汇总逻辑表，即可进入生产环境。

归类自定义指标
1. （可选）解锁汇总逻辑表。
如果汇总逻辑表已被您自己锁定，则不需要解锁。
如果汇总逻辑表已被他人锁定，则执行以下操作，解锁汇总逻辑表：
a. 在汇总逻辑表 页面，单击需要归类自定义指标的汇总逻辑表。
b. 单击该汇总逻辑表编辑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
当 图标变更为 图标后，则解锁成功。
2. 在自定义指标 页签，单击需要归类的自定义指标操作 列下的分类 。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查询需要归类的自定义指标：
在搜索框中，输入自定义指标名称关键字。
选中某个物理表名 或单击

图标后，选中某个汇总逻辑表指标分类 。

3. 在指标归类 对话框，您可以创建分类和归类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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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归类指标：
a. 查询分类。
在搜索框中，输入已有分类名称，快速搜索分类。

①

b. 选中分类。
c. 单击确定 ，完成指标归类。
创建分类：
a. 在输入框中，输入分类名称。
b. 单击创建分类 。
如果您还没有分类，则需要新建分类：
i. 在输入框中，输入分类名称。

②

ii. 单击创建 。
说明

如果该汇总逻辑表已有分类，则系统不展示②区域。

2.9.3. 物理化配置汇总逻辑表
物理化配置用于配置汇总逻辑表的自定义参数。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对汇总逻辑表进行物理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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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完成汇总逻辑表的创建，详情请参见新建汇总逻辑表。

背景信息
汇总逻辑表默认存储生命周期为36000天，暂不支持自定义修改。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 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3. 进入汇总逻辑表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且项目空间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
需要选择项目空间。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规范建模 。
iv. 在规范建模 的左侧导航栏，单击 图标。
4. 在 汇总逻辑表 页面的左侧汇总逻辑表列表，将鼠标悬停在需要物理化配置的汇总逻辑表后的 图标，单
击编辑 。
5. （可选）解锁汇总逻辑表。
如果汇总逻辑表已被您自己锁定，则不需要解锁。
如果汇总逻辑表已被他人锁定，则需要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解锁汇总逻辑表。

6. 在该汇总逻辑表的编辑页面，单击页面上方的物理化配置 。
7. 根据物理化配置 对话框提示，配置自定义参数，详情请参见配置自定义任务参数。
8. 提交汇总逻辑表。
i. 完成配置自定义参数后，单击编辑汇总逻辑表页面上方的 图标。
ii. 在提交备注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iii.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汇总逻辑表的提交。
9. （可选）发布汇总逻辑表。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汇总逻辑表，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无需发布汇总逻辑表。

2.9.4. 查看汇总逻辑表信息
汇总逻辑表用于统计以统计粒度（维度）为主题的所有数据。本文为您介绍如何查看汇总逻辑表信息。

前提条件
完成汇总逻辑表的创建，详情请参见新建汇总逻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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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查看汇总逻辑表信息的权限限制，详情请参见数据开发权限列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进入工作区：
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快速开始相关工作 区域中相应的功能模块。
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快速进入研发项目 后的Dev 或Basic 页签，选择相应的项目。
说明
如果您通过快速开始相关工作 进入数据开发模块，则跳过步骤3的i。
如果您通过快速进入研发项目 进入数据开发模块，则跳过步骤3的ii。
3. 进入汇总逻辑表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后，单击Dev 或Basic 页签，选择数据开发
的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且项目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需要
再次选择项目。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规范建模 。
如果进入数据开发 页面后，系统默认进入规范建模 页签，则无需再次单击规范建模 页签。
iv. 在规范建模 的左侧导航栏，单击 汇总逻辑表 图标。
4. 在 汇总逻辑表 页面的左侧汇总逻辑表列表，鼠标悬停至需要查看详情的汇总逻辑表 图标后，单击编
辑。
5. （可选）解锁汇总逻辑表。
如果汇总逻辑表已被您自己锁定，则不需要解锁。
如果汇总逻辑表已被他人锁定且您需要修改汇总逻辑表信息，则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
当 图标变更为 图标后，则解锁成功。
6. 在该汇总逻辑表的编辑页面，单击页面上方的表详情 。
在汇总逻辑表信息 页面，您可以执行如下操作：
查看汇总逻辑表的主键信息 。
查看汇总逻辑表描述信息 或修改描述 。
7. 单击确定 。
8. （可选）提交和发布汇总逻辑表。
如果您修改了汇总逻辑表描述信息 中的描述 、名称 或英文名 信息，则需要提交或发布汇总逻辑表至生
产环境。提交和发布汇总逻辑表的操作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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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
ii. 在提交备注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iii.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汇总逻辑表的提交。
iv. （可选）发布汇总逻辑表至生产环境。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汇总逻辑表，详情请参见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提交成功的汇总逻辑表，即可进入生产环境。

2.9.5. 删除汇总逻辑表
汇总逻辑表用于统计以统计粒度（维度）为主题的所有数据。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删除汇总逻辑表。

前提条件
完成汇总逻辑表的创建，详情请参见新建汇总逻辑表。
完成汇总逻辑表依赖的派生指标的删除。如何删除派生指标，请参见删除派生指标。

背景信息
系统仅支持删除没有派生指标和自定义指标的汇总逻辑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3. 进入汇总逻辑表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研发 。
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非Dat a_dist ill）项目，且项目空间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
需要选择项目空间。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规范建模 。
iv. 在规范建模 的左侧导航栏，单击 图标。
4. 将鼠标悬停在需要删除汇总逻辑表后的 图标，单击删除 。
注意

如果汇总逻辑表存在依赖的派生指标，则无法删除汇总逻辑表。

5. 在提示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6.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汇总逻辑表的删除。

2.10. 规范建模-建模引擎
Dat aphin逻辑表开发、提交和调度运行，会自行根据系统内置规则对逻辑表模型进行校验、物理化，提供查
询使用。标准规范、可靠稳定及高效的逻辑表研发过程依赖于智能建模引擎服务。

逻辑表查询SQ L
> 文档版本：20220708

118

数据开发· 规范建模

智能数据构建与管理 Dat aphin

Dat aphin支持逻辑表雪花模型的查询，即支持基于[逻辑模型.关联维度.关联维度.···.属性]（如订单.买家.会员
类型.类型值）查询所需数据，提高查询类SQL的编码效率。

事实逻辑表/维度逻辑表查询
SQL格式说明如下。
select Column,
LTable.Column,

//逻辑表名.字段名

LTable.Role(relation - dimension).….Dimension_Column,

//逻辑表名.⻆⾊名（关联维

度字段名）.维度属性字段名
from

LD.LTable

where

…

//业务板块名.逻辑表名

select Column,
LTable_Alias.Column,
LTable_Alias.Role(relation - dimension).….Dimension_Column
from

LD.LTable

where

…

Alias

SQL格式举例如下。
select a.dim_industry.in_name,
a.dim_industry.IN_ID,
name,
ceo_name,
from

company_id
LD_demo.dim_company a

where

ds = '${bizdate}'

limit

100;

汇总逻辑表查询
SQL格式说明如下。
select Column,
LTable.Column,
LTable.Dimension(granularity).….Dimension_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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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Column,
Alias.Column,
Alias.Dimension (granularity).….Dimension_Column
from

LD.LTable Alias

where

…

SQL格式举例如下。
select customer_id,
c.dim_customer.address_line1,
c.dim_customer.dim_tax_rate.tx_name,
crt_trd_comm_amt_30d_trd_valid,
acct_cnt_td_actv_account,
watch_sec_cnt_td_actv_watches,
avg_crt_trd_comm_7d,
crt_trd_acct_cnt_7d,
crt_trd_cnt_1d,
avg_crt_trd_comm_1d,
crt_trd_comm_amt_1d_trd_valid,
crt_trd_acct_cnt_1d,
watch_sec_cnt_td_inac_watches,
watch_sec_cnt_td,
acct_cnt_td,
crt_trd_cnt_7d
from

LD_DEMO.DWS_CUSTOMER c

where ds='${bizdate}'
limit 100;

说明
如果维度逻辑表两个角色引用的字段有重名，需要给两个字段命别名，以防字段名冲突。
仅主维度的维度逻辑表可以被查询（子维度的维度逻辑表不可查询），包含被作为关联维度（取
角色名）的情况。
子维度的维度逻辑表包含的字段，合并在主维度的维度逻辑表字段list 中。
组成汇总逻辑表统计粒度的维度，可以通过类似关联维度方式引用，汇总逻辑表select * 可获
取[维度_主键]数据。为防全表扫描过慢，建议使用select 汇总表.维度表.主键获取主键，select
汇总表.维度表.属性获取属性信息。

计算逻辑重复性校验
Dat aphin核心价值之一定义无二义性，且命名、计算逻辑无重复。提交规范定义、逻辑表对象时，Dat aphin
会校验对象的英文名、中文名、计算逻辑完全没有重复。如果计算逻辑存在重复，则进行系统提示，避免误
创建同名不同义、或者同义不同名的对象。
新建或编辑之后，在您提交并发布时间周期、维度、维度逻辑表字段、事实逻辑表、事实逻辑表字段、原子
指标、业务限定、汇总逻辑表自定义指标时，会基于AST 抽象语法树结构进行解析，在命名空间内进行计算
逻辑（或表达式）重复性校。如果校验有重复，则提示对象计算逻辑重复。

模型多版本动态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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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刷新可以提高逻辑表提交及物理化的效率，增加逻辑表变更的灵活性，也可以降低物理表变更及历史数
据变更迁移的计算引擎源资源消耗。在SQL任务调度时，系统会基于当前最新的逻辑表物理化情况自动识别
和路由对应的物理表，从而获取查询所需的数据。
逻辑表的版本信息，可以在逻辑表编辑页面上方的菜单栏中，单击版本信息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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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编码研发
3.1. 数据开发概述
数据开发包括编码研发和规范建模。编码研发用于构建计算任务，例如创建SQL代码任务, Shell任务, Pyt hon
任务, MR任务和Spark任务；规范建模用于构建逻辑化的数据模型。

功能介绍
规范建模 ：基于已明确的业务需求，从业务顶层开始设计，规范定义数据的标准及计算口径。同时，根据
业务需求完成数据模型的设计。
规范建模 为您提供可视化、标准化、规范化和自动化定义数据，而非传统手动写SQL代码的方式，这样就
避免了统计指标计算口径不一致的情况。可视化构建数据仓库的模型，逻辑表提交后即生成对应智能黑盒
调度任务，自动化生产数据。
说明

仅绑定数据板块的项目支持规范建模 功能。

数据处理 ：通过编写代码的方式构建复杂的数据模型、构建同步任务和构建不同类型的代码任务。
即席查询 ：即主题式查询，面向业务主题的数据查询，屏蔽了物理模型中技术特性带来的影响，基于逻辑
模型从业务视角出发对外提供查询服务。
Dat aphin支持Basic 和Dev-Prod 的数据开发模式：
Basic 项目绑定了Basic 数据板块，系统支持规范建模 功能。Basic 项目绑定了Prod 数据板块，则系统不
支持规范建模 功能，仅支持数据处理 和即席查询 功能。
Dev 项目支持规范建模 、数据处理 和即席查询 功能。Prod 项目支持规范建模 和数据处理 功能。

数据开发界面介绍
说明

如果您的Dat aphin实例为基础研发版，则不支持规范建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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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当前打开的项目名称，以及项目的环境类型（Pro d 或Dev ）。您可以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①

图标，在下拉列表中，依次选择项目分类（Pro d 、Dev 或Basic ）及项目名称，切换项
目。同时，您也可以在搜索框中输入项目名称关键词，快速搜索项目，提高了搜索的效
率。
环境类型标识按钮，单击 图标，切换Dev 和Pro d 项目。Pro d 项目表示生产环境的项
目，Dev 项目表示开发环境项目。
例如，当前您访问的是Dev 项目（编号②的环境类型标识为

②

换至Pro d 项目（编号②的环境类型标识为

说明

图标），单击 图标后，切

图标）。

Basic 项目没有环境类型标识按钮。

③

快速新建规范建模、数据处理、回收站、即席查询任务的入口。同时为您记录最近打开的
任务，便于您快速查询。

④

刷新任务列表、新建文件和新建文件夹的按钮。
在全局搜索框中输入物理表、逻辑表、规范定义、函数或资源等名称的关键字，搜索目标
对象。您可以单击研发 、萃取 和资产 页签，快速搜索目标对象。
同时，您也可以单击

⑤

图标，在代码搜索 框中，输入代码的关键字快速搜索代码。

说明
系统仅支持搜索已提交 、开发中 和已发布 状态的代码
系统仅支持搜索版本升级后（2020年7月14日）提交过的代码。

⑥

展示了规范建模的快速入口。

⑦

展示了统一运维的流程。

⑧

展示了数据处理支持的编码任务，并提供了创建任务的入口。

实时引擎适配功能说明
功能特性

Blink

Ververica Flink

开源Flink

适配离线引擎

MaxCompute

MaxCompute

Hadoop（CDH5、
CDH6、CDP、
FusionInsight）T DH

自定义数据源

支持

待支持

待支持

元表

支持

支持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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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特性

Blink

Ververica Flink

开源Flink

镜像表

支持

支持

支持

任务调试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测试表

支持

支持

支持

Flink SQL任务

支持

支持

支持

Flink SQL任务粗粒度配置

支持

支持

支持

Flink SQL任务细粒度配置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Flink SQL任务智能资源配
置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SQL建议（实时模式）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DataStream任务

支持

支持

支持

DataStream任务粗粒度
配置

支持

支持

支持

DataStream任务细粒度
配置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DataStream任务智能资
源配置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实时代码模板

支持

待支持

待支持

资源

支持

支持

支持

自定义函数

支持

支持

支持

监控告警

支持

不支持，需在FlinkVVP平
台配置

支持

监控告警-业务延时过高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监控告警-T PS超过范围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监控告警-失败率超过配置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监控告警-数据滞留超过配
置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监控告警-Checkpoint失
败配置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监控告警-反压持续时间超
过配置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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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特性

Blink

Ververica Flink

开源Flink

资产-元表血缘

支持

支持

支持

资产-镜像表血缘

支持

支持

支持

元表权限管理

支持

支持

支持

镜像表权限管理

支持

支持

支持

自定义实时函数权限管理

支持

支持

支持

元表数据质量

支持

支持

支持

跨租户发布

不支持

支持

待支持

实时数据源支持情况
数据源类型

数据源名称

Ververica Flink

Blink

开源Flink

大数据存储

MaxCompute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关系型数据库

PolarDB-X（原
DRDS）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关系型数据库

AnalyticDB for
MySQL 3.0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消息队列

Log Service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NoSQL

Aliyun HBase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大数据存储

DataHub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消息队列

Kafka

支持

支持

支持

NoSQL

T ablestore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消息队列

RocketMQ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NoSQL

Cloud HBase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消息队列

Swift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NoSQL

Redis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消息队列

Random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NoSQL

T SDB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大数据存储

Hologres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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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类型

数据源名称

Ververica Flink

Blink

开源Flink

关系型数据库

HybridDB for
MySQL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NoSQL

Lindorm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消息队列

MetaQ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NoSQL

T air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关系型数据库

T DDL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消息队列

T imeT unnel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大数据存储

Elastic Search

支持

支持

支持

关系型数据库

AnalyticDB for
MySQL 2.0

不支持

支持

不支持

实时自定义源

-

不支持

支持

不支持

关系型数据库

Postgres CDC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关系型数据库

MySQL CDC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关系型数据库

SQL Server CDC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关系型数据库

RDS for
MySQL（DRDS）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关系型数据库

DRC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关系型数据库

light.DRC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消息队列

AntQ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大数据存储

Explorer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NoSQL

AntHBase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NoSQL

ZDAL HBase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NoSQL

GBase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关系型数据库

MySQL PB Proxy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NoSQL

T Base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NoSQL

Apache HBase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大数据存储

Apache Hive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大数据存储

Apache HDFS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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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phin SQ L语法解析器关键字
Dat aphin中语法解析器的保留字和关键字与MaxComput e的保留字和关键词一致，详细内容请参见保留字与
关键字。

3.2. 新建资源
资源管理用于存储、管理代码研发过程中所需的文件，如JAR、JSON、Pyt hon等资源文件。本文为您介绍如
何新建资源。

背景信息
根据业务场景的需求，您可以将计算任务研发过程中所需的文件，上传至Dat aphin平台，在代码研发过程中
引用该文件。
管理资源的权限限制，详情请参见数据开发权限列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进入工作区：
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快速开始相关工作 区域中的数据研发 。
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快速进入研发项目 后的Dev 或Basic 页签，选择相应的项目。
说明
如果您通过快速开始相关工作 进入数据开发模块，则跳过步骤3的i。
如果您通过快速进入研发项目 进入数据开发模块，则跳过步骤3的i和ii。
3. 进入资源管理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研发 。
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单击Dev 或Basic 页签，选择数据开发的项目空间。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项目，且为数据开发的项目空间，则不需要再次选择项目空间。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数据处理 。
如果进入数据开发 页面，系统默认进入数据处理 页签，则无需再次单击数据处理 。
iv.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资源管理 图标。

4. 在资源管理 页面，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入新建资源 页面。
单击资源管理 后的 图标。
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数据处理 > 资源 。
在开发 首页，单击资源管理 下的 图标。
5. 在新建资源 对话框中，配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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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类型

选择上传文件的类型 。系统默认支持上传f ile 、jar 、Pyt ho n类型文件及其他
（o t hers ）。

名称

填写资源的名称 。资源的名称 在项目内不允许重复。名称 由字母、数字、下划线
（_）或英文句号（.）组合组成。

描述

填写对资源简单的描述。

上传文件

根据已选的类型 ，选择上传文件 。

计算类型

选择资源的计算类型。

选择目录

选择已创建的文件夹作为资源的目录。

6. 单击提交 ，完成资源的提交。
7. 在提交备注 对话框，填写备注信息。
8. 单击确定并提交 。
9. 发布资源至生产环境。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则需要发布已提交的资源，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则提交成功的资源，即可进入生产环境。

3.3. 新建用户自定义函数
离线计算函数用于管理离线计算任务代码开发过程中用到的SQL函数，包括计算引擎源常用且系统默认支持
的函数和用户自定义函数，前者不支持编辑操作。本文为您介绍如何新建用户自定义函数。

前提条件
已完成资源的创建。具体操作，请参见新建资源。

背景信息
> 文档版本：2022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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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 aphin系统根据函数类型定义了函数的目录，帮助您更好地管理函数。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进入工作区：
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快速开始相关工作 区域中的数据研发 。
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快速进入研发项目 后的Dev 或Basic 页签，选择相应的项目。
说明
如果您通过快速开始相关工作 进入数据开发模块，则跳过步骤3.i。
如果您通过快速进入研发项目 进入数据开发模块，则跳过步骤3.ii。
3. 进入函数管理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的研发 。
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数据开发的项目空间（Dev 或Basic 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项目，且项目空间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需要选择项目空
间。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数据处理 。
iv. 在数据处理 页签，单击左侧导航栏的

图标。

4. 在函数管理 页面，进入新建函数 对话框。
系统支持新建的函数类型，根据Dat aphin系统的计算引擎不同而不同：
如果Dat aphin系统的计算引擎为MaxComput e，则系统支持选择MAXC函数 或FLINK函数 。
如果Dat aphin系统的计算引擎为ADB for Post greSQL，则系统支持选择ADB函数 或FLINK函数 。
您可以通过以下任何一种方式，进入新建函数 对话框：
单击函数管理 后的 图标，选择新建函数类型。
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数据处理 > 函数 后选择函数类型。
在数据开发 首页，单击ADB函数 、MAXC函数 或FLINK函数 下的 图标。
5. 在新建函数 对话框，配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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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名称

填写名称。名称由字母，数字，下划线（_）组合组成，且首字符仅限字母。
选择资源文件。下拉框中提供的是匹配当前项目的资源名称。
说明
当前，仅支持选择PYT HON、JAR格式的文件进行定义函数。
选择多个资源时，仅限选择同一种资源类型。

选择资源

如果您还没有资源，则需要创建资源。具体操作，请参见新建资源。

填写UDF函数类名。不同类型资源的类名配置如下：
当资源类型为JAR时，配置的类名格式为 Java包名称.实际类名 。
例如， com.dataphin.examples.udf 为Java包的名称，T estExample为实
类名

际类名，则类名参数配置
为 com.dataphin.examples.udf.TestExample 。
当资源类型为Python时，配置的类名格式为 Python资源名称.实际类名 。
例如， Dataphin_Test 为Python资源名称，UdfT est为实际类名，则类名参
数配置为Dataphin_T est.UdfT 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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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类型

选择类型，下拉框中可供选择的类型包含窗口 、统计 、数值 、字符串 、时间 、ip地
址相关函数 、URL 、编译码 、业务 、其他 。

命令格式

填写命令格式。命令格式即函数引用格式，例如， bigintweekday (datetime
date) 。
填写函数使用描述，例如。
select

使用文档

get_week_date("20170810",0,2),--获取8⽉10⽇，本周周⼆⽇期。
from

cndata.dual

系统默认为当前函数类型的目录。如果您需要修改，则系统仅支持修改该函数类型
目录下的子目录。
选择目录

例如，您新建的是MAXC函数，则系统自动为您选中MAXC函数为目录。如果您需要
修改目录， 则系统仅支持选择MAXC函数目录下的子目录。

6. 提交用户自定义函数。
i. 完成参数配置后，单击提交 。
ii. 在提交备注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iii.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用户自定义函数的创建，即将自定义函数注册至MaxComput e或ADB for
Post greSQL。
说明 如果自定义函数引用的资源有更新，则需重新提交自定义函数，这样注册至
MaxComput e或ADB for Post greSQL的自定义函数才会更新。
您可以通过即席查询 （具体操作，请参见查询并下载数据）编写SQL代码（SQL代码中引用该函数）验证
函数是否符合预期效果。SQL查询语句示例如下。
select
get_week_date("20170810",0,2),--获取8⽉10⽇本周周⼆⽇期。
from

cndata.dual

7. （可选）发布用户自定义函数至生产环境。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则需要发布已提交的用户自定义函数。具体操作，请参见管理发布任
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则提交成功的用户自定义函数，即可进入生产环境。

3.4. 新建MAXC任务
3.4.1. 新建SQL任务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基于Dat aphin构建SQL类型的离线计算任务。

背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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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离线计算任务适用于对已有数据进行加工处理，生成符合业务场景需求的数据的场景。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进入数据开发模块：
单击快速开始相关工作 区域的数据研发 。
单击快速进入研发项目 区域的Dev 或Basic 项目，选择开发数据的项目空间。
说明
如果您通过快速开始相关工作 进入数据开发模块，则跳过步骤3.i。
如果您通过快速进入研发项目 进入数据开发模块，则跳过步骤3.ii。
3. 进入计算任务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的研发 。
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后，单击Dev 或Basic 页签，选择数据开发的项目空间
（Dev 或Basic 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项目，且项目空间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需要选择项目空
间。
iii. （可选）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数据处理 页签。
如果进入数据开发 页面后，系统默认进入数据处理 页签，则无需再次单击数据处理 页签。
iv. 在数据处理 页签，单击左侧导航栏

计算任务 图标。

4. 在计算任务 页面，进入新建SQL任务的新建文件 对话框。
单击计算任务 后的 图标，选择MAXC任务 > MAX_COMPUT E_SQL。
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数据处理 > 计算任务 > MAX_COMPUT E_SQL。
在开发 首页，单击MAXC_SQL后的 图标。
5. 编写并运行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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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新建文件 对话框，配置参数。

参数

描述

名称

填写离线计算任务的名称，例如SQL。
选择任务的调度类型。调度类型 包括：

调度类型

周期性节点 ，自动参与系统的周期性调度。
手动节点 ，需要手动触发任务的运行。

描述

填写对任务的简单描述。

选择目录

选择离线计算任务的目录。

ii. 单击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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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代码编写 页面，编写离线计算任务的SQL代码。

iv. 检查代码。
代码编写完成后，单击预编译 ，系统帮助您检查编写的SQL代码的语法。
如果预编译失败，您可以单击页面上方的格式化 ，系统自动帮助您调整语法格式。调整完格式，您
可以单击刷新 ，刷新页面上的代码。
v.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执行 ，运行代码。
6. （可选）配置调度参数。
如果离线计算任务的调度类型为周期性节点 ，则需要配置调度参数，详情请参见调度配置。
如果离线计算任务的调度类型为手动节点 ，需要手动触发任务的调度。
7. 在代码编写页面，保存并提交SQL任务。
i.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保存代码。
ii.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提交代码。
iii. 在提交备注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iv. 单击确定并提交 。
8. （可选）发布SQL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SQL任务，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提交成功后的SQL任务，即可参与生产环境的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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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新建MapReduce任务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基于Dat aphin构建MapReduce类型的离线计算任务。

前提条件
完成JAR资源包的上传，详情请参见新建资源。

背景信息
MapReduce任务中引用到的JAR资源包需提前创建，因此需要您在资源管理中上传JAR资源包，然后在
MapReduce代码任务中引用。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3.
4. 在计算任务 页面，进入新建MapReduce任务文件对话框。
单击计算任务 后的 图标，选择MAXC任务 > MAX_COMPUT E_MR。
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数据处理 > 计算任务 > MAX_COMPUT E_MR。
在开发 首页，单击MAXC_MR后的 图标。
5. 编写并运行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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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新建文件 对话框，配置参数。

参数

描述

名称

填写离线计算任务的名称，例如MR。
选择任务的调度类型。调度类型 包括：

调度类型

周期性节点 ，自动参与系统的周期性调度。
手动节点 ，需要手动触发任务的运行。

描述

填写对任务的简单描述。

选择目录

选择离线计算任务的目录。

ii. 单击确定 。
iii. 在代码编写 页面，编写MapReduce离线计算任务的代码，详情请参见MapReduce。

代码示例如下：
@resource_reference{"mr_odps.jar"}
add jar mr_odps.jar as momo.jar -f;
jar -resources

momo.jar -classpath mr_odps.jar hive.WordCountOdps wc_in wc_out;

iv. 检查代码。
代码编写完成后，单击预编译 ，系统帮助您检查编写的SQL代码的语法。
如果预编译失败，您可以单击页面上方的格式化 ，系统自动帮助您调整语法格式。调整完格式，您
可以单击刷新 ，刷新页面上的代码。
v. 代码编写完成后，单击页面右上方的执行 ，运行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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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可选）配置调度参数。
如果离线计算任务的调度类型为周期性节点 ，则需要配置调度参数，详情请参见调度配置。
如果离线计算任务的调度类型为手动节点 ，需要手动触发任务的调度。
7. 在代码编写页面，保存并提交MapReduce任务。
i.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保存代码。
ii.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提交代码。
iii. 在提交备注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iv. 单击确定并提交 。
8. （可选）发布MapReduce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MapReduce任务，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提交成功后的MapReduce任务，即可参与生产环境的调度。

3.4.3. 新建Spark任务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基于Dat aphin构建Spark类型的任务。

前提条件
完成上传JAR或PYT HON文件，详情请参见新建资源。

背景信息
Spark任务中引用到的JAR和PYT HON文件需要提前创建，因此您在资源管理中先上传JAR和PYT HON文件，然
后在Spark任务中引用。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3.
4. 在计算任务 页面，进入新建文件 对话框。
单击计算任务 后的 图标，选择MAXC任务 > SPARK_JAR_ON_MAX_COMPUT E。
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数据处理 > 计算任务 > SPARK_JAR_ON_MAX_COMPUT E。
在开发 首页，单击MAXC_SPARK_JAR后的 图标。
5. 编写并运行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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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新建文件 对话框，配置参数。

参数

描述

名称

填写离线计算任务的名称，例如Spark_python。
选择任务的调度类型。调度类型 包括：

调度类型

周期性节点 ，自动参与系统的周期性调度。
手动节点 ，需要手动触发任务的运行。

描述

填写对任务的简单描述。

选择目录

选择离线计算任务的目录。

ii. 单击确定 。
iii. 在代码编写 页面，编写Spark离线计算任务的代码。
代码示例如下。
@resource_reference{"spark.py"}
spark-submit
--deploy-mode cluster
--conf spark.hadoop.odps.task.major.version=cupid_v2
--conf spark.hadoop.odps.end.point=http://service.cn.maxcompute.aliyun.com/api
--conf spark.hadoop.odps.runtime.end.point=http://service.cn.maxcompute.aliyun-inc.
com/api
--master yarn
spark.py

其中， resource_reference{} 为引用JAR或PYT HON文件资源包，其它语句均为固定语法。
iv. 检查代码。
代码编写完成后，单击预编译 ，系统帮助您检查编写的SQL代码的语法。
如果预编译失败，您可以单击页面上方的格式化 ，系统自动帮助您调整语法格式。调整完格式，您
可以单击刷新 ，刷新页面上的代码。
v.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执行 ，运行代码。
6. （可选）配置调度参数。
> 文档版本：2022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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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离线计算任务的调度类型为周期性节点 ，则需要配置调度参数，详情请参见调度配置。
如果离线计算任务的调度类型为手动节点 ，需要手动触发任务的调度。
7. 在代码编写页面，保存并提交Spark任务。
i.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保存代码。
ii.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提交代码。
iii. 在提交备注 页面，填写备注信息。
iv. 单击确定并提交 。
8. （可选）发布Spark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Spark任务，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提交成功后的Spark任务，即可参与生产环境的调度。

3.5. 开发流批一体任务
3.5.1. 新建镜像表
镜像表帮助您统一管理Flink计算任务中的实时表和离线表。本文为您介绍如何生成镜像表。

背景信息
如果Flink任务的生效模式为实时和离线，则新建计算任务开发即有实时表又有离线表。Dat aphin支持新建镜
像表，镜像表映射了实时表和离线表。您在开发计算任务时只需要引用镜像表，系统会为您自动生成实时实
例和离线实例，提高了计算任务的研发效率。

步骤一：新建镜像表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进入工作区：
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快速开始相关工作 区域中的数据研发 。
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快速进入研发项目 后的Dev 或Basic 页签，选择相应的项目。
说明
如果您通过快速开始相关工作 进入数据开发模块，则跳过步骤3.i。
如果您通过快速进入研发项目 进入数据开发模块，则跳过步骤3.ii。
3. 进入表管理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的研发 。
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数据开发的项目空间（Dev 或Basic 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项目，且项目空间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需要选择项目空
间。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数据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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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在数据处理 页签，单击左侧导航栏 表管理 图标。
4. 在表管理 页面，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入新建镜像表 对话框。
单击表管理 后的 图标后，选择镜像表 。
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数据处理 > 表 > 镜像表 。
5. 在新建镜像表 对话框，配置镜像表名称 、选择目录 和描述 。
6. 单击确定 。
7. 在主表开发页面，添加字段。
系统支持SQL导入字段、批量导入字段和单行导入字段的方式，新建主表字段：
SQL语句导入字段。
a. 单击SQL导入字段 。
b. 在SQL导入 对话框，单击参考示例 ，查看代码示例，编写导入字段的代码，代码示例如下。
create table dwi_pub_hbd_cate_mtr (
rowkey VARCHAR comment 'rowkey',
stat_date VARCHAR comment 'stat_date',
keymin VARCHAR comment 'keymin',
PRIMARY KEY(rowkey)
)

c. 单击确定 。
批量导入字段。
a. 单击批量导入 。
b. 在批量导入 对话框，查看代码示例，编写批量导入字段的代码，代码示例如下。
rowkey||VARCHAR||rowkey
rowkey1||VARCHAR||rowkey1
rowkey2||VARCHAR||rowkey2
stat_date||VARCHAR||stat_date
keymin||VARCHAR||keymin

c. 单击确定 。
单行添加字段。
a. 单击单行添加 。
b. 在单行添加 对话框，填写字段名 和描述 ，选择字段类型 。
c. 单击确定 。
如果您已添加了字段，还需继续添加字段，则单击主表显示框右上方的 图标后，选择添加字段的方
式。

步骤二：关联实时表和离线表
1. 在主表开发页面，单击选择关联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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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新建关联关系 对话框，填写关联的实时表和离线表。

关联表

参数

描述

选择项目

选择关联实时表的项目。

选择实时表

选择实时表。

选择项目

选择关联离线表的项目。

选择离线表

选择离线表。

关联实时表

关联离线表

3. 单击确定 。
4. 关联字段。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关联字段：
手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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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实时表或离线表中需要关联的字段后，单击主表中需要关联的字段。关联后的字段使用连线连
接。

您也可以单击连线上的 后，在删除字段关联 对话框，单击确定 ，删除已关联的字段。
自动关联
单击页面上方的自动关联 ，系统会自动关联镜像表与实时表和离线表同名的字段，并生成连线。
如果已有关联字段，则自动关联会导致原有连线会被覆盖。
批量关联
a. 单击页面上方的批量关联 。
b. 在批量关联 对话框，单击参考示例 。参考示例编写关联字段的代码。
镜像表字段,实时表字段,离线表字段
镜像表字段,实时表字段,离线表字段
镜像表字段,实时表字段,离线表字段

c. 单击确定 。

步骤三：预览镜像关系
在镜像表开发页面，页面右侧为您展示镜像关系预览 面板。在镜像关系预览 面板，查看实时表、离线表和
镜像表之间的映射关系。
如果您已关闭了镜像关系预览 面板，则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打开镜像关系预览面板。

步骤四：提交或发布镜像表
1. 在镜像表开发页面，单击页面上方的 图标，保存镜像表。
2. 单击页面上方的 图标。
3. 在提交备注 对话框，填写备注信息。
4. 单击确定并提交 。
5. （可选）发布镜像表至生产环境。
根据当前项目的开发模式，选择是否需要镜像表：
如果项目为Basic模式，则无需发布镜像表，提交成功的镜像表即可进入生产环境。
如果项目为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镜像表至生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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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新建元表
元表帮助您统一配置与管理计算任务开发过程中用到的输入表、输出表、维表。本文为您介绍如何新建元
表。

背景信息
元表只有在解锁的状态下，才支持编辑、移动、克隆和删除等操作。
如果元表已被您自己锁定，则无需解锁元表。
如果元表已被他人锁定，则执行以下操作，解锁元表：
a. 在元表页面，单击需要编辑、移动、克隆或删除等操作的元表。
b. 在元表的详情页面，单击右上方的 图标。
当 图标变更为 图标时，该实时元表解锁成功。
管理元表的权限限制，详情参见数据开发权限列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进入工作区：
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快速开始相关工作 区域中的数据研发 。
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快速进入研发项目 后的Dev 或Basic 页签，选择相应的项目。
说明
如果您通过快速开始相关工作 进入数据开发模块，则跳过步骤3.i。
如果您通过快速进入研发项目 进入数据开发模块，则跳过步骤3.ii。
3. 进入表管理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的研发 。
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数据开发的项目空间（Dev 或Basic 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项目，且项目空间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需要选择项目空
间。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数据处理 。
iv. 在数据处理 页签，单击左侧导航栏 表管理 图标。
4. 在表管理 页面，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入新建元表 对话框。
单击表管理 后的 图标后，选择元表 。
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数据处理 > 表 > 元表 。
在数据开发首页，单击元表 下的 图标。
5. 在新建元表 对话框，配置元表名称 、数据源 、选择目录 和描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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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数据源的配置参数不同。请根据对话框提示完成参数的配置。
6. 单击确定 。
7. （可选）添加字段。
通过SQL导入 的方式添加字段：
a. 在实时元表页面，鼠标悬停至添加字段 上，选择SQL导入 。
b. 在SQL导入 对话框中，编写SQL代码，代码示例如下。
create table dwi_pub_hbd_cate_mtr (
rowkey

VARCHAR

stat_date
keymin

comment 'rowkey',

VARCHAR

VARCHAR

comment 'stat_date',

comment 'keymin',

PRIMARY KEY(rowkey)
)
with (
type='alihbase',
diamondGroup='null',
zkQuorum='hbasemaster74000.sg94.tbsite.net,hbasemaster74001.sg94.tbsite.net
,hbasemaster74002.sg94.tbsite.net,hbase74000.sg94.tbsite.net,hbase74001.sg94.tbsi
te.net',
diamondKey='null',
zkNodeParent='/group-sg94-lzd-mix',
columnFamily='info',
tableName='dwi_pub_hbd_cate_mtr_001',
stringWriteMod='true'
);

c. 单击确定 ，完成字段的添加。
通过批量导入 的方式添加字段：
a. 在实时元表页面，鼠标悬停至添加字段 上，选择批量导入 。
b. 批量导入 对话框中，编写代码，代码示例如下。
ID,INT,描述,false,true,
name,INT,描述,false,true

c. 单击确定 。
通过单行添加 的方式添加字段：
a. 在实时元表页面，鼠标悬停至添加字段 上，选择单行添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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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单行添加 对话框，配置参数。

c. 单击确定 ，完成字段的添加。
同时，您可以对已添加的字段，执行如下操作。
操作

描述
执行如下操作，编辑字段：
i. 在元表页面，单击操作 列下的

编辑

图标。

ii. 根据编辑页面的提示，修改参数。
iii. 完成参数修改后，单击完成 。
执行如下操作，删除字段：

删除

i. 在元表页面，单击操作 列下的 图标。
ii. 在提示 对话框中，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字段的删除。
执行如下操作，重新排序字段：

排序

i. 在元表页面，单击排序 。
ii. 根据页面提示，单击完成 ，完成字段的排序。

搜索

在搜索框中输入字段的名称或字段名称关键字进行搜索字段。

刷新

单击

图标，重新解析元表中的字段。

8. 保存并提交元表。
i. 在元表的开发页面，单击右上角的

图标，保存元表。

ii. 在元表的开发页面，单击右上角的 图标，提交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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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提交备注 对话框，填写备注信息。
iv. 单击确定并提交 。
9. （可选）发布元表至生产环境。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元表，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提交成功的元表，即可进入生产环境。
对已添加的元表，您可以执行如下操作。
操作

描述
a. 在表管理 页面，单击需要查看的元表。
b. 在元表详情页面，单击版本信息 ，可以查看历史版本提交情况：

查看元表版本信息

单击操作 列下的

图标，查看版本对比。

同时，单击回滚到对比版本 ，回滚到历史版本。
单击操作 列下的

查看元表信息

图标，查看代码。

a. 在表管理 页面，单击需要查看的元表。
b. 在元表详情页面，单击元表信息 ，可以查看元表的基本信息和引用信息。
您可以通过修改元表的方式，修改元表的基本信息和字段：
a. 在表管理 页面，将鼠标悬停在需要修改的元表后的 图标，单击编辑 。
b. 修改元表的基本信息：
a. 在实时元表详情页面，单击页面上方的元表信息 。
b. 在元表信息 对话框，修改参数。

修改元表

如果元表是基于系统提供的实时数据源类型构建的，则您可以修改数
据源 、来源t o pic 、描述 及参数KV 配置 。
如果元表是基于自定义实时数据源构建的，则您可以修改数据
源 、描述 及参数KV 配置 。
c. 单击确定 。
c. 在实时元表详情页面，您可以添加、修改或删除元表的字段。
d. 提交或发布元表。

a. 在表管理 页面，将鼠标悬停在需要移动的元表后的 图标，单击移动 。
移动元表

b. 在移动文件 对话框，选择目录。
c. 单击确定 ，完成元表的移动。

a. 在表管理 页面，将鼠标悬停在需要克隆的元表后的 图标，单击克隆 。
克隆元表

b. 在克隆元表 对话框，配置参数。
c. 单击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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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说明
删除元表

系统仅支持删除没有被计算任务引用的元表。

a. 在表管理 页面，将鼠标悬停在需删除的元表后的 图标，单击删除 。
b. 在提示 对话框，填写备注信息。
c.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元表的删除。

3.5.3. 新建自定义源
您可以根据业务场景的需求，自定义实时数据源。本文为您介绍如何新建自定义源。

前提条件
上传JAR文件，详情请参见新建资源。

背景信息
自定义源即自定义实时数据源。系统支持通过JAR文件，自定义实时数据源。当实时数据源提交后，即可基
于该实时数据源新建实时计算元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进入工作区：
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快速开始相关工作 区域中的数据研发 。
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快速进入研发项目 后的Dev 或Basic 页签，选择相应的项目。
说明
如果您通过快速开始相关工作 进入数据开发模块，则跳过步骤3。
如果您通过快速进入研发项目 进入数据开发模块，则跳过步骤3和4。
3. 进入自定义源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的研发 。
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后，单击Dev 或Basic 页签，选择数据开发的项目空间
（Dev 或Basic 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项目，且项目空间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无需选择项目空间。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数据处理 页签。
如果在数据开发 页面，默认进入数据处理 页签，则无需再次单击数据处理 页签。
iv. 在数据处理 页签，单击左侧导航栏的 自定义源 图标。
4. 在自定义源 页面，进入新建实时自定义源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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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自定义源 后的 图标。
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数据处理 > 自定义源 。
在数据开发首页，单击自定义源 下的 图标。
5. 在新建自定义源 对话框中，配置参数。

参数

描述
自定义数据源的名称。系统仅支持英文字符、数字、下划线（_）组合组成。命名的
限制如下：

名称

系统不支持名称的首字母是数字。
系统不支持名称与已提交的自定义源名称重复。

选择JAR包

自定义数据源的JAR包。系统仅支持选择已提交的JAR包。

ClassT ype

JAR包的ClassT ype 。系统支持选择class 和t ableFact o ryClass 。

ClassPat h

ClassPat h的路径。

选择目录

选择自定义数据源的目录。

描述

实时数据源的描述。

6. 单击提交 ，提交新建的自定义源。
7. 根据提交备注 对话框提示，填写备注信息。
8.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自定义源的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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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可选）发布自定义源至生产环境。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则需要发布自定义源，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系统仅支持删除没
有被已提交的实时计算元表引用的自定义源。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则提交成功的自定义源，即可进入生产环境。
对已添加的自定义源，您可以执行如下操作。
操作

描述
Dataphin支持查看自定义源的基本信息、引用信息和版本信息：
a. 在自定义源 页面，单击左侧功能区域中需要查看信息的自定义源。
b. 在自定义源属性 框中，查看当前版本的基本信息 、引用信息 和版本信息 ：
版本信息 区域，执行以下操作：
鼠标悬停至

查看自定义源详情

图标后，查看对应版本的详细信息。

单击某个版本操作 列下的

图标，回滚到该版本。在提示 对话框，单

击确定 ，自定义实时数据源的版本就可以回滚到该版本。
引用信息 区域，单击引用的实时计算元表，查看实时计算元表详情。
说明
当基于自定义源构建的实时计算元表提交后，在该自定
义源的属性框中才可以看到引用信息 。

a. 在自定义源 页面，将鼠标悬停在需要修改的自定义源后的 图标，单击编
辑。
b. 在编辑自定义源 对话框，修改参数。
修改自定义源
说明

系统不支持编辑自定义源的名称 。

c. 提交或发布自定义源。

a. 在自定义源 页面，将鼠标悬停在需要移动的自定义源后的 图标，单击移
移动自定义源

动。
b. 在移动文件 对话框，选择目录。
c. 单击确定 ，完成自定义源的移动。

说明
删除自定义源

系统仅支持删除没有被已提交的实时计算元表引用的自定义源。

a. 在自定义源 页面，将鼠标悬停在需删除的自定义源后的 图标，单击删除 。
b. 在提示 对话框，填写备注信息。
c.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自定义源的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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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新建代码模板
代码模板为数据研发过程中实时计算任务的开发提供模板，提高研发效率。本文为您介绍如何新建代码模
板。

背景信息
新建Flink_T emplat e_SQL类型的实时计算任务中引用代码模板，提高代码的开发效率。
代码模板只有在解锁的状态下，才支持编辑、移动、克隆和删除等操作。
如果代码模板已被您自己锁定，则无需解锁代码模板。
如果代码模板已被他人锁定，则执行以下操作，解锁代码模板：
a. 在代码模板页面，单击需要编辑、移动、克隆或删除等操作的代码模板。
b. 如果代码模板已被他人锁定，则单击代码模板代码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
当 图标变更为 图标时，代码模板解锁成功。
管理代码模板的权限限制，详情参见数据开发权限列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进入工作区：
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快速开始相关工作 区域中的数据研发 。
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快速进入研发项目 后的Dev 或Basic 页签，选择相应的项目。
说明
如果您通过快速开始相关工作 进入数据开发模块，则跳过步骤3.i。
如果您通过快速进入研发项目 进入数据开发模块，则跳过步骤3.ii。
3. 进入代码模板 页面。
i.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的研发 。
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数据开发的项目空间（Dev 或Basic 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项目，且项目空间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需要选择项目空
间。
ii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数据处理 。
iv.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代码模板 图标。
4. 在代码模板 页面，您可以通过以下任何一种方式，进入新建代码模板 页面。
单击代码模板 后的 图标。
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数据处理 > 代码模板 。
在开发 首页，单击代码模板 下的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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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新建代码模板 对话框，填写模板名称 、选择目录 和描述 。

6. 单击确定 。
7. 代码模板的代码开发。
i. 在模板代码开发页面，编写代码。
ii. 单击页面上方的模板信息 ，配置代码中的参数值。
iii. 根据页面提示，填写代码模板中用到参数的参数说明 和默认值 。
iv. 填写完成后，单击确定 ，保存模板信息。
您可以在新建Flink_T emplat e_SQL类型的实时计算任务中引用该模板，同时也可以在实时计算任务
中对模板中的参数进行修改。
8. 保存并提交代码模板。
i. 完成代码开发后，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保存代码模板。
ii.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提交代码模板。

iii. 在提交备注 对话框，填写备注信息。
iv. 单击确定并提交 。
9. （可选）发布代码模板至生产环境。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代码模板，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提交代码模板后，即可进入生产环境。
对已添加的代码模板，您可以执行如下操作。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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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a. 在代码模板 页面，单击需要查看的代码模板。
b. 在代码模板的代码页面，单击页面上方的版本信息 ：
单击某个版本操作 列下的

图标，查看版本对比。

在版本对比 对话框，您可以单击资源配置对比 和模板参数对比 页签，查
看版本的对比信息。同时您还可以执行以下操作，回滚版本：
查看版本信息

a. 在代码对比 和模板参数对比 页面，单击页面下方的回滚到对比版
本。
b. 在提示 对话框，单击确定 ，回滚至该版本。
单击某个版本操作 列下的

图标，查看代码的基本信息。

a. 在代码模板 页面，单击需要查看模板的代码模板。

查看模板信息

b. 在代码模板的代码页面，单击页面上方的模板信息 。在模板信息 页面，查看
模板的基本信息 和参数配置 。
在基本信息 区域，修改描述 。
在参数配置 区域，修改参数的参数说明 和默认值 。
c. 单击确定 ，完成代码模板的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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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只有代码模板被引用后，您才可以查看该代码模板的引用信息。
a. 在代码模板 页面，单击左侧功能区域中需要查看引用信息的代码模板。
b. 在代码模板的代码页面，单击页面上方的引用信息 。在引用信息 页面，查看
代码模板被引用的信息。
同时，您还可以批量启用最新版本和查看不同版本的代码：
批量启用最新版本：
a. 选中多个最新版本后，单击批量启用最新版本 前的

图标。

b. 在提示 对话框中，单击启用 。
查看代码：
查看引用信息

a. 单击引用此模板任务后的

图标，查看代码。

b. 单击查看代码 页面上方的 图标，关闭查看代码 页面。

a. 在代码模板 页面，鼠标悬停至需要修改的代码模板 图标，单击编辑 。
修改代码模板

b. 修改代码模板的代码和模板信息。
c. 提交或发布代码模板。

a. 在代码模板 页面，将鼠标悬停在需要移动的代码模板后的 图标，单击移
移动代码模板

动。
b. 在移动文件 对话框，选择目录。
c. 单击确定 ，完成代码模板的移动。

a. 在代码模板 页面，将鼠标悬停在需要移动的代码模板后的 图标，单击克
克隆代码模板

隆。
b. 在克隆代码模板 对话框，配置参数。
c. 单击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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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说明
删除代码模板

系统仅支持删除没有被实时计算任务引用的代码模板。

a. 在代码模板 页面，将鼠标悬停在需删除的代码模板后的 图标，单击删除 。
b. 在提示 对话框，填写备注信息。
c.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代码模板的删除。

3.5.5. 创建Flink SQL任务
Flink SQL是为了简化计算模型、降低您使用Flink门槛而设计的一套符合标准SQL语义的开发语言。本文为您
介绍如何基于Dat aphin研发Flink SQL类型的计算任务。

背景信息
项目绑定了Flink计算源，即可新建Flink SQL任务。Flink SQL任务支持处理离线与实时计算数据。
新建的Flink SQL任务默认开启实时模式，即只处理实时计算任务。您可以手动开启离线模式，处理离线计算
任务。同时，Flink SQL任务支持处理离线和实时任务。关于Flink SQL更多信息，请参见Flink SQL参考。

注意事项
当前，Flink任务的计算引擎仅支持Blink。

步骤一：新建Flink SQ L任务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3.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研发 。
4. 按照下图指引，进入新建Flink_SQL对话框。

5. 在新建Flink_SQL对话框，配置参数后，单击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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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名称的命名规则如下：
只能包含小写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

名称

名称的长度范围为3~62个字符。
项目内的名称不支持重复。
名称仅支持以英文字母开头。

选择目录

计算任务所属的目录。

资源队列

选择该项目所绑定实时计算源中的资源队列。

引擎版本

选择当前资源队列所支持的版本。

步骤二：开发Flink SQ L任务的代码
1. 在Flink SQL任务代码页面，编写任务的代码。
您可以单击页面右上方的格式化 ，系统自动调整SQL代码格式。
2.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预编译 ，校验代码任务的语法及权限问题。
3.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调试 ，代码任务采样数据并进行本地调试，保障代码任务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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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调试配置 对话框的选择采样模式 页签中，选择调试的模式后，单击下一步 。

ii. 在采样调试数据 页签中，为元数据进行采样调试。
您可以通过自动抽样和上传数据的方式，为元数据进行采样调试。适用场景说明如下：
自动抽样：自动抽样到的数据是随机的，所以适用于对采集到的数据没有限制的场景。选择自动
抽样 后，需要配置抽样条数 。
注意

如果元数据表中没有数据，则自动抽样将采集不到数据。

上传本地数据：自动抽样时元数据采集不到或数据抽样的逻辑比较严格，例如从100万条数据中
抽取其中1条数据，这样采集效率就很低，可以选择手动上传本地数据。
上传本地数据前需要先下载样例，根据下载的样例编辑需要上传的数据，单击上传 后，数据自动
填充至元数据采样 区域。

手动输入：适用于采集的数据比较少，或者需要修改已采集到的数据的场景。
iii. 完成所有数据表的元数据采样后，单击页面下方的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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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在Result 页面，查看调试数据、中间结果和调试结果。

步骤三：配置Flink SQ L任务
1. 在任务配置 页面，确认在实时模式 页签。
在实时模式 页签，为您展示任务运行所使用的资源队列、引擎版本、资源配置类型及自动调优。

资源队列 和引擎版本 默认为创建Flink SQL任务时选择的配置。同时，您也可以修改资源队列和引擎版
本。
i. 选中自定义配置 为资源配置类型 ，并单击去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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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资源配置页面，为您展示一张拓扑图，图中每个方框代表了一个计算任务，都可以进行独立配
置。每个Group代表着Group内部的节点可以存放在一台机器进行计算，可以有效避免数据的网络
传播，提升性能。图中当前的资源配置就是默认为您展示系统推荐的资源配置。

iii. 单击需要配置资源的Group右上角的①后，在自定义配置Group执行参数 对话框配置参数后，单
击确定 。

参数

描述

core

通常，core配置成0.25。即一个CPU可以支持4个线程同时运算，因此core的取
值不能超过1，0.25即可，0.125是最低下限了，同时支持8个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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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单位为MB，heap_memory是堆内存，供Java应用程序使用的内存。

heap_memory

heap_memory及其内部各组成的大小可以通过JVM的一系列命令行参数来控
制，在一般的blink程序中，都会需要一定的heap_memory开销,，例如申请一
定的heap_memory作为程序的缓存等，因此您可以按程序的规模来设置其大
小。
表示同时并发的线程数量，用户可以选择合适的数量来运行自己的任务，并不是
越大越好，越大代表你资源申请的越多，反而对性能有抑制。
通常，一个简单计算节点每秒可以处理2000~4000条之间的数据。

parallel
注意
如果源头是tt，tt的queue大小决定了parallel的上限，不能超
过这个数字，否则程序将报错。

单位为MB，direct_memory并不是虚拟机运行时数据区的一部分，也不是Java
虚拟机规范中定义的内存区域。但是这部分内存也被频繁的使用，而且也可能导
致OutOfMemoryError异常出现。如果您的程序有使用igraph或者swift，可以
适当配置其大小，如16-32MB。
direct_memory

在Java NIO（New Input/Output）类，引入了一种基于通道（Channel）与缓
冲区（Buffer）的I/O方式，direct_memory可以使用Native函数库直接分配堆
外内存，然后同一个存储在Java堆中的DirectByteBuffer对象作为这块内存的引
用进行操作。这样能在一场场景中显著提高性能，因为避免了在Java堆和Native
堆中来回复制数据。
单位为MB，native_memory没有相应的参数来控制大小，其大小依赖于操作系
统进程的最大值（对于32位系统就是3~4G，各种系统的实现并不一样），以及
生成的Java字节码大小、创建的线程数量、维持Java对象的状态信息大小（用于
GC）以及一些第三方的包。
native memory存放下面4种信息：

native_memory

管理Java heap的状态数据（用于GC）。
JNI调用，也就是Native Stack。
JIT （即使编译器）编译时使用native memory，并且JIT 的输入（Java字节
码）和输出（可执行代码）也都是保存在native memory。
NIO direct bu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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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按照下图指引，进入自定义配置Operat or执行参数 对话框并配置参数。完成参数配置后单击确
定。

自定义配置Operat or执行参数 对话框中core、heap_memory、parallel、direct _memory和
nat ive_memory参数解释请参见上一步骤，下表仅对st at e_size、chain_st rat egy参数进行解释。
参数

描述

state_size

保持默认0即可。
chain_strategy用于定义多个节点的链接策略，Dataphin支持的链接策略包括：
Always：默认参数，即和其他节点均部署在一台机器上，没有特殊要求。
Never：节点不会和其他节点放在一台机器上，即需要独立部署。
Head：可以接受和其他节点放在一台机器上，但是只能作为Group的头节
点。

chain_strategy

注意

目前，Head和Never极少出现，默认Always即可。

v. 配置完成后，单击页面右上方的保存 。
注意

如果您想继续使用系统推荐的资源配置，则单击页面右上方的重置为系统初始 。

2. （可选）保存资源配置记录。
注意

仅实时模式支持保存资源配置记录。

如果资源配置类型 为自定义配置 ，则单击资源信息记录 后的保存当前配置为新纪录 。在保存资源记
录 对话框中，输入资源记录名称 后，单击确定 。
对已有的资源信息记录，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操作

描述

查看版本信息

单击某个记录操作 列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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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启用记录

i. 单击某个记录的操作 列下的

图标。

ii. 在提示 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

删除记录

i. 单击某个记录操作 列下的

图标。

ii. 在提示 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3. （可选）打开自动调优 开关，配置最大CU数 和期望最大内存 ，开启自动调优。
注意

仅实时模式支持自动调优功能。

4. （可选）配置实时任务的时间参数。
实时任务的时间参数为st at _dat e，用于方式实时计算任务的运行时间的偏移，例如，您需要计算当天
某个指标聚合值，为了防止时间偏移，则您需要设置st at e_dat e大于当天零点，过滤掉偏移的时间点。
为了规避在任务参数 处经常漏掉配置st at _dat e，您只需要在实时任务配置的属性配置中新增
st at _dat e的kv配置，其中Value是一个基于业务时间的表达式，同时您也可以配置多个时间参数，使用
半角分号（;）分割。例如，st at _dat e=${yyyyMMdd-1}，则任务运行过程中的开始执行时间为
${yyyyMMdd-1}。

5. 配置Flink SQL任务的依赖关系。
在任务配置 面板的依赖关系 区域，配置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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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当节点的任务类型为SQL时，您可以单击自动解析 ，系统会解析代码中的表，并查
找到与该表名相同的输出名称。输出名称所在的节点作为当前节点的上游依赖。
如果代码中引用项目变量或不指定项目，则系统默认解析为生产项目名，以保证生
成调度的稳定性。例如，开发项目名称为 onedata_dev ：
如果代码里指定 select * from s_order ，则调度解析依赖为 onedata.
s_order 。

自动解析

如果代码里指定 select * from ${onedata}.s_order ，则调度解析依赖
为 onedata.s_order 。
如果代码里指定 select * from onedata.s_order ，则调度解析依赖为
onedata.s_order 。
如果代码里指定 select * from onedata_dev.s_order ，则调度解析依
赖为 onedata_dev.s_order 。

> 文档版本：20220708

162

数据开发· 编码研发

参数

智能数据构建与管理 Dat aphin

描述
通过执行如下操作，添加该节点任务调度时依赖的上游节点：
i. 单击手动添加上游 。
ii. 在新建上游依赖 对话框中，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搜索依赖节点：
输入所依赖节点的输出名称的关键字进行搜索节点。
输入virt ual 搜索虚拟节点（每个租户或企业在初始化时都会有一个根节
点）。
说明

上游依赖

节点的输出名称是全局唯一的，且不区分大小写。

iii. 单击确定新增 。
同时您还可以单击操作 列下的 图标，删除已添加的依赖节点。

通过执行如下操作，设置当前节点的输出名称，根据需要您可以设置多个输出名
称，供其他节点依赖使用：
i. 单击手动添加输出 。
ii. 在新增当前节点输出 对话框中，填写输出名称。输出名称的命名规则请尽量统
一，一般命名规则为 ⽣成项⽬名.表名 且不区分大小写，以标识本节点产出
的表，同时其他节点更好地选择调度依赖关系。
例如，开发项目名称为 onedata_dev ，建议将输出名称设置为 onedata
.s_order 。如果您将输出名称设置为 onedata_dev.s_order ，则仅限

当前节点

代码 select * from onedata_dev.s_order 能解析出上游依赖节点。
iii. 单击确定新增 。
同时您还可以对当前节点已添加的输出名称执行如下操作：
单击操作 列下的 图标，删除已添加的输出名称。
如果该节点已提交或已发布，且被任务所依赖（任务已提交），则单击操作 列下
的

图标，查看下游节点。

6. （可选）配置Flink SQL任务的调度参数
i. 在任务配置 面板的离线模式 页签的调度配置 区域，配置任务的调度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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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选择时间属性 。时间属性 包括：

时间属性

正常调度 ：按照调度周期的时间配置调度，并正常执行，通常任务默认选中
该项。
空跑调度 ：按照调度周期的时间配置调度，但都是空跑执行，即一调度到该
任务便直接返回成功，没有真正的执行任务。

暂停调度

> 文档版本：20220708

暂停调度 选择是 后，即可暂停该任务的调度，会按照下面的调度周期时间配置
调度，但是一旦调度到该任务会直接返回失败，不会执行。通常用于某个任务暂
时不用执行，但后面还会继续使用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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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调度周期 可选择日 、周 、月 、小时 和分钟 ：
日 调度，即调度任务每天自动运行一次。新建周期任务时，系统默认的时间
周期为每天0点运行一次。您可以根据需要，单击

图标，指定运行的时间

点。
周 调度，即调度任务每周的特定几天，在特定时间点自动运行一次。您可以
根据需要，单击

图标，指定运行的时间点。

如果您没有指定日期，为保证下游实例正常运行，系统会生成实例后直接设
置为运行成功，而不会真正执行任何逻辑，也不会占用资源。
月 调度，即调度任务在每月的特定几天，在特定时间点自动运行一次。您可
以根据需要，单击

图标，指定运行的时间点。

如果在没有被指定的日期时，为保证下游实例正常运行，系统会每天生成实
例后直接设置为运行成功，而不会真正执行任何逻辑，也不会占用资源。
调度周期

小时 调度，即每天指定的时间段内，调度任务按间隔时间数的时间间隔运行
一次。或选择指定的时间点，调度系统会自动为任务生成实例并运行。您可
以根据业务需求选中时间段 或时间点 ：
如果您选中了时间段 ，您可以单击开始 或结束 后的
开始和结束时间。同时您可以单击间隔 后的

图标，指定运行的

图标，在下拉列表中选择间

隔时间。
如果您选中了时间点 ，单击下拉列表框，在下拉列表中选择时间点。
例如，每天00:00~23:59的时间段内，每隔1小时会自动调度一次，因此调度
系统会自动为任务生成实例并运行。
分钟 调度，即每天指定的时间段内，调度任务按间隔时间数的时间间隔运行
一次。 您可以单击开始 或结束 后的
时您可以单击间隔 后的

图标，指定运行的开始和结束时间。同

图标，在下拉列表中选择间隔时间。

根据业务场景选择本周期节点的运行，是否需要依赖上一周期本节点或其他节点
的运行结果。
选择节点类型。系统支持选择自定义 和当前 。适用场景说明如下：
依赖上周期

本周期节点是否运行取决于上一周期本节点是否正常产出数据，则需要选
择当前 。只有上一周期本节点运行成功，才会启动运行本节点。
代码任务没有用到某个节点的产出表，但业务上需要依赖该节点的上一周期
是否正常产出数据，则需要选择依赖自定义 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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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优先级定义了同一时间同一批待调度任务的优先级。优先级 包括：
最低优先级 。

优先级

低优先级 。
中等优先级 。
高优先级 。
最高优先级 。

参数配置

您可以对代码中所用参数的具体赋值。单击节点参数配置说明 ，查看Dataphin
调度系统的配置规则及支持配置的时间参数。

ii. 单击确定 。
7. （可选）配置Flink SQL任务的参数。
在任务配置 面板，任务参数 配置区域，通常需要配置批任务的bizdat e和流批任务的st at _dat e参数。

流任务：定义格式为 stat_date>='xxxx' 。
批任务：定义格式为 stat_date='xxxx' 或 set project.table.batch.`partition`='ds=${bizda
te}*'; 。

步骤四：提交Flink SQ L任务
1. 在Flink SQL任务代码开发页面，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保存Flink SQL任务。
2. 在Flink SQL任务代码开发页面，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提交Flink SQL任务。
3. 在提交备注 对话框，填写备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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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Flink SQL任务的提交。
5. （可选）发布Flink SQL任务至生产环境。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实时计算任务，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提交成功的实时计算任务，即可进入生产环境。

后续步骤
在运维中心查看并运维Flink SQL任务，保证任务的正常运行。具体操作，请参见实时任务或实时实例。

3.5.6. 创建Flink Template SQL任务
3.5.6.1. 步骤一：创建并调试Flink Template SQL计算任务
Flink T emplat e SQL计算任务是基于已有的代码模板开发的任务。当您需要开发一批代码逻辑及结构相同的
计算任务时，可以先创建代码模板，再创建Flink T emplat e SQL计算任务，大大提高了代码研发的效率。本
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Flink_T emplat e_SQL类型的计算任务。

前提条件
在您开始执行操作前，请确认已完成代码模板的创建及提交。具体操作，请参见新建代码模板。

使用限制
Flink T emplat e SQL计算任务的代码，不支持编辑。如果您需要编辑Flink T emplat e SQL任务的代码，则需要
进入实时计算模板页面进行修改。

新建Flink Template SQ L任务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研发 。
3. 在数据开发 页面，按照下图指引，进入新建Flink_T emplat e_SQL页面。

4. 在新建Flink_T emplat e_SQL对话框，配置参数后，单击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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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名称的命名规则如下：
只能包含小写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

名称

名称的长度范围为3~62个字符。
项目内的名称不支持重复。
名称仅支持以英文字母开头。

选择目录

实时计算任务所属的目录。

资源队列

选择Flink T emplate SQL任务运行的资源队列，该资源队列为当前项目所绑定的实
时计算源中的资源队列。

引擎版本

资源队列的版本。

引用模板

选择需要引用的模板。

预编译及调试Flink Template SQ L任务
如果需要修改模板输入的参数默认值，则进入模板参数页面进行修改。

1.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预编译 ，校验代码任务的语法及权限问题。
2.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调试 ，代码任务采样数据并进行本地调试，保障代码任务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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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调试配置 对话框的选择采样模式 页签中，选择调试的模式后，单击下一步 。

ii. 在采样调试数据 页签中，为元数据进行采样调试。
您可以通过自动抽样和上传数据的方式，为元数据进行采样调试。适用场景说明如下：
自动抽样：自动抽样到的数据是随机的，所以适用于对采集到的数据没有限制的场景。选择自动
抽样 后，需要配置抽样条数 。
注意

如果元数据表中没有数据，则自动抽样将采集不到数据。

上传本地数据：自动抽样时元数据采集不到或数据抽样的逻辑比较严格，例如从100万条数据中
抽取其中1条数据，这样采集效率就很低，可以选择手动上传本地数据。
上传本地数据前需要先下载样例，根据下载的样例编辑需要上传的数据，单击上传 后，数据自动
填充至元数据采样 区域。

手动输入：适用于采集的数据比较少，或者需要修改已采集到的数据的场景。
iii. 完成所有数据表的元数据采样后，单击页面下方的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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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在Result 页面，查看调试数据、中间结果和调试结果。

完成Flink T emplat e SQL计算任务默认为开启实时模式，您可以手动开启离线模式。

3.5.6.2. 步骤二：配置并提交Flink Template SQL任务
完成Flink T emplat e SQL任务的创建及调试后，需要为Flink T emplat e SQL任务配置调度资源、时间参数、依
赖关系及任务参数。本文为您介绍如何配置并提交Flink T emplat e SQL任务。

配置说明
配置操作

适用场景

使用限制

配置Flink
T emplate SQL任务
的资源

Dataphin默认为新建的Flink T emplate SQL任务使用系统推荐配置。
当系统推荐的资源不符合用户业务场景的性能要求时，您可以自定义
任务调度的资源。

仅实时模式支持配
置资源。

配置实时任务的时
间参数

为了规避在任务参数处经常漏掉配置stat_date，您只需要在实时任
务配置的属性配置中新增stat_date的kv配置。

仅实时模式支持配
置时间参数。

配置依赖关系

配置任务运行时的上下游依赖关系。

实时模式和离线模
式均支持配置依赖
关系。

调度配置

为离线周期任务配置调度参数。

仅离线模式支持配
置调度参数。

配置任务参数

配置Flink T emplate SQL任务运行的参数，例
如 log4j.rootLogger=INFO,file 。

实时模式和离线模
式均支持配置任务
参数。

提交或发布Flink
T emplate SQL任务
至生产环境

提交或发布Flink T emplate SQL任务至生产环境。

不涉及

前提条件
在执行操作前，请确认您已完成Flink T emplat e SQL任务的创建及调试。具体操作，请参见步骤一：创建并调
试Flink T emplate SQL计算任务

配置Flink Template SQ L任务的资源
注意

仅实时模式支持配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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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Flink T emplat e SQL任务代码开发页面，单击页面上方的任务配置 。
2. 在任务配置 页面，确认在实时模式 页签。
在实时模式 页签，为您展示任务运行所使用的资源队列、引擎版本、资源配置类型及自动调优。

资源队列 和引擎版本 默认为创建Flink T emplat e SQL任务时选择的配置。同时，您也可以修改资源队列
和引擎版本。
3. 选中自定义配置 为资源配置类型 ，并单击去配置 。
4. 在资源配置页面，为您展示一张拓扑图，图中每个方框代表了一个计算任务，都可以进行独立配置。每
个Group代表着Group内部的节点可以存放在一台机器进行计算，可以有效避免数据的网络传播，提升
性能。图中当前的资源配置就是默认为您展示系统推荐的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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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单击需要配置资源的Group右上角的①后，在自定义配置Group执行参数 对话框配置参数后，单
击确定 。

参数

描述

core

通常，core配置成0.25。即一个CPU可以支持4个线程同时运算，因此core的取
值不能超过1，0.25即可，0.125是最低下限了，同时支持8个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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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单位为MB，heap_memory是堆内存，供Java应用程序使用的内存。

heap_memory

heap_memory及其内部各组成的大小可以通过JVM的一系列命令行参数来控
制，在一般的blink程序中，都会需要一定的heap_memory开销,，例如申请一
定的heap_memory作为程序的缓存等，因此您可以按程序的规模来设置其大
小。
表示同时并发的线程数量，用户可以选择合适的数量来运行自己的任务，并不是
越大越好，越大代表你资源申请的越多，反而对性能有抑制。
通常，一个简单计算节点每秒可以处理2000~4000条之间的数据。

parallel
注意
如果源头是tt，tt的queue大小决定了parallel的上限，不能超
过这个数字，否则程序将报错。

单位为MB，direct_memory并不是虚拟机运行时数据区的一部分，也不是Java
虚拟机规范中定义的内存区域。但是这部分内存也被频繁的使用，而且也可能导
致OutOfMemoryError异常出现。如果您的程序有使用igraph或者swift，可以
适当配置其大小，如16-32MB。
direct_memory

在Java NIO（New Input/Output）类，引入了一种基于通道（Channel）与缓
冲区（Buffer）的I/O方式，direct_memory可以使用Native函数库直接分配堆
外内存，然后同一个存储在Java堆中的DirectByteBuffer对象作为这块内存的引
用进行操作。这样能在一场场景中显著提高性能，因为避免了在Java堆和Native
堆中来回复制数据。
单位为MB，native_memory没有相应的参数来控制大小，其大小依赖于操作系
统进程的最大值（对于32位系统就是3~4G，各种系统的实现并不一样），以及
生成的Java字节码大小、创建的线程数量、维持Java对象的状态信息大小（用于
GC）以及一些第三方的包。
native memory存放下面4种信息：

native_memory

管理Java heap的状态数据（用于GC）。
JNI调用，也就是Native Stack。
JIT （即使编译器）编译时使用native memory，并且JIT 的输入（Java字节
码）和输出（可执行代码）也都是保存在native memory。
NIO direct bu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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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按照下图指引，进入自定义配置Operat or执行参数 对话框并配置参数。完成参数配置后单击确
定。

自定义配置Operat or执行参数 对话框中core、heap_memory、parallel、direct _memory和
nat ive_memory参数解释请参见上一步骤，下表仅对st at e_size、chain_st rat egy参数进行解释。
参数

描述

state_size

保持默认0即可。
chain_strategy用于定义多个节点的链接策略，Dataphin支持的链接策略包括：
Always：默认参数，即和其他节点均部署在一台机器上，没有特殊要求。
Never：节点不会和其他节点放在一台机器上，即需要独立部署。
Head：可以接受和其他节点放在一台机器上，但是只能作为Group的头节
点。

chain_strategy

注意

目前，Head和Never极少出现，默认Always即可。

iii. 配置完成后，单击页面右上方的保存 。
注意

如果您想继续使用系统推荐的资源配置，则单击页面右上方的重置为系统初始 。

5. （可选）保存资源配置记录。
注意

仅实时模式支持保存资源配置记录。

如果资源配置类型 为自定义配置 ，则单击资源信息记录 后的保存当前配置为新纪录 。在保存资源记
录 对话框中，输入资源记录名称 后，单击确定 。
对已有的资源信息记录，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操作

描述

查看版本信息

单击某个记录操作 列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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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描述
i. 单击某个记录的操作 列下的

启用记录

图标。

ii. 在提示 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

i. 单击某个记录操作 列下的

删除记录

图标。

ii. 在提示 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6. （可选）打开自动调优 开关，配置最大CU数 和期望最大内存 ，开启自动调优。
注意

仅实时模式支持自动调优功能。

配置实时任务的时间参数

实时任务的时间参数为st at _dat e，用于方式实时计算任务的运行时间的偏移，例如，您需要计算当天某个
指标聚合值，为了防止时间偏移，则您需要设置st at e_dat e大于当天零点，过滤掉偏移的时间点。
为了规避在任务参数 处经常漏掉配置st at _dat e，您只需要在实时任务配置的属性配置中新增st at _dat e的kv
配置，其中Value是一个基于业务时间的表达式，同时您也可以配置多个时间参数，使用半角分号（;）分
割。例如，st at _dat e=${yyyyMMdd-1}，则任务运行过程中的开始执行时间为${yyyyMMdd-1}。

配置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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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模式和离线模式均支持配置依赖关系。

参数

描述
您可以通过自动解析和手动添加两种方式，为Flink T emplate SQL任务节点添加上游依
赖的节点：
单击自动解析 ，Dataphin会解析Flink T emplate SQL任务代码中的表，并查找到与
该表名相同的输出名称。输出名称所在的节点作为当前节点的上游依赖。
如果代码中引用项目变量或不指定项目，则系统默认解析为生产项目名，以保证生成
调度的稳定性。例如，开发项目名称为 onedata_dev ：
如果代码里指定 select * from s_order ，则调度解析依赖为 onedata.s
_order 。
如果代码里指定 select * from ${onedata}.s_order ，则调度解析依赖
为 onedata.s_order 。

上游依赖

如果代码里指定 select * from onedata.s_order ，则调度解析依赖为 o
nedata.s_order 。
如果代码里指定 select * from onedata_dev.s_order ，则调度解析依赖
为 onedata_dev.s_order 。
如果需要添加其他节点作为当前标签的上游节点，则需要手动添加上游依赖的物理节
点。
注意

Dataphin不支持手动添加逻辑表节点。

单击新增上游依赖 ，在新建上游依赖 对话框中，输入所依赖节点的输出名称的关键
字进行搜索节点，搜索到后单击确定新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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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通过执行如下操作，设置当前节点的输出名称，根据需要您可以设置多个输出名称，供
其他节点依赖使用：
1. 单击手动添加输出 。
2. 在新增当前节点输出 对话框中，填写输出名称。输出名称的命名规则请尽量统
一，一般命名规则为 ⽣成项⽬名.表名 且不区分大小写，以标识本节点产出的
表，同时其他节点更好地选择调度依赖关系。
例如，开发项目名称为 onedata_dev ，建议将输出名称设置为 onedata.s_

当前节点

order 。如果您将输出名称设置为 onedata_dev.s_order ，则仅限代码 s
elect * from onedata_dev.s_order 能解析出上游依赖节点。
3. 单击确定新增 。
同时您还可以对当前节点已添加的输出名称执行如下操作：
单击操作 列下的 图标，删除已添加的输出名称。
如果该节点已提交或已发布，且被任务所依赖（任务已提交），则单击操作 列下的
图标，查看下游节点。

调度配置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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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选择任务在生产环境调度的时间属性。时间属性 包括正常调度和空跑调度：
正常调度 ：按照调度周期的时间配置调度，并正常执行，通常任务默认选中该项。

时间属性

空跑调度 ：按照调度周期的时间配置调度，但都是空跑执行，即一调度到该任务便直
接返回成功，没有真正的执行任务。
适用场景说明如下：
正常调度 ：适用于任务需要正常调度以产出数据的场景。
空跑调度 ：适用于任务有段时间不需要产出数据，但不能阻塞下游任务执行的场景。

暂停调度

即可暂停该任务及该任务的下游任务的调度，一旦调度到该任务会直接返回失败，不会
执行。通常用于某个任务暂时不用执行，但后面还会继续使用的场景。
调度周期 可选择日 、周 和月 ：，您可以根据业务需要，指定任务运行的具体时间点。调
度周期说明如下：
日 调度，即调度任务每天自动运行一次。新建周期任务时，默认的时间周期为每天0
点运行一次。
周 调度，即调度任务每周的特定几天，在特定时间点自动运行一次。
月 调度，即调度任务在每月的特定几天，在特定时间点自动运行一次。

调度周期

说明
周 调度和月 调度中，如果您没有指定任务的运行日期，为保证下游实
例正常运行，Dataphin会每天生成实例后直接设置为运行成功，而不会真正执行任
何逻辑，也不会占用资源。

根据业务场景选择本周期节点的运行，是否需要依赖上一周期本节点或其他节点的运行
结果。
依赖上周期

选择节点类型。系统支持选择自定义 和当前 。适用场景说明如下：
本周期节点是否运行取决于上一周期本节点是否正常产出数据，则需要选择当前 。只
有上一周期本节点运行成功，才会启动运行本节点。
代码任务没有用到某个节点的产出表，但业务上需要依赖该节点的上一周期是否正常
产出数据，则需要选择依赖自定义 节点。

优先级

优先级定义了同一时间待调度任务的优先级。默认选择为中等优先级 。您可以根据业务
需求修改任务调度的优先级。Dataphin支持的优先级包括最低优先级、低优先级、中等
优先级、高优先级和最高优先级。

时间参数

您可以对代码中所用参数的具体赋值。单击节点参数配置说明 ，查看Dataphin调度系
统的配置规则及支持配置的时间参数。

配置任务参数
在任务参数 配置区域，配置Flink T emplat e SQL任务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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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或发布Flink Template SQ L任务至生产环境
1. 按照下图指引，提交Flink T emplat e SQL任务至生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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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项目空间的开发模式为Dev-Prod，则需要发布Flink T emplat e SQL任务至生产环境。

3.5.7. 创建Flink DataStream计算任务
Flink Dat aSt ream计算任务是基于Java环境研发的计算任务，用于进行数据的实时处理。本文为您介绍如何
基于JAR资源文件，构建Flink Dat aSt ream实时计算任务。

前提条件
在您开始执行操作前，请确认已上传已经完成开发的Dat st ream作业的JAR包至Dat aphin平台，详情请参见新
建资源。

使用限制
Dat aphin支持超级管理员、项目管理员和开发者创建Flink Dat aSt ream计算任务。

步骤一：新建Flink DataStream任务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3.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研发 。
4. 按照下图指引，进入新建 Flink Dat aSt ream对话框。

5. 在新建Flink_Dat aSt ream对话框，配置参数后，单击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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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名称的命名规则如下：
只能包含小写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

名称

名称的长度范围为3~62个字符。
项目内的名称不支持重复。
名称仅支持以英文字母开头。

选择目录

实时计算任务所属的目录。

选择资源

该实时任务依赖的资源包。

类名

使用资源的完整类名。

资源队列

该项目所绑定的实时计算源中的资源队列。

引擎版本

当前资源队列所支持的版本。

步骤二：开发Flink DataStream任务的代码
1. 在Flink Dat aSt ream任务代码页面，编写任务的代码。
您可以单击页面右上方的格式化 ，系统自动调整SQL代码格式。
2.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预编译 ，校验代码任务的语法及权限问题。
3.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调试 ，代码任务采样数据并进行本地调试，保障代码任务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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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调试配置 对话框的选择采样模式 页签中，选择调试的模式后，单击下一步 。

ii. 在采样调试数据 页签中，为元数据进行采样调试。
您可以通过自动抽样和上传数据的方式，为元数据进行采样调试。适用场景说明如下：
自动抽样：自动抽样到的数据是随机的，所以适用于对采集到的数据没有限制的场景。选择自动
抽样 后，需要配置抽样条数 。
注意

如果元数据表中没有数据，则自动抽样将采集不到数据。

上传本地数据：自动抽样时元数据采集不到或数据抽样的逻辑比较严格，例如从100万条数据中
抽取其中1条数据，这样采集效率就很低，可以选择手动上传本地数据。
上传本地数据前需要先下载样例，根据下载的样例编辑需要上传的数据，单击上传 后，数据自动
填充至元数据采样 区域。

手动输入：适用于采集的数据比较少，或者需要修改已采集到的数据的场景。
iii. 完成所有数据表的元数据采样后，单击页面下方的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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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在Result 页面，查看调试数据、中间结果和调试结果。

步骤三：配置Flink DataStream任务的资源
1. 在Flink Dat aSt ream任务代码开发页面，单击页面上方的任务配置 。
2. 在任务配置 页面，确认在实时模式 页签。
在实时模式 页签，为您展示任务运行所使用的资源队列、引擎版本、资源配置类型及自动调优。

资源队列 和引擎版本 默认为创建Flink Dat aSt ream任务时选择的配置。同时，您也可以修改资源队列和
引擎版本。
3. 选中自定义配置 为资源配置类型 ，并单击去配置 。
4. 在资源配置页面，为您展示一张拓扑图，图中每个方框代表了一个计算任务，都可以进行独立配置。每
个Group代表着Group内部的节点可以存放在一台机器进行计算，可以有效避免数据的网络传播，提升
性能。图中当前的资源配置就是默认为您展示系统推荐的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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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单击需要配置资源的Group右上角的①后，在自定义配置Group执行参数 对话框配置参数后，单
击确定 。

参数

描述

core

通常，core配置成0.25。即一个CPU可以支持4个线程同时运算，因此core的取
值不能超过1，0.25即可，0.125是最低下限了，同时支持8个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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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单位为MB，heap_memory是堆内存，供Java应用程序使用的内存。

heap_memory

heap_memory及其内部各组成的大小可以通过JVM的一系列命令行参数来控
制，在一般的blink程序中，都会需要一定的heap_memory开销,，例如申请一
定的heap_memory作为程序的缓存等，因此您可以按程序的规模来设置其大
小。
表示同时并发的线程数量，用户可以选择合适的数量来运行自己的任务，并不是
越大越好，越大代表你资源申请的越多，反而对性能有抑制。
通常，一个简单计算节点每秒可以处理2000~4000条之间的数据。

parallel
注意
如果源头是tt，tt的queue大小决定了parallel的上限，不能超
过这个数字，否则程序将报错。

单位为MB，direct_memory并不是虚拟机运行时数据区的一部分，也不是Java
虚拟机规范中定义的内存区域。但是这部分内存也被频繁的使用，而且也可能导
致OutOfMemoryError异常出现。如果您的程序有使用igraph或者swift，可以
适当配置其大小，如16-32MB。
direct_memory

在Java NIO（New Input/Output）类，引入了一种基于通道（Channel）与缓
冲区（Buffer）的I/O方式，direct_memory可以使用Native函数库直接分配堆
外内存，然后同一个存储在Java堆中的DirectByteBuffer对象作为这块内存的引
用进行操作。这样能在一场场景中显著提高性能，因为避免了在Java堆和Native
堆中来回复制数据。
单位为MB，native_memory没有相应的参数来控制大小，其大小依赖于操作系
统进程的最大值（对于32位系统就是3~4G，各种系统的实现并不一样），以及
生成的Java字节码大小、创建的线程数量、维持Java对象的状态信息大小（用于
GC）以及一些第三方的包。
native memory存放下面4种信息：

native_memory

管理Java heap的状态数据（用于GC）。
JNI调用，也就是Native Stack。
JIT （即使编译器）编译时使用native memory，并且JIT 的输入（Java字节
码）和输出（可执行代码）也都是保存在native memory。
NIO direct bu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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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按照下图指引，进入自定义配置Operat or执行参数 对话框并配置参数。完成参数配置后单击确
定。

自定义配置Operat or执行参数 对话框中core、heap_memory、parallel、direct _memory和
nat ive_memory参数解释请参见上一步骤，下表仅对st at e_size、chain_st rat egy参数进行解释。
参数

描述

state_size

保持默认0即可。
chain_strategy用于定义多个节点的链接策略，Dataphin支持的链接策略包括：
Always：默认参数，即和其他节点均部署在一台机器上，没有特殊要求。
Never：节点不会和其他节点放在一台机器上，即需要独立部署。
Head：可以接受和其他节点放在一台机器上，但是只能作为Group的头节
点。

chain_strategy

注意

目前，Head和Never极少出现，默认Always即可。

iii. 配置完成后，单击页面右上方的保存 。
注意

如果您想继续使用系统推荐的资源配置，则单击页面右上方的重置为系统初始 。

5. （可选）保存资源配置记录。
注意

仅实时模式支持保存资源配置记录。

如果资源配置类型 为自定义配置 ，则单击资源信息记录 后的保存当前配置为新纪录 。在保存资源记
录 对话框中，输入资源记录名称 后，单击确定 。
对已有的资源信息记录，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操作

描述

查看版本信息

单击某个记录操作 列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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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描述
i. 单击某个记录的操作 列下的

启用记录

图标。

ii. 在提示 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

i. 单击某个记录操作 列下的

删除记录

图标。

ii. 在提示 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6. （可选）打开自动调优 开关，配置最大CU数 和期望最大内存 ，开启自动调优。
注意

仅实时模式支持自动调优功能。

步骤四：配置实时任务的时间参数

实时任务的时间参数为st at _dat e，用于方式实时计算任务的运行时间的偏移，例如，您需要计算当天某个
指标聚合值，为了防止时间偏移，则您需要设置st at e_dat e大于当天零点，过滤掉偏移的时间点。
为了规避在任务参数 处经常漏掉配置st at _dat e，您只需要在实时任务配置的属性配置中新增st at _dat e的kv
配置，其中Value是一个基于业务时间的表达式，同时您也可以配置多个时间参数，使用半角分号（;）分
割。例如，st at _dat e=${yyyyMMdd-1}，则任务运行过程中的开始执行时间为${yyyyMMdd-1}。

步骤五：配置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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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Flink Dat aSt ream任务代码开发页面，单击页面上方的任务配置 。
2. 在任务配置 面板的依赖关系 区域，配置依赖关系。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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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您可以通过自动解析和手动添加两种方式，为Flink DataStream任务节点添加上游
依赖的节点：
单击自动解析 ，Dataphin会解析Flink DataStream任务代码中的表，并查找到与
该表名相同的输出名称。输出名称所在的节点作为当前节点的上游依赖。
如果代码中引用项目变量或不指定项目，则系统默认解析为生产项目名，以保证
生成调度的稳定性。例如，开发项目名称为 onedata_dev ：
如果代码里指定 select * from s_order ，则调度解析依赖为 onedat
a.s_order 。
如果代码里指定 select * from ${onedata}.s_order ，则调度解析依
赖为 onedata.s_order 。

上游依赖

如果代码里指定 select * from onedata.s_order ，则调度解析依赖
为 onedata.s_order 。
如果代码里指定 select * from onedata_dev.s_order ，则调度解析
依赖为 onedata_dev.s_order 。
如果需要添加其他节点作为当前标签的上游节点，则需要手动添加上游依赖的物
理节点。
注意

Dataphin不支持手动添加逻辑表节点。

单击新增上游依赖 ，在新建上游依赖 对话框中，输入所依赖节点的输出名称的
关键字进行搜索节点，搜索到后单击确定新增 。

通过执行如下操作，设置当前节点的输出名称，根据需要您可以设置多个输出名
称，供其他节点依赖使用：
i. 单击手动添加输出 。
ii. 在新增当前节点输出 对话框中，填写输出名称。输出名称的命名规则请尽量统
一，一般命名规则为 ⽣成项⽬名.表名 且不区分大小写，以标识本节点产出
的表，同时其他节点更好地选择调度依赖关系。
例如，开发项目名称为 onedata_dev ，建议将输出名称设置为 onedata
当前节点

.s_order 。如果您将输出名称设置为 onedata_dev.s_order ，则仅限
代码 select * from onedata_dev.s_order 能解析出上游依赖节点。
iii. 单击确定新增 。
同时您还可以对当前节点已添加的输出名称执行如下操作：
单击操作 列下的 图标，删除已添加的输出名称。
如果该节点已提交或发布。且被任务所依赖（任务已提交），则单击操作 列下的
图标，查看下游节点。

（可选）

步骤六：配置任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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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nk Dat aSt ream任务代码中的通用参数，您可以通过任务参数进行批量配置。
1. 在Flink Dat aSt ream任务代码开发页面，单击页面上方的任务配置 。
2. 在任务配置 面板，任务参数配置区域，配置参数。

步骤七：提交或发布Flink DataStream任务
1. 按照下图指引，提交Flink Dat aSt ream任务至生产环境。

2. 如果项目空间的开发模式为Dev-Prod，则需要发布Flink Dat aSt ream任务至生产环境。如何发布Flink
Dat aSt ream任务至生产环境，请参见发布任务。

后续步骤
在运维中心查看并运维Flink Dat aSt ream任务，保证任务的正常运行。具体操作，请参见实时任务或实时实
例。

3.6. 新建ADB任务

3.6.1. 新建ADB for PostgreSQL任务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构建ADB for Post greSQL类型的计算任务。

背景信息
新建ADB for Post greSQL任务的权限限制，详情请参见数据开发权限列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进入数据开发模块：
单击快速开始相关工作 区域的数据研发 。
单击快速进入研发项目 区域的Dev 或Basic 项目，选择开发数据的项目空间。
说明
如果您通过快速开始相关工作 进入数据开发模块，则跳过步骤3。
如果您通过快速进入研发项目 进入数据开发模块，则跳过步骤3和4。
3.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的研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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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后，单击Dev 或Basic 页签，选择数据开发的项目空间
（Dev 或Basic 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项目，且项目空间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无需选择项目空间。
5. 进入计算任务 页面。
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数据处理 页签。
如果进入数据开发 页面后，系统默认进入数据处理 页签，则无需再次单击数据处理 。
ii. 在数据处理 页签，单击左侧导航栏

计算任务 图标。

6. 在计算任务 页面，进入新建ADB for Post greSQL任务的新建文件 的对话框。
单击计算任务 后的 图标，选择ADB任务 > ADB_FOR_PG。
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数据处理 > 计算任务 > ADB_FOR_PG。
在开发 首页，单击ADB_FOR_PG后的 图标。
7. 编写并运行代码。
i. 在新建文件 对话框，配置参数。

参数

描述

名称

填写离线计算任务的名称，例如adb。
选择离线计算任务调度的类型：

调度类型

周期性节点 ：周期性任务可以参与生产环境的调度。
手动节点 ：手动任务需要触发其运行。

描述

填写对任务的简单描述。

选择目录

选择离线计算任务的目录。

ii. 单击确定 。
iii. 在代码编写 页面，编写SQL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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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检查代码。
代码编写完成后，单击预编译 ，系统帮助您检查编写的SQL代码的语法。
如果预编译失败，您可以单击页面上方的格式化 ，系统自动帮助您调整语法格式。调整完格式，您
可以单击刷新 ，刷新页面上的代码。
v.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执行 ，运行代码。
8. （可选）配置调度参数。
如果离线计算任务的调度类型为周期性节点 ，则需要配置调度参数，详情请参见调度配置。
如果离线计算任务的调度类型为手动节点 ，则需要手动触发离线计算任务的调度。
9. 在代码编写 页面，保存、提交和发布ADB for Post greSQL任务。
i. 单击右上方的 图标，保存代码。
ii. 单击右上方的 图标，提交代码。
iii. 在提交备注 对话框，填写备注信息。
iv. 单击确定并提交 。
v. 发布ADB for Post greSQL任务至生产环境。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ADB for Post greSQL任务，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
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提交成功的离线计算任务，即可参与生产环境的调度。

3.6.2. ADB for PostgreSQL支持的语法
本文为您介绍Dat aphin的计算引擎为Analyt icDB for Post greSQL时，系统支持的SQL命令及语法。
CREAT E DAT ABASE
CREAT E INDEX
CREAT E ROLE
CREAT E SEQUENCE
CREAT E USER
CREAT E VIEW
CREAT E SCHEMA
CREAT E T ABLE
CREAT E T ABLE AS
SELECT
ALT ER DAT ABASE
ALT ER EXT ERNAL T ABLE
ALT ER INDEX
ALT ER SCHEMA
ALT ER T ABLE
DROP DAT ABASE
DROP INDEX
DROP 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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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 ROLE
DROP SEQUENCE
DROP USER
DROP VIEW
DROP T ABLE
BEGIN
CHECKPOINT
CLOSE
CLUST ER
COMMENT
COMMIT
DEALLOCAT E
DECLARE
DELET E
END
EXPLAIN
FET CH
LOAD
LOCK
MOVE
PREPARE
REASSIGN OWNED
REINDEX
RELEASE SAVEPOINT
RESET
ROLLBACK
ROLLBACK T O SAVEPOINT
SAVEPOINT
SELECT INT O
SET
SET ROLE
SET SESSION AUT HORIZAT ION
SET T RANSACT ION
SHOW
ST ART T RANSACT ION
T RUNCAT E
UPDAT E
VACUUM
VALUES

CREATE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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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数据库。
CREATE DATABASE name [ [WITH] [OWNER [=] dbowner]
[TEMPLATE [=] template]
[ENCODING [=] encoding]
[CONNECTION LIMIT [=] connlimit ] ]

CREATE INDEX
定义索引。
CREATE [UNIQUE] INDEX name ON table
[USING btree|bitmap|gist]
( {column | (expression)} [opclass] [, ...] )
[ WITH ( FILLFACTOR = value ) ]
[TABLESPACE tablespace]
[WHERE predicate]

更多信息请参见CREAT E INDEX。

CREATE RO LE
定义数据库角色（用户或组）。
CREATE ROLE name [[WITH] option [ ... ]]

更多信息请参见CREAT E ROLE。

CREATE SEQ UENCE
定义序列生成器。
CREATE [TEMPORARY | TEMP] SEQUENCE name
[INCREMENT [BY] value]
[MINVALUE minvalue | NO MINVALUE]
[MAXVALUE maxvalue | NO MAXVALUE]
[START [ WITH ] start]
[CACHE cache]
[[NO] CYCLE]
[OWNED BY { table.column | NONE }]

更多信息请参见CREAT E SEQUENCE。

CREATE USER
定义默认具有LOGIN权限的数据库角色。
CREATE USER name [ [WITH] option [ ... ] ]

更多信息请参见CREAT E USER。

CREATE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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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视图。
CREATE [OR REPLACE] [TEMP | TEMPORARY] VIEW name
[ ( column_name [, ...] ) ]
AS query

更多信息请参见CREAT E VIEW。

CREATE SCHEMA
定义SCHEMA。
CREATE SCHEMA schema_name [AUTHORIZATION username]
[schema_element [ ... ]]
CREATE SCHEMA AUTHORIZATION rolename [schema_element [ ... ]]

更多信息请参见CREAT E SCHEMA。

CREATE TABLE
定义表。
CREATE [[GLOBAL | LOCAL] {TEMPORARY | TEMP}] TABLE table_name (
[ { column_name data_type [ DEFAULT default_expr ]
[column_constraint [ ... ]
[ ENCODING ( storage_directive [,...] ) ]
]
| table_constraint
| LIKE other_table [{INCLUDING | EXCLUDING}
{DEFAULTS | CONSTRAINTS}] ...}
[, ... ] ]
)
[ INHERITS ( parent_table [, ... ] ) ]
[ WITH ( storage_parameter=value [, ... ] )
[ ON COMMIT {PRESERVE ROWS | DELETE ROWS | DROP} ]
[ DISTRIBUTED BY (column, [ ... ] ) | DISTRIBUTED RANDOMLY ]
[ PARTITION BY partition_type (column)
[ SUBPARTITION BY partition_type (column) ]
[ SUBPARTITION TEMPLATE ( template_spec ) ]
[...]
( partition_spec )
| [ SUBPARTITION BY partition_type (column) ]
[...]
( partition_spec
[ ( subpartition_spec
[(...)]
) ]
)

更多信息请参见CREAT E T ABLE。

CREATE TABLE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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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查询的结果中定义新的表。
CREATE [ [GLOBAL | LOCAL] {TEMPORARY | TEMP} ] TABLE table_name
[(column_name [, ...] )]
[ WITH ( storage_parameter=value [, ... ] ) ]
[ON COMMIT {PRESERVE ROWS | DELETE ROWS | DROP}]
[TABLESPACE tablespace]
AS query
[DISTRIBUTED BY (column, [ ... ] ) | DISTRIBUTED RANDOMLY]

更多信息请参见CREAT E T ABLE AS。

SELECT
从表或视图中检索行。
[ WITH with_query [, ...] ]
SELECT [ALL | DISTINCT [ON (expression [, ...])]]
* | expression [[AS] output_name] [, ...]
[FROM from_item [, ...]]
[WHERE condition]
[GROUP BY grouping_element [, ...]]
[HAVING condition [, ...]]
[WINDOW window_name AS (window_specification)]
[{UNION | INTERSECT | EXCEPT} [ALL] select]
[ORDER BY expression [ASC | DESC | USING operator] [NULLS {FIRST | LAST}] [, ...]]
[LIMIT {count | ALL}]
[OFFSET start]
[FOR {UPDATE | SHARE} [OF table_name [, ...]] [NOWAIT] [...]]

更多信息请参见SELECT 。

ALTER DATABASE
修改数据库属性。
ALTER DATABASE name [ WITH CONNECTION LIMIT connlimit ]
ALTER DATABASE name SET parameter { TO | = } { value | DEFAULT }
ALTER DATABASE name RESET parameter
ALTER DATABASE name RENAME TO newname
ALTER DATABASE name OWNER TO new_owner

更多信息请参见ALT ER DAT ABASE。

ALTER EXTERNAL TABLE
改变外部表的定义。
ALTER EXTERNAL TABLE name RENAME [COLUMN] column TO new_column
ALTER EXTERNAL TABLE name RENAME TO new_name
ALTER EXTERNAL TABLE name SET SCHEMA new_schema
ALTER EXTERNAL TABLE name action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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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请参见ALT ER EXT ERNAL T ABLE。

ALTER INDEX
改变索引的定义。
ALTER INDEX name RENAME TO new_name
ALTER INDEX name SET TABLESPACE tablespace_name
ALTER INDEX name SET ( FILLFACTOR = value )
ALTER INDEX name RESET ( FILLFACTOR )

更多信息请参见ALT ER INDEX。

ALTER SCHEMA
改变模式的定义。
ALTER SCHEMA name RENAME TO newname
ALTER SCHEMA name OWNER TO newowner

更多信息请参见ALT ER SCHEMA。

ALTER TABLE
改变的表的定义。
ALTER TABLE [ONLY] name RENAME [COLUMN] column TO new_column
ALTER TABLE name RENAME TO new_name
ALTER TABLE name SET SCHEMA new_schema
ALTER TABLE [ONLY] name SET
DISTRIBUTED BY (column, [ ... ] )
| DISTRIBUTED RANDOMLY
| WITH (REORGANIZE=true|false)
ALTER TABLE [ONLY] name action [, ... ]
ALTER TABLE name
[ ALTER PARTITION { partition_name | FOR (RANK(number))
| FOR (value) } partition_action [...] ]
partition_action

更多信息请参见ALT ER T ABLE。

DRO P DATABASE
删除数据库。
DROP DATABASE [IF EXISTS] name

更多信息请参见DROP DAT ABASE。

DRO P INDEX
删除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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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 INDEX [IF EXISTS] name [, ...] [CASCADE | RESTRICT]

更多信息请参见DROP INDEX。

DRO P SCHEMA
删除SCHEMA。
DROP SCHEMA [IF EXISTS] name [, ...] [CASCADE | RESTRICT]

更多信息请参见DROP SCHEMA。

DRO P RO LE
删除数据库角色。
DROP ROLE [IF EXISTS] name [, ...]

更多信息请参见DROP ROLE。

DRO P SEQ UENCE
删除序列。
DROP SEQUENCE [IF EXISTS] name [, ...] [CASCADE | RESTRICT]

更多信息请参见DROP SEQUENCE。

DRO P USER
删除数据库用户。
DROP USER [IF EXISTS] name [, ...]

更多信息请参见DROP USER。

DRO P VIEW
删除视图。
DROP VIEW [IF EXISTS] name [, ...] [CASCADE | RESTRICT]

更多信息请参见DROP VIEW。

DRO P TABLE
删除表。
DROP TABLE [IF EXISTS] name [, ...] [CASCADE | RESTRICT]

更多信息请参见DROP T 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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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
启动事务块。
BEGIN [WORK | TRANSACTION] [transaction_mode]
[READ ONLY | READ WRITE]

更多信息请参见BEGIN 。

CHECKPO INT
强制事务记录检查点。
CHECKPOINT

更多信息请参见CHECKPOINT 。

CLO SE
关闭游标。
CLOSE cursor_name

更多信息请参见CLOSE 。

CLUSTER
根据索引对磁盘上的堆存储表，重新排序。
CLUSTER indexname ON tablename
CLUSTER tablename
CLUSTER

更多信息请参见CLUST ER。

CO MMENT
定义或修改对象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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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ON
{ TABLE object_name |
COLUMN table_name.column_name |
AGGREGATE agg_name (agg_type [, ...]) |
CAST (sourcetype AS targettype) |
CONSTRAINT constraint_name ON table_name |
CONVERSION object_name |
DATABASE object_name |
DOMAIN object_name |
FILESPACE object_name |
FUNCTION func_name ([[argmode] [argname] argtype [, ...]]) |
INDEX object_name |
LARGE OBJECT large_object_oid |
OPERATOR op (leftoperand_type, rightoperand_type) |
OPERATOR CLASS object_name USING index_method |
[PROCEDURAL] LANGUAGE object_name |
RESOURCE QUEUE object_name |
ROLE object_name |
RULE rule_name ON table_name |
SCHEMA object_name |
SEQUENCE object_name |
TABLESPACE object_name |
TRIGGER trigger_name ON table_name |
TYPE object_name |
VIEW object_name }
IS 'text'

更多信息请参见COMMENT 。

CO MMIT
提交当前事务。
COMMIT [WORK | TRANSACTION]

更多信息请参见COMMIT 。

DEALLO CATE
取消分配预编译的语句。
DEALLOCATE [PREPARE] name

更多信息请参见DEALLOCAT E。

DECLARE
定义游标。
DECLARE name [BINARY] [INSENSITIVE] [NO SCROLL] CURSOR
[{WITH | WITHOUT} HOLD]
FOR query [FOR READ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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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请参见DECLARE。

DELETE
从表中删除行。
DELETE FROM [ONLY] table [[AS] alias]
[USING usinglist]
[WHERE condition | WHERE CURRENT OF cursor_name ]

更多信息请参见DELET E。

END
结束当前事务。
END [WORK | TRANSACTION]

更多信息请参见END。

EXPLAIN
展示语句的查询计划。
EXPLAIN [ANALYZE] [VERBOSE] statement

更多信息请参见EXPLAIN。

FETCH
通过游标获取查询结果的行。
FETCH [ forward_direction { FROM | IN } ] cursorname

更多信息请参见FET CH 。

LO AD
加载或重新加载共享库文件。
LOAD 'filename'

更多信息请参见 LOAD。

LO CK
锁住一张表。
LOCK [TABLE] name [, ...] [IN lockmode MODE] [NOWAIT]

更多信息请参见LOCK。

MO VE
201

> 文档版本：20220708

智能数据构建与管理 Dat aphin

数据开发· 编码研发

放置游标。
MOVE [ forward_direction {FROM | IN} ] cursorname

更多信息请参见MOVE。

PREPARE
准备一个执行的语句。
PREPARE name [ (datatype [, ...] ) ] AS statement

更多信息请参见PREPARE。

REASSIGN O WNED
修改数据库角色。
REASSIGN OWNED BY old_role [, ...] TO new_role

更多信息请参见REASSIGN OWNED。

REINDEX
重新构建索引。
REINDEX {INDEX | TABLE | DATABASE | SYSTEM} name

更多信息请参见REINDEX。

RELEASE SAVEPO INT
销毁定义过的SAVEPOINT 。
RELEASE [SAVEPOINT] savepoint_name

更多信息请参见RELEASE SAVEPOINT 。

RESET
恢复系统配置参数的值为默认值。
RESET configuration_parameter
RESET ALL

更多信息请参见RESET 。

RO LLBACK
中止当前事务。
ROLLBACK [WORK | TRANS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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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请参见ROLLBACK。

RO LLBACK TO SAVEPO INT
将当前事务回滚到某个SAVEPOINT 。
ROLLBACK [WORK | TRANSACTION] TO [SAVEPOINT] savepoint_name

更多信息请参见ROLLBACK T O SAVEPOINT 。

SAVEPO INT
在当前事务定义一个新的SAVEPOINT 。
SAVEPOINT savepoint_name

更多信息请参见SAVEPOINT 。

SELECT INTO
从查询结果中定义一个新的表。
[ WITH with_query [, ...] ]
SELECT [ALL | DISTINCT [ON ( expression [, ...] )]]
* | expression [AS output_name] [, ...]
INTO [TEMPORARY | TEMP] [TABLE] new_table
[FROM from_item [, ...]]
[WHERE condition]
[GROUP BY expression [, ...]]
[HAVING condition [, ...]]
[{UNION | INTERSECT | EXCEPT} [ALL] select]
[ORDER BY expression [ASC | DESC | USING operator] [NULLS {FIRST | LAST}] [, ...]]
[LIMIT {count | ALL}]
[OFFSET start]
[FOR {UPDATE | SHARE} [OF table_name [, ...]] [NOWAIT]
[...]]

更多信息请参见SELECT INT O。

SET
改变数据库配置参数的值。
SET [SESSION | LOCAL] configuration_parameter {TO | =} value |
'value' | DEFAULT}
SET [SESSION | LOCAL] TIME ZONE {timezone | LOCAL | DEFAULT}

更多信息请参见SET 。

SET RO LE
设置当前会话当前角色的标识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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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ESSION | LOCAL] ROLE rolename
SET [SESSION | LOCAL] ROLE NONE
RESET ROLE

更多信息请参见SET ROLE。

SET SESSIO N AUTHO RIZATIO N
设置会话角色标识符和当前会话当前角色的标识符。
SET [SESSION | LOCAL] SESSION AUTHORIZATION rolename
SET [SESSION | LOCAL] SESSION AUTHORIZATION DEFAULT
RESET SESSION AUTHORIZATION

更多信息请参见SET SESSION AUT HORIZAT ION。

SET TRANSACTIO N
设置当前事务的特征。
SET TRANSACTION [transaction_mode] [READ ONLY | READ WRITE]
SET SESSION CHARACTERISTICS AS TRANSACTION transaction_mode
[READ ONLY | READ WRITE]

更多信息请参见SET T RANSACT ION。

SHO W
显示当前系统配置参数的值。
SHOW configuration_parameter
SHOW ALL

更多信息请参见SHOW。

START TRANSACTIO N
开始事务块。
START TRANSACTION [SERIALIZABLE | READ COMMITTED | READ UNCOMMITTED]
[READ WRITE | READ ONLY]

更多信息请参见ST ART T RANSACT ION。

TRUNCATE
清空表的所有行。
TRUNCATE [TABLE] name [, ...] [CASCADE | RESTRICT]

更多信息请参见T RUNCA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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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
更新表的行。
UPDATE [ONLY] table [[AS] alias]
SET {column = {expression | DEFAULT} |
(column [, ...]) = ({expression | DEFAULT} [, ...])} [, ...]
[FROM fromlist]
[WHERE condition | WHERE CURRENT OF cursor_name ]

更多信息请参见UPDAT E。

VACUUM
垃圾收集和选择性分析数据库。
VACUUM [FULL] [FREEZE] [VERBOSE] [table]
VACUUM [FULL] [FREEZE] [VERBOSE] ANALYZE
[table [(column [, ...] )]]

更多信息请参见VACUUM。

VALUES
计算一组行。
VALUES ( expression [, ...] ) [, ...]
[ORDER BY sort_expression [ASC | DESC | USING operator] [, ...]]
[LIMIT {count | ALL}] [OFFSET start]

更多信息请参见VALUES。

3.7. 新建通用任务
3.7.1. 创建、配置并提交离线计算模版
Dat aphin支持创建Shell和Pyt hon任务的离线计算模版。后续在开发Shell和Pyt hon任务时，可以引用该离线
计算模版以提高任务的研发效率。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配置并提交离线计算模版。

背景信息
当多个Shell或Pyt hon任务的代码逻辑相似，只有部分配置项或输入参数不同时，您可以将代码写入到离线
计算模版中，并将不同的配置项和输入参数定义为模版变量参数。后续任务引用了该离线计算模版后，可以
给离线计算模版中的模版变量参数赋值，以实现代码公共逻辑的单点维护和快速复用，提升了任务代码研发
的效率。
通常每个任务有独立的运行资源，大批量任务同时运行时会导致运行资源占用率高，影响任务运行的并发
性。Dat aphin支持引用了同一个离线计算模板的多个任务可以共享运行资源，以保障其他任务正常运行。您
需要为离线计算模板开启共享运行资源开关，后续引用了该模板的多个任务可以共享运行在同一个资源上，
其他任务就可以使用Dat aphin剩余的资源。如何开启离线计算模板的共享运行资源开关，请参见步骤三：配
置离线计算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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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限制
仅支持创建Shell和Pyt hon任务的离线计算模版。
支持超级管理员、项目管理员和开发者角色的用户创建、配置并提交离线计算模版。
如何获取项目管理员和开发者角色，请参见添加项目成员。
仅支持超级管理员角色的用户开启离线计算模板的共享运行资源开关。

操作流程
1. 步骤一：创建离线计算模版
创建离线计算模版任务。
2. 步骤二：开发离线计算模版的代码
开发离线计算模版的代码。
3. 步骤三：配置离线计算模版
配置离线计算模版的模版变量参数及运行资源。
4. 步骤四：保存、调试及提交离线计算模版
保存、调试和提交离线计算模版后，任务才可以引用该离线计算模版。

步骤一：创建离线计算模版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3.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的研发 。
默认进入数据开发 页面。
4. 在数据开发 页面，按照下图操作指引，进入新建离线计算模版 。

5. 在新建离线计算模版 对话框，配置参数。

> 文档版本：20220708

206

数据开发· 编码研发

参数

智能数据构建与管理 Dat aphin

描述
命名规则如下：

模版名称

支持任意字符。
全局唯一。
不能超过64个字符。

节点类型

当前版本仅支持Python和Shell任务。根据您后续开发的任务类型进行选择，例如后
续您需要基于离线计算模版开发Shell任务，则节点类型选择为Shell。
默认选择为离线计算模版。同时您也可以在计算模版 页面创建目标文件夹后，选择
该目标文件夹为计算模版的目录。

选择目录

描述

填写对离线计算模版简单的描述。

6. 单击确定 ，完成离线计算模版。
完成离线计算模版创建后，默认进入离线计算模版的代码开发页面。开发代码请参见步骤二：开发离线
计算模版的代码。

步骤二：开发离线计算模版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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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线计算模版的代码开发页面，进行开发相应语言（Pyt hon或Shell）的代码。

代码说明如下：
支持的语法与Pyt hon、Shell的语法一致。Pyt hon语法请参见Pyt hon官网。
支持定义模版变量参数，格式为 @@{模板变量参数名称}
线（_）且只能以字母开头。例如 @@{variable} 。

，模版变量参数名称只能包含字母、数字和下划

Shell语言的代码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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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bash
# 本⽰例⽤于检测某个FTP上的⽂件是否已经上传完成。
# ftpserver作为模板变量参数，后续可以为其配置默认值，这样每个引⽤该模板的任务共⽤同⼀个FTP服务器，也可
以在任务上指定其他服务器。
ftp_ip=@@{ftpserver}
# username、password作为模板变量参数，后可以为参数开启加密，防⽌⽤⼾名密码泄露。
username=@@{username}
password=@@{password}
# 检测FTP⽂件是否上传完成。
check_ftp_file() {
filename=$1
ftp -niv <<EOF
open $ftp_ip
# $ftp_ip是Shell局部变量。
user $username $password
cd /file
ls $filename
bye
EOF
}
cnt=0
while (( $cnt <= 300 ))
do
if check_ftp_file ${filename} | grep ${filename}

# ${filename}为任务参数。

then
echo "⽂件已上传完成"
exit 0
else
echo "⽂件未上传完成"
cnt=$(( $cnt + 1 ))
sleep(60s)
fi
done
echo "超过300分钟, ⽂件仍未上传完成, 异常退出"
exit 1

完成离线计算模版的代码开发后，需要配置该离线计算模版的模版变量参数及运行资源。具体操作请参见步
骤三：配置离线计算模版。

步骤三：配置离线计算模版
1. 在离线计算模版的代码开发页面，单击页面上方的模版信息 。
2. 在模版信息 面板中，配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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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版信息 面板中的基本信息 区域的模版名称和负责人的参数不支持修改；运行配置 用于开启离线计算
模板的共享运行资源开关；参数配置 用于配置代码中的模版变量参数的说明、设定默认值及是否加密，
如果您修改了代码中的模版变量参数，您可以单击刷新参数 后，在模版信息面板查看最新模版变量参
数。
区域

参数

描述

基本信息

描述

填写离线计算模版的简单描述。

运行配置

共享运行资源

开启共享运行资源后，引用该模版的任务可以共享运行资源。该操
作仅限超级管理员执行，如果您需要开启，请联系超级管理员。

参数说明

填写代码中的参数说明，便于开发者理解。

默认值

为代码中的参数赋值。后续您可以在引用了该模版的任务中修改该
参数值，运行任务后即可生效。

参数配置
参数加密

开启参数加密后，参数默认值将以密文形式存储，以保护敏感数
据。后续在引用该模版的任务中也是无法查看明文的参数默认值，
任务运行时Dataphin会自动解密参数默认值。
关闭参数加密后，已配置的参数默认值将自动清空。

3. 单击确定 ，完成离线计算模版的配置。
完成离线计算模版配置后，需要保存、调试和提交模版代码。具体操作请参见步骤四：保存、调试及提
> 文档版本：2022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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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离线计算模版。

步骤四：保存、调试及提交离线计算模版
1. 在离线计算模版的代码开发页面，按照下图操作指引，保存并调试离线计算模版。

在参数填写 对话框，您需要为代码中的模版变量参数赋值。本文的代码示例中的模版变量参数为abc和
bizdat e，因此需要为其赋值后，才能调试开发的代码是否可以正常运行。
2. 调试成功后，按照下图操作指引，提交离线计算模版。

提交成功后，您可以按照下图操作指引，查看离线计算模版的版本信息。

同时在版本信息 面板您也可以进行不同版本的代码对比及查看代码：
按照下图操作指引，进行版本对比。版本对比包括代码对比和模版变量参数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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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下图操作指引，查看代码。

后续步骤
基于已创建的离线计算模版创建对应的任务，具体操作请参见新建Shell任务或创建Pyt hon计算任务。后续
您也可以在离线计算模版的代码开发页面，查看离线计算模版被任务引用的情况。

3.7.2. 新建Shell任务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基于Dat aphin构建Shell类型的离线计算任务。

前提条件
完成上传JSON资源包，详情请参见新建资源。

背景信息
Shell任务中引用到的JSON资源包需提前创建，因此需要您在资源管理中上传JSON资源包，然后在Shell任务
中引用。本文以MySQL数据库为例为您介绍，请您下载JSON文件。
新建Shell任务的权限限制，详情请参见数据开发权限列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进入数据开发模块：
单击快速开始相关工作 区域的数据研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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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快速进入研发项目 区域的Dev 或Basic 项目，选择开发数据的项目空间。
说明
如果您通过快速开始相关工作 进入数据开发模块，则跳过步骤3。
如果您通过快速进入研发项目 进入数据开发模块，则跳过步骤3和4。
3.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的研发 。
4.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后，单击Dev 或Basic 页签，选择数据开发的项目空间
（Dev 或Basic 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项目，且项目空间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需要选择项目空间。
5. 进入计算任务 页面。
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数据处理 页签。
如果进入数据开发 页面后，系统默认进入数据处理 页签，则无需再次单击数据处理 页签。
ii. 在数据处理 页签，单击左侧导航栏

计算任务 图标。

6. 在计算任务 页面，进入新建文件 对话框。
单击计算任务 后的 图标，选择通用脚本 > SHELL。
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数据处理 > 计算任务 > SHELL。
在开发 首页，单击SHELL后的 图标。
7. 编写并运行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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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新建文件 对话框，配置参数。

参数

描述

名称

填写离线计算任务的名称，例如DataX。
选择任务的调度类型。调度类型 包括：

调度类型

周期性节点 ：自动参与系统的周期性调度。
手动节点 ：需要手动触发任务的运行。

描述

填写对任务的简单描述。

引用模板

如果开发的Shell任务与已有的代码模板相似，您可以引用离线代码模板，提升
代码研发的效率。

选择目录

选择离线计算任务的目录。

ii. 单击确定 。
iii. 在代码编写 页面，编写Shell离线计算任务的代码。
代码如下。
@resource_reference{"datax.json"}
python $DATAX_HOME/bin/datax.py datax.json #Dataphin系统已内置DataX的安装⽬录为DATAX_H
OME/bin/datax.py。

其中，resource_reference{}用于调用已上传的dat ax.json资源文件。
iv. 检查代码。
代码编写完成后，单击预编译 ，系统帮助您检查编写的SQL代码的语法。
如果预编译失败，您可以单击页面上方的格式化 ，系统自动帮助您调整语法格式。调整完格式，您
可以单击刷新 ，刷新页面上的代码。
v.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执行 ，运行代码。
8. 配置调度参数。
> 文档版本：20220708

214

数据开发· 编码研发

智能数据构建与管理 Dat aphin

如果离线计算任务的调度类型为周期性节点 ，则需要配置调度参数，详情请参见调度配置。
如果离线计算任务的调度类型为手动节点 ，需要手动触发任务的调度。
9. 在代码编写页面，保存、提交和发布Shell任务。
i.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保存代码。
ii.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提交代码。
iii. 在提交备注 对话框，填写备注信息。
iv. 单击确定并提交 。
v. 发布Shell任务至生产环境。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Shell任务，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提交成功的Shell任务，即可参与生产环境的调度。

3.7.3. 新建Virtual任务
虚拟节点是租户配置调度参数时可选的依赖节点。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基于Dat aphin构建Virt ual类型的虚拟节
点。

背景信息
在开始构建数据模型前，您可以创建基于该数据模型的虚拟节点，以便于该数据模型中其他任务配置调度参
数时依赖该节点。
新建Virt ual任务的权限限制，详情请参见数据开发权限列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进入数据开发模块：
单击快速开始相关工作 区域的数据研发 。
单击快速进入研发项目 区域的Dev 或Basic 项目，选择开发数据的项目空间。
说明
如果您通过快速开始相关工作 进入数据开发模块，则跳过步骤3。
如果您通过快速进入研发项目 进入数据开发模块，则跳过步骤3和4。
3.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的研发 。
4.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后，单击Dev 或Basic 页签，选择数据开发的项目空间
（Dev 或Basic 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项目，且项目空间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需要选择项目空间。
5. 进入计算任务 页面。
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数据处理 页签。
如果进入数据开发 页面后，系统默认进入数据处理 页签，则无需再次单击数据处理 页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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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数据处理 页签，单击左侧导航栏

计算任务 图标。

6. 在计算任务 页面，进入新建Virt ual任务的新建文件 对话框。
单击计算任务 后的 图标，选择通用脚本 > VIRT UAL。
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数据处理 > 计算任务 > VIRT UAL。
在开发 首页，单击VIRT UAL后的 图标。
7. 编写并运行代码。
i. 在新建文件 对话框，配置参数。

参数

描述

名称

填写离线计算任务的名称，例如Virtual。
选择任务的调度类型：

调度类型

周期性节点 ：自动参与系统的周期性调度。
手动节点 ：需要手动触发任务的运行。

描述

填写对任务的简单描述。

选择目录

选择离线计算任务的目录。

ii. 单击确定 。
iii. 检查代码。
代码编写完成后，单击预编译 ，系统帮助您检查编写的SQL代码的语法。
如果预编译失败，您可以单击页面上方的格式化 ，系统自动帮助您调整语法格式。调整完格式，您
可以单击刷新 ，刷新页面上的代码。
iv. 在代码编写 页面，编写SQL代码。
8. 配置调度参数。
如果离线计算任务的调度类型为周期性节点 ，则需要配置调度参数，详情请参见调度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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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离线计算任务的调度类型为手动节点 ，需要手动触发任务的调度。
9. 在代码编写页面，保存、提交和发布Virt ual任务。
i.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保存代码。
ii.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提交代码。
iii. 在提交备注 对话框，填写备注信息。
iv. 单击确定并提交 。
v. 发布Virt ual任务至生产环境。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Virt ual任务，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提交成功后的Virt ual任务，即可参与生产环境的调度。

3.7.4. 创建Python计算任务
为了满足丰富的Pyt hon应用场景，Dat aphin支持创建可以使用Pyt hon语法的Pyt hon计算任务。本文为您介
绍如何基于Dat aphin构建Pyt hon计算任务和定义Pyt hon UDF。

使用限制
Pyt hon 3.7无法向下兼容pyt hon 2.7，无法直接升级历史的pyt hon 2任务。
2.9.3版本后，Dat aphin默认支持研发Pyt hon 3.7计算任务。系统仅支持草稿状态的Pyt hon任务修改版本。

注意事项
Pyt hon UDF在SQL任务中执行时，需要指定特定执行版本的兼容。系统默认执行Pyt hon 2.7版本，如果需要
执行Pyt hon 3.7，则执行以下命令，在任务级别开启版本Pyt hon 3.7。
set odps.isolation.session.enable=true;
set odps.sql.python.version=cp37;

背景信息
Pyt hon 3.7更能满足更多样化的大数据处理的诉求，例如 list.clear() 。Pyt hon 2.7和Pyt hon 3.7的更多
信息，请参见Pyt hon。

前提条件
如果您需要定义Pyt hon UDF，则需要上传Pyt hon文件，详情请参见新建资源。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3.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的研发 。
4. 按照下图指引，进入新建文件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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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入新建文件 对话框：
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数据处理 > 计算任务 > Pyt hon。

在开发 首页，单击任务研发 区域的Pyt hon后的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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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编写并运行代码。
i. 在新建文件 对话框，配置参数。

参数

描述

任务名称

填写代码任务的名称，例如Python。
选择任务的调度类型。调度类型 包括：

调度类型

周期性节点 ，自动参与系统的周期性调度。
手动节点 ，需要手动触发任务的运行。

引用模板

如果开发的Shell任务与已有的代码模板相似，您可以引用离线代码模板，提升
代码研发的效率。

选择目录

选择代码任务的目录。

描述

填写对任务的简单描述。

ii. 单击确定 。
iii. 在Pyt hon任务代码编写页面，选择需要创建的Pyt hon任务版本后，编写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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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Pyt hon UDF时，需要在代码中添加 import Python⽂件名 语句，导入上传的Pyt hon文件。
开发Pyt hon 3.7计算任务时，需要根据业务场景安装如下资源包。以下安装包已经预制至系统内，
您在开发代码过程中，只需要在代码开始部分添加 import 资源包名 语句即可，例如 import co
nfigparser 。
资源包

版本

适用场景

configparser

>=3.5.0

读取配置文件

DateT ime

无

数据处理

jumpssh

无

使用跳板机连接服务器

mysql-connector-python

>=8.0.11

连接并操作MySQL

numpy

无

算法基础处理

pandas

无

算法基础处理

psycopg2

>=2.7.4

连接操作PostgreSQL

pyhs2

>=0.6.0

连接并操作HDFS

pyodps

>=0.7.16

ODPS操作，适用ODPS

requests

>=2.4.0

算法基础处理

scikit-learn

无

算法基础处理

scipy

无

算法基础处理

setuptools

>=3.0

Pthon基础功能库

yarn-api-client

>=0.2.3

Yarn-api客户端

Matplotlib

无

算法基础处理

需要选择代码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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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bin/Python
# -*- coding: latin-1 -*import time
import datetime
import base64
import hashlib
import json
import sys
import csv
from odps import ODPS
def main():
print "Hello World"

建议您在Pyt hon文件前两行对编码进行主动注释 ，防止执行代码时使用系统编码，导致执行结果
报错。
iv.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执行 ，运行代码。
6. （可选）配置调度参数。
如果离线计算任务的调度类型为周期性节点 ，则需要配置调度参数，详情请参见调度配置。
如果离线计算任务的调度类型为手动节点 ，需要手动触发任务的调度。
7. 按照下图指引，保存并提交Pyt hon任务。

8. 如果项目空间的模式为Dev-Prod，则发布Pyt hon任务至生产环境。具体操作，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9. 查看调度任务。具体操作，请参见脚本任务或手动任务。

3.7.5. Dataphin PyODPS
Dat aphin PyODPS是基于MaxComput e PyODPS开发的Dat aphin Pyt hon版本的SDK。在Dat aphin中使用
Pyt hon时，您可以使用Dat aphin PyODPS安全地访问Dat aphin项目内存储在MaxComput e的数据。

背景信息
Dat aphin PyODPS依赖于MaxComput e的 PyODPS。

前提条件
在使用Dat aphin PyODPS前，请确认您已将Dat aphin计算引擎设置为MaxComput e。具体操作请参见设置
Dataphin实例的计算引擎。

使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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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计算引擎为MaxComput e的Dat aphin支持Dat aphin PyODPS。

获取待操作数据对象的权限
申请逻辑表权限，详情请参见管理逻辑表权限。
申请物理表权限，详情请参见管理物理表权限。
上传资源到Pyt hon任务所在的项目，并提交或发布至生产环境。具体操作，请参见新建资源。
需要在Pyt hon任务所在的项目内创建函数，并提交或发布至生产环境。具体操作，请参见Pyt hon
UDF或Java UDF最佳实践。

使用说明
Dat aphin PyODPS安装包已内置在Dat aphin中，您可以在Dat aphin中直接调用。详细说明如下：
当前，Dat aphin支持的PyODPS包括项目空间、表、SQL、资源和函数。MaxComput e的其他PyODPS暂时
不支持直接在Dat aphin上调用。
在Dat aphin上调用PyODPS时，与直接在MaxComput e上调用，命令执行上基本一致。详细说明如下表所
示。
PyODPS

是否一致

备注
在Dataphin中使用PyODPS访问项目内的表时，需要在表名称前加
项目或业务板块的信息，详细说明如下：
访问物理表的SQL语句格式为 ${Dataphin项⽬英⽂名}.物理
表名 。
例如，Dataphin中有项目ProjectA，则Dataphin自动生成项目变
量${ProjectA}。ProjectA内有一张物理表T ableA，则您可以使
用 ${ProjectA}.TableA 来引用这张表。动态变

SQL

不一致

量${ProjectA}在开发环境执行时默认被替换为Project A_dev，在
生产环境执行时默认被替换为ProjectA。当然您也可以直接指定
开发项目（ProjectA_dev）或生产项目（ProjectA）。
访问逻辑表的SQL语句格式为 ${Dataphin业务板块英⽂名}.
逻辑表名 。
例如，Dataphin中有业务板块LD_BizUnitA，则Dataphin自动生
成业务板块变量${LD_BizUnit A}。业务板块LD_BizUnitA内有一张
逻辑表DimT ableA。您可以使用 ${LD_BizUnitA}.DimTable
A 来引用这张表，该变量在开发环境执行时默认被替换
为LD_BizUnitA_dev，在生产环境执行时默认被替换
为LD_BizUnitA。当然您也可以直接指定开发项目
（LD_BizUnitA_dev）或生产项目（LD_BizUnitA）。

表

不支持跨Dataphin项目访问存储在MaxCompute的数据对象，也就
是支持访问当前Python任务所在的Dataphin项目内存储在
MaxCompute的数据对象。

项目空间
资源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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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当前Python任务所在的项目英文名为ProjectB，如果您执行
odps.get_project(‘Test_Project') ，则会报以下错误。
Exception: Dataphin odps client auth check
failed, not allow to operate project Test_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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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过程中有无权限的报错时，您需要获取对应数据对象的权限。具体操作，请参见获取待操作数据对象的
权限。

使用示例
from dataphin import odps
odps.execute_sql("select * from ${[业务板块]}.[逻辑表名]")

3.8. 创建并配置机器学习任务
机器学习任务用于调用您在机器学习平台中构建的任务，并按照节点配置进行调度生产。本文为您介绍如何
创建并配置机器任务。

功能上线时间
华东2（上海）、华北2（北京）：2022年03月03日
华南1（深圳）、华东1（杭州）：2022年03月08日

前提条件
在开始执行操作前，请确认您已满足以下条件：
基于机器学习的PAI-Designer完成工作流的创建，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及管理工作流。
项目的机器学习开关已打开，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Basic项目、创建Prod和Dev项目。

使用限制
当前，Dat aphin仅支持导入基于MaxComput e计算资源创建的PAI-Designer工作流。
仅计算引擎为MaxComput e的Dat aphin支持创建机器学习任务。

步骤一：创建机器学习任务文件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3.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的研发 。
默认进入数据开发 页面。
4. 在数据开发 页面，按照下图操作指引，进入新建文件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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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新建文件 对话框中，配置参数。

参数

描述
命名规则如下：

名称

不支持竖线（|）、\/、半角冒号（:）、半角问号（?）、尖括号（<>）、星号
（*）半角单引号（"）。
全局唯一。
不能超过64个字符。
选择机器学习任务后续调度的类型，支持选择周期性节点 和手动节点 ，详细说明如
下：

调度类型

周期性节点 ：即创建的机器学习任务为周期任务，后续会自动参与Dataphin的调
度，更多关于周期任务的描述，请参见通用功能说明。
手动节点 ：即创建的机器靴子任务为手动任务，后续调度需要您手动触发，更多
关于手动任务的描述，请参见手动任务。

描述

> 文档版本：2022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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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默认选择为计算任务。同时您也可以在计算任务 页面创建目标文件夹后，选择该目
标文件夹为计算模版的目录。

选择目录

6. 单击确定 ，完成机器学习任务文件的创建。

步骤二：开发并配置机器学习任务
1. 在上述已创建的机器学习任务开发页面，按照下图操作指引，导入机器学习中已开发好的工作流。

导入后，为您展示在机器学习中开发的工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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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您也可以单击页面上方的去编辑工作流 ，进入机器学习中生成该工作流的页面进行编辑，如何
编辑请参见创建及管理工作流。
更新了工作流后，您可以单击页面上方的刷新工作流 ，就可以刷新机器学习任务中的工作流。

2. 如果机器学习任务为周期任务，则按照下图操作指引，配置调度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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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度配置面板，您也可以查看该机器学习任务的基本信息，同时支持修改负责人及描述。
i. 配置调度配置 区域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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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选择时间属性 。时间属性 包括：

时间属性

正常调度 ：按照调度周期的时间配置调度，并正常执行，通常任务默认选中
该项。
空跑调度 ：按照调度周期的时间配置调度，但都是空跑执行，即一调度到该
任务便直接返回成功，没有真正的执行任务。

暂停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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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是 后，即可暂停该任务的调度，会按照下面的调度周期时间配置调度，但是
一旦调度到该任务会直接返回失败，不会执行。通常用于某个任务暂时不用执
行，但后面还会继续使用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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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用于定义周期任务生成对应的周期实例的调度周期，支持选择日 、周 、月 、小
时 和分钟 ，详细说明如下：
日 调度，即调度实例每天自动运行一次。新建周期任务时，默认的时间周期
为每天0点运行一次。

调度周期

周 调度，即调度实例每周的特定几天，在特定时间点自动运行一次。
月 调度，即调度实例在每月的特定几天，在特定时间点自动运行一次。
小时 调度，即每天指定的时间段内或时间点，调度实例按时间间隔数及开始
结束时间或按每天的时间点运行一次。
分钟 调度，即每天指定的时间段内，调度实例按时间间隔数及开始结束时间
运行一次。

依赖上周期

用于定义周期任务是否需要依赖本节点或其他节点上个调度周期的运行结果。依
赖节点支持选择当前 和自定义 。选择了自定义 后，您需要通过节点名称、输出
名称或节点ID，查找需要依赖的节点。

优先级

优先级定义了同一时间待调度任务的优先级。默认选择为中等优先级 。您可以
根据业务需求修改任务调度的优先级。Dataphin支持的优先级包括最低优先
级、低优先级、中等优先级、高优先级和最高优先级。

时间参数

时间参数是对代码中所用时间参数的具体赋值。您可以单击节点参数配置说
明 ，查看Dataphin调度系统支持配置时间参数的类型及生效说明。

ii. 配置依赖关系 区域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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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上游依赖不能为空。您可以通过自动解析和手动添加的方式为机器学习任务添加
上游依赖，详细说明如下：
自动解析
Dataphin根据机器学习任务的工作流中的读数据表自动解析到上游依赖。首
先Dataphin自动获取工作流组件中的表及字段信息，假设获取到的表名为
T able；其次Dataphin自动获取对应的MaxCompute项目绑定的Dataphin项
目名，假设为Project；最后将获取到的节点 Project.Table 添加至上游
依赖区域。如果Dataphin获取不到对应的项目或对应的节点，则无法自动解
析出上游依赖任务。
手动添加

上游依赖

按照下图操作指引，手动添加上游依赖节点。

如果业务上没有需要依赖的上游节点，则您需要通过手动添加上游依赖 的方式
将根节点（root）添加为机器学习任务的上游依赖节点。
定义当前节点的输出名称，根据需要您可以设置多个输出名称，供其他节点依赖
使用。
按照下图操作指引，添加当前节点的输出名称。

当前节点

输出名称的命名规则请尽量统一，一般命名规则为 项⽬名.表名 且不区分大
小写，以标识本节点产出的表，同时其他节点更好地选择调度依赖关系。

步骤三：运行并提交机器学习任务
1. 在上述已创建的机器学习任务开发页面，按照下图操作指引，运行机器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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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运行日志。

2. 运行成功后，按照下图操作指引，提交机器学习任务至生产环境。

3. 如果您使用的是Dev-Prod的项目，提交成功后需要发布机器学习任务至生产环境，具体操作请参见发布
任务。

后续步骤
后续您需要在运维中心运维管理机器学习任务及生成的实例，详情请参见运维中心概述。

3.9. 调度配置

调度配置用于配置节点在调度过程中的调度规则及依赖关系。本文为您介绍如何配置计算任务的调度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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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完成创建计算任务：
如果计算引擎为MaxComput e，详情请参见新建MAXC任务。
如果计算引擎为ADB for Post greSQL，详情请参见新建ADB任务。

背景信息
系统仅支持周期性节点的代码任务进行调度配置。
依赖关系是两个或多个节点之间的语义连接关系，同时上游节点的状态将影响其他下游节点的运行状态。
配置了依赖关系的节点调度规则为：首先，上游节点运行完成后，才能调度下游节点。其次，根据节点设
定的调度时间判断是否执行调度。
您在设定的调度时间之前提交的调度配置，会在设定的调度时间之后生效。而在设定的调度时间之后配置
的依赖关系，只能间隔一天再生成实例。
调度配置的权限限制，详情请参见数据引入权限列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进入数据开发模块：
单击快速开始相关工作 区域的数据研发 。
单击快速进入研发项目 区域的Dev 或Basic 项目，选择开发数据的项目空间。
说明
如果您通过快速开始相关工作 进入数据开发模块，则跳过步骤3。
如果您通过快速进入研发项目 进入数据开发模块，则跳过步骤3和4。
3.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的研发 。
4. （可选）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单击Dev 或Basic 页签，选择数据开发的项目空
间（Dev 或Basic 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项目，且项目空间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需要选择项目空间。
5. 进入离线计算任务的调度配置 页面。
i.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数据处理 。
如果进入数据开发 页面后，系统默认进入数据处理 页签，则无需再次单击数据处理 页签。
ii.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计算任务 图标。

iii. 在计算任务 页面，查询需要配置调度参数的计算任务。
您可以在搜索框中，输入计算任务名称关键字，快速搜索计算任务。
iv. 单击需要配置调度参数的计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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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可选）解锁计算任务。
如果需要配置调度参数的计算任务已被您自己锁定，则无需解锁。
如果需要配置调度参数的计算任务已被他人锁定，则单击代码编写 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
当 图标变更为 图标时，解锁成功。
vi. 在该离线计算任务的代码编写 页面，单击调度配置 。
6. 在调度配置 页面，配置调度参数。
i. 配置基本信息 区域参数。
系统自动生成的名称 、节点ID、节点类型 不支持修改，系统支持修改负责人 和描述 。
ii. 配置调度配置 区域参数。
参数

描述
选择时间属性 。时间属性 包括：

时间属性

正常调度 ：按照调度周期的时间配置调度，并正常执行，通常任务默认选中
该项。
空跑调度 ：按照调度周期的时间配置调度，但都是空跑执行，即一调度到该
任务便直接返回成功，没有真正的执行任务。

暂停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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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调度周期 可选择日 、周 、月 、小时 和分钟 ：
日 调度，即调度任务每天自动运行一次。新建周期任务时，系统默认的时间
周期为每天0点运行一次。您可以根据需要，单击

图标，指定运行的时间

点。
周 调度，即调度任务每周的特定几天，在特定时间点自动运行一次。您可以
根据需要，单击

图标，指定运行的时间点。

如果您没有指定日期，为保证下游实例正常运行，系统会生成实例后直接设
置为运行成功，而不会真正执行任何逻辑，也不会占用资源。
月 调度，即调度任务在每月的特定几天，在特定时间点自动运行一次。您可
以根据需要，单击

图标，指定运行的时间点。

如果在没有被指定的日期时，为保证下游实例正常运行，系统会每天生成实
例后直接设置为运行成功，而不会真正执行任何逻辑，也不会占用资源。
调度周期

小时 调度，即每天指定的时间段内，调度任务按间隔时间数的时间间隔运行
一次。或选择指定的时间点，调度系统会自动为任务生成实例并运行。您可
以根据业务需求选中时间段 或时间点 ：
如果您选中了时间段 ，您可以单击开始 或结束 后的
开始和结束时间。同时您可以单击间隔 后的

图标，指定运行的

图标，在下拉列表中选择间

隔时间。
如果您选中了时间点 ，单击下拉列表框，在下拉列表中选择时间点。
例如，每天00:00~23:59的时间段内，每隔1小时会自动调度一次，因此调度
系统会自动为任务生成实例并运行。
分钟 调度，即每天指定的时间段内，调度任务按间隔时间数的时间间隔运行
一次。 您可以单击开始 或结束 后的
时您可以单击间隔 后的

图标，指定运行的开始和结束时间。同

图标，在下拉列表中选择间隔时间。

根据业务场景分析是否需要选中依赖上周期 。如果您选择是 ，则需要选择依赖
上个调度周期的节点：
依赖上周期

如果您选择了当前 ，则表示依赖当前节点的上个调度周期。
如果您选择了自定义 ，则需在输入框中输入依赖上周期节点的名称关键字进
行搜索节点。
您可以选择节点调度任务执行的优先级 ，优先级 包括：
最低优先级 。

优先级

低优先级 。
中等优先级 。
高优先级 。
最高优先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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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参数配置

节点参数配置是对代码中所用参数的具体赋值。您可以单击节点参数配置说
明 ，查看Dataphin调度系统支持配置节从而支持节点调度时，参数值以变量替
换执行点的时间参数及配置原则，进行配置参数。

iii. 配置依赖关系 区域参数。
参数

描述
当节点的任务类型为SQL时，您可以单击开始解析 ，系统会解析代码中的物理表
和逻辑表，并查找到与该表名相同的输出名称。输出名称所在的节点作为当前节
点的上游依赖。
如果代码中引用项目变量或不指定项目，则系统默认解析为生产项目名，以保证
生成调度的稳定性。例如，开发项目名称为 onedata_dev ：
如果代码里指定 select * from s_order ，则调度解析依赖为 oneda

自动解析

ta.s_order 。
如果代码里指定 select * from ${onedata}.s_order ，则调度解析
依赖为 onedata.s_order 。
如果代码里指定 select * from onedata.s_order ，则调度解析依赖
为 onedata.s_order 。
如果代码里指定 select * from onedata_dev.s_order ，则调度解析
依赖为 onedata_dev.s_order 。
上游依赖包括物理节点和逻辑表节点。逻辑表节点上游依赖仅支持系统解析。如
果业务上没有上游依赖，您需要添加根节点（root节点）为上游依赖，便于统一
管理。
执行如下操作，添加该代码任务调度时依赖的上游物理节点：
a. 单击手动添加上游 。
b. 在新建上游依赖 对话框中，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搜索依赖节点：

上游依赖

输入所依赖节点的输出名称的关键字进行搜索节点。
输入ro o t 搜索虚拟节点（每个租户或企业在初始化时都会有一个根节
点）。
说明

节点的输出名称是全局唯一的，且不区分大小写。

c. 单击确定新增 。
同时您还可以单击操作 列下的 图标，删除已添加的依赖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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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通过执行如下操作，设置当前节点的输出名称，根据需要您可以设置多个输出名
称，供其他节点依赖使用：
a. 单击手动添加输出 。
b. 在新增当前节点输出 对话框中，填写输出名称。输出名称的命名规则请尽
量统一，一般命名规则为 ⽣成项⽬名.表名 且不区分大小写，以标识本
节点产出的表，同时其他节点更好地选择调度依赖关系。
例如，开发项目名称为 onedata_dev ，建议将输出名称设置为 oned
ata.s_order 。如果您将输出名称设置
为 onedata_dev.s_order ，则仅限代码 select * from onedata

当前节点

_dev.s_order 能解析出上游依赖节点。
c. 单击确定新增 。
同时您还可以对当前节点已添加的输出名称执行如下操作：
单击操作 列下的 图标，删除已添加的输出名称。
如果该节点已提交且被任务所依赖（任务已提交），则单击操作 列下的

图

标，查看下游节点。

7. 单击确定 ，完成代码任务的调度配置。
8. 保存、提交和发布离线计算任务。
i. 在离线计算任务的配置页面，单击

图标，保存离线计算任务。

ii. 在离线计算任务的配置页面，单击 图标，提交离线计算任务。
iii. 在提交备注 对话框，填写备注信息。
iv. 单击确定并提交 。
v. （可选）发布离线计算任务至生产环境。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离线计算任务，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不需要发布离线计算任务，提交后的离线计算任务就可以参与
生产环境的调度。

3.10. 管理计算任务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编辑、移动、重命名和删除计算任务等操作。

前提条件
完成计算任务的创建，详情请参见MAXC任务、ADB任务、Flink任务或通用任务。

背景信息
计算任务只有在解锁的状态下，才支持编辑、移动、重命名和删除等操作。
如果计算任务已被您自己锁定，则无需解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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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计算任务已被他人锁定，则需要解锁任务：
a. 在计算任务 页面，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编辑 。
b. 在代码开发页面，单击右上方的 图标。
当 图标变更为 图标时，解锁成功。
计算任务的状态说明：
保存成功的计算任务，状态为草稿 。
提交成功的计算任务，状态为已提交 。
编辑已提交 状态的计算任务，并成功保存，状态更改为开发中 。
已提交 状态的计算任务，成功下线后，状态更改为草稿 。
下线、删除和下线并删除计算任务的限制：
仅开发中 和已提交 状态的计算任务支持下线操作。
仅草稿 状态的计算任务支持删除操作。
仅开发中 和已提交 状态的计算任务支持下线并删除操作。
新建的Flink_SQL、Flink_T emplat e_SQL类型的计算任务默认开启实时模式，您可以手动开启离线模式。
Flink_SQL、Flink_T emplat e_SQL类型的计算任务支持处理实时和离线数据。
下文中涉及的概念说明。
概念

描述

Flink任务

Flink_SQL、Flink_T emplate_SQL和Flink_DataStream类型的计算任务。

MAXC任务或ADB任务

SQL、MapReduce、Spark、Shell、Python、Virtual和ADB for PostgreSQL类型的
计算任务。

计算任务

Flink_SQL、Flink_T emplate_SQL、Flink_DataStream、SQL、MapReduce、
Spark、Shell、Python、Virtual和ADB for PostgreSQL类型的计算任务。

编辑MAXC任务或ADB任务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进入数据开发模块：
单击快速开始相关工作 区域的数据研发 。
单击快速进入研发项目 区域的Dev 或Basic 项目，选择开发数据的项目空间。
说明
如果您通过快速开始相关工作 进入数据开发模块，则跳过步骤3。
如果您通过快速进入研发项目 进入数据开发模块，则跳过步骤3和4。
3.
4. 鼠标悬停至需要编辑的计算任务后，再将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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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代码开发页面，编辑计算任务的代码和调度参数，详情请参见新建SQL任务、新建MapReduce任务、新建
Spark任务、新建Shell任务、创建Python计算任务、新建Virtual任务和新建ADB for PostgreSQL任务。
6. 保存、提交和发布计算任务。
i.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图标，保存计算任务。
ii.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图标，提交计算任务。

iii. 在提交备注 对话框，填写备注信息。
iv. 单击确定并提交 。
v. （可选）发布计算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计算任务，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无需发布计算任务。

编辑Flink任务
1. 在代码开发页面，您可以修改计算任务的代码、资源配置、依赖关系、任务参数、调度参数、通用配置
的参数、或模板参数 （Flink_T emplat e_SQL类型的计算任务），详情请参见创建Flink SQL任务、步骤一：
创建并调试Flink T emplate SQL计算任务和创建Flink DataStream计算任务。
2. 保存、提交和发布Flink任务。
i.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图标，保存计算任务。
ii.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图标，提交计算任务。

iii. 在提交备注 对话框，填写备注信息。
iv. 单击确定并提交 。
v. （可选）发布计算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Dev-Prod模式，则需要发布计算任务，详情请参见管理发布任务。
如果您的开发模式是Basic模式，则无需发布计算任务。

修改Flink任务的通用配置
1. 在代码开发页面，单击页面上方的通用配置 。
2. 在通用配置 面板，修改责任人、资源队列和引擎版本。
注意

资源队列切换后，提交并执行任务，可能导致运行结果有差异，请谨慎操作。

3. 单击确定 。

修改模板参数
说明

仅FLINK_T EMPLAT E_SQL类型的计算任务支持修改模板参数。

1. 在代码开发页面，单击页面上方的模板参数 。
2. 在模板参数 面板，修改参数值。
3. 单击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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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Flink任务的代码结构
1. 在代码开发页面，单击页面上方的代码结构 。
2. 在代码结构 面板，查看源表（SOURCE）、维度逻辑表（DIM）表、输出表（SINK）、中间表
（SELECT ）、过滤（FILT ER）、分组统计（GROUP）、关联（JOIN）、合并（UNION）、取前N位数
（T OPN）、快照（SNAPSHOT ）、复杂事件处理（CEP）、自定义函数（UDF）和其他（Ot her）等信
息。
3. 单击 图标，关闭面板。

修改Flink任务的生效模式
1. 解锁任务。
如果计算任务已被您自己锁定，则无需解锁。
如果计算任务已被他人锁定，则需要解锁代码。
a. 在计算任务 页面，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编辑 。
b. 在代码开发页面，单击右上方的 图标。
当 图标变更为 图标时，解锁成功。
2. 在代码开发页面，单击页面上方的定向配置 。
3. 在定向配置 面板，单击实时模式 或离线模式 页签。
4. 在实时模式 或离线模式 页签，单击对应页签的
说明

或

图标，打开或关闭对应模式。

如果当前生效模式仅为一种时， 则系统不支持关闭该模式。

查看Flink任务的版本信息
1. 在计算任务 页面，单击左侧功能区域中需要查看版本信息的计算任务。
2. 在代码开发页面，单击页面上方的版本信息 。
3. 在版本信息 面板，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单击某个版本所在行操作 列下的 图标，查看版本对比。
在版本对比 对话框，您可以单击资源配置对比 、任务参数对比 或代码对比 页签，查看版本的对比信
息。同时您还可以执行以下操作，回滚版本：
a. 在代码对比 、资源配置对比 或任务参数对比 页面，单击页面下方的回滚到对比版本 。
b. 在提示 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
单击某个版本所在行操作 列下的 图标，查看代码的基本信息。

查看MAXC任务或ADB任务的历史信息
1. 在计算任务 页面，单击需要查看历史信息的计算任务。
2. 在该任务的代码编写 页面，单击页面上方的历史信息 ，查看版本信息。
在历史信息 面板，您还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单击操作 列下的详情 。在基本信息 页面，查看版本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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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操作 列下的详情 。在基本信息 页面，查看版本的详细信息。
单击操作 列下的代码对比 。在版本对比 页面，比较历史版本和当前版本的代码，您也可以单击回滚
到对比版本 ，回滚历史版本。
单击操作 列下的查看代码 ，查看代码内容。
说明

如果您仅提交了一个版本，则只能查看当前版本的信息。

移动计算任务
1. 鼠标悬停至需要移动的计算任务后，再将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移动 。
2. 在移动文件 对话框，选择目录。
3. 单击确定 ，完成移动计算任务。

重命名计算任务
1. 鼠标悬停至需要克隆的计算任务后，再将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重命名 。
2. 在文本框中，输入计算任务的名称。
3. 按下Ent er键或单击非输入框区域，完成重命名计算任务。

克隆计算任务
1. 鼠标悬停至需要重命名的计算任务后，再将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克隆 。
2. 在克隆计算任务对话框，填写新任务名称 ，并选择目录。
3. 单击确定 。
4. 开发、提交或发布代码任务，详情请参见MAXC任务、ADB任务、Flink任务或通用任务。

筛选任务
在数据处理页面，单击 图标，快速筛选我创建的数据处理对象。

快捷去运维
在计算任务代码开发页面，单击页面上方的去运维 ，快速进入运维中心，运维该任务。

快捷去发布
在计算任务代码开发页面，单击页面上方的去发布 ，快速进入发布中心，发布该任务。

下线计算任务
1. 鼠标悬停至需要下线的计算任务后，再将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下线 。
2. 在提示 对话框，填写备注信息。
3.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下线计算任务。

下线并删除计算任务
1. 鼠标悬停至需要下线并删除的计算任务后，再将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下线并删除 。
2. 在提示 对话框，填写备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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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下线并删除计算任务。

删除计算任务
1. 鼠标悬停至需要删除的计算任务后，再将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删除 。
2. 在提示 对话框，填写备注信息。
3.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删除计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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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即席查询
4.1. 概述

即席查询提供数据查询功能。系统会根据您所设置的计算类型自动识别切换SQL类型。
因为Dat aphin独有的逻辑表模型以业务板块为命名空间，所以引用逻辑表的SQL语法有一定的限制，详细内
容如下：
系统支持引用逻辑表的方式为业务板块.逻辑表。
系统支持查询逻辑表中字段的方式为[业务板块.逻辑表.关联维度角色.···.关联维度角色.维度逻辑表字段]。
如果作为Select 或者Where等设置的内容，则仅需要填写[逻辑表.关联维度角色.···.关联维度角色.维度逻辑
表字段]，就可以实现关联维度对象的字段查找使用。
说明

虚拟维度的主键字段不支持用于即席查询，虚拟维度仅用于构建统计粒度。

4.2. 查询并下载数据
您可以根据当前的业务情况自定义并执行查询语句及下载查询的数据。例如，当完成计算任务开发后，您可
以通过即席查询验证计算任务是否符合预期。本文为您介绍如何查询并下载数据。

前提条件
在您开始执行操作前，请确认您已开启项目下载数据的权限。具体操作请参见管理项目空间的权限和计算
源。

使用限制
Dat aphin默认最多返回10000条查询结果的记录。您可以在查询语句后增加 limit 返回条数 ，自定义返回
记录的条数，例如 select * from ht5_out limit 20; ，即返回20条记录。

注意事项
查询数据过程中，如果任务执行超过24小时仍然没有结束，则Dat aphin会自动终止任务进程，避免占用大量
运行资源，影响其他任务的运行。

查询数据
查询汇总逻辑表数据时为避免大量资源的浪费，在开始查询汇总逻辑表数据前，您可以先关闭使用 select
语法查询汇总逻辑表数据的权限，具体操作请参见设置即席查询的引擎。

*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3.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的研发 。
默认进入数据开发 页面。
4. 在数据开发 页面，按照下图操作指引，进入新建文件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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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新建文件 对话框，配置参数。

参数

描述
填写即席查询名称。命名规则如下：

名称

除竖线（|）、半角冒号（:）、半角问号（?）、尖括号（<>）、星号（*）、半
角引号（"）外，其余字符均支持。
不能超过64个字符。

描述

> 文档版本：2022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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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默认选择为临时代码 。同时您也可以在即席查询 页面创建目标文件夹后，选择该目
标文件夹为即席查询的目录。

选择目录

6. 单击确定 ，完成即席查询文件的创建。
7. 编写查询数据的代码，并单击页面右上方的执行 。

查询数据的代码说明：
查询逻辑表数据的代码说明。
SELECT * FROM 业务板块公⽤英⽂名.逻辑表名 WHERE ds='${bizdate}';

业务板块公用英文名：需要查询逻辑表所在业务板块的公用英文名。
您可以在业务板块页面，查看业务板块公用英文名。

逻辑表名：需要查询的逻辑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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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bizdate}'：定义查询的分区日期， ${bizdate} 为Dat aphin内置日期参数，默认格式为
yyyymmdd，即当前日期的前一天。Dat aphin也支持输入具体的日期，例如 ds=‘20210223’ 。
代码示例。
SELECT * FROM LD_newretail.dws_xnwd_03 WHERE ds='${bizdate}';

注意

如果关闭了使用 select * 语法查询汇总逻辑表的权限，则 select * 语句运行会

报错，需要指定具体字段。
查询物理表数据的代码说明。
SELECT * FROM 项⽬公⽤英⽂名.物理表名 WHERE ds='${bizdate}';

项目公用英文名：需要查询物理表所在项目的公用英文名。
您可以在项目的信息设置页面，查看项目的公用英文名。

物理表名：需要查询的物理表名。
ds='${bizdate}'：定义查询的分区日期， ${bizdate} 为Dat aphin内置日期参数，默认格式为
yyyymmdd，即当前日期的前一天。Dat aphin也支持输入具体的日期，例如 ds=‘20210223’ 。
代码示例。
SELECT * FROM beijing_ast.ads_perform_taok_all_goods_day WHERE ds='${bizdate}';

查询语句执行成功后，您可以在Result 页签查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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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数据
查询语句执行成功后，按照下图操作指引，下载查询到的数据。

4.3. 管理即席查询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进行编辑、移动、重命名、删除即席查询任务，帮助您更好的管理即席查询任务。

编辑即席查询任务
1. 登录Dat aphin控制台。
2. 在Dat aphin控制台页面，选择工作区地域后，单击进入Dat aphin>> 。
3. 在Dat aphin首页，单击顶部菜单栏的研发 。
4.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项目名称后的 图标，选择数据开发的项目空间（Dev 或Basic 项目）。
如果您当前访问的是Dev 或Basic 项目，且项目空间为您的数据开发空间，则不需要选择项目空间。
5. 在数据开发 页面，单击即席查询 。
6. 在即席查询 页面，将鼠标悬停在需修改的即席查询任务的
图标后，单击编辑 。
7. （可选）在该即席查询文件的代码编写 页面，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偷锁。

当您需要编辑他人创建的文件或您的文件被他人锁定时，只有偷锁成功后，您才可以编辑即席查询文
件。
如果您需要编辑他人创建的文件或您的文件被他人锁定时，则需要偷锁。偷锁成功后，您才可以编辑
即席查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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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即席查询文件已被您锁定，则不需要偷锁。
8. 编写并运行即席查询任务。
i. 在该即席查询文件的代码编写 页面，编写代码任务。
编写代码时，引用表的说明：
使用跨项目物理表时，名称需以项目英文名为前缀。例如 select * from cloudtest_dev.tabl
e4 ，其中t able4为物理表。

逻辑表查询时，名称需以业务板块的英文名为前缀。例如 select province from ld_practice
.dim_province ，其中dim_province为逻辑表。
查询开发环境数据时，需生产环境名称后加上_dev ，系统会自动根据生产环境中的业务板块及
项目生成对应的变量。例如，业务板块LD_T rade，则系统自动生成业务板块变量${LD_T rade}。
该变量在开发环境执行时默认被替换为LD_T rade_dev，在生产环境执行时默认被替换
为LD_T rade。您也可以执行时设置固定的值，提高代码在不同环境执行的灵活性。
ii. 完成编写后，单击预编译 ，检验SQL语句是否复合规范。
您也可以单击格式化 ，系统自动调整您编写的SQL语句，使得其符合规范。
iii. 规范校验通过后，单击执行 ，查看运行SQL结果是否成功。
9. SQL运行成功后，单击页面右上方的 图标，即可保存即席查询任务。

删除即席查询任务
说明

仅支持删除您已锁定的即席查询任务。

1. 在即席查询 页面，将鼠标悬停在需删除的即席查询任务的
图标后，单击删除 。
2. 在提示 对话框中，填写备注信息。
3. 单击确定并提交 ，完成即席查询任务的删除。

移动即席查询任务
说明

仅支持移动您已锁定的即席查询任务。

1. 在即席查询 页面，将鼠标悬停在需移动的即席查询任务的
图标后，单击移动 。
2. 在移动文件 对话框中，选择选择目录 。
3. 单击确定 ，完成即席查询任务的移动。

重命名即席查询任务
说明

仅支持重命名您已锁定的即席查询任务。

1. 在即席查询 页面，将鼠标悬停在需重命名的即席查询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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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后，单击重命名 。
2. 根据页面提示，在文本输入框中输入即席查询任务的名称。
3. 按下Ent er键，完成即席查询任务的重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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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QL使用说明
5.1. MaxCompute SQL与函数支持
5.1.1. 常用命令
本文为您介绍Dat aphin支持的MaxComput e SQL常用开发命令。
类别

项目空间操作

常用命令

是否支持

进入项目空间（use）

支持

查看项目空间属性（setproject）

不支持

设置项目空间属性（setproject）

不支持

查看项目空间账号体系（list
accountproviders）

支持

增加RAM账号体系（add）

支持

删除RAM账号体系（remove）

支持

setset

支持

show flagsshow flags

不支持

开启项目空间数据保护
（ProjectProtection）

不支持

添加可信项目空间（add
trustedproject）

不支持

移除可信项目空间（remove
trustedproject）

不支持

查看可信项目空间（list
trustedprojects）

不支持

查看项目空间的安全配置（show
SecurityConfiguration）

不支持

添加用户（add user）

支持

删除用户（remove user）

支持

查看用户列表（list users）

支持

创建角色（create role）

不支持

查看角色列表（list roles）

支持

set操作

安全操作

用户和角色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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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命令

是否支持

为用户授予角色（grant）

支持

删除角色中的用户（revoke）

支持

删除角色（drop role）

不支持

为角色或用户授权（grant）

支持

撤销角色或用户授权（revoke）

支持

创建表（create table）

支持

修改表的所有人（alter table）

支持

删除表（drop table）

支持

查看表或视图信息（desc）

支持

查看分区信息（desc partition）

支持

列出空间下的表（show tables）

支持

添加分区（alter table add）

支持

删除分区（alter table drop）

支持

添加列或注释（alter table add
columns）

支持

修改列名及注释（alter table
change column）

支持

查看实例信息（show）

不支持

查看实例状态（status）

不支持

查看正在执行的实例信息（top
instance）

不支持

停止实例（kill）

不支持

获取实例对应的作业信息（desc）

不支持

获取实例对应的作业运行日志信息
（wait）

不支持

添加资源（add）

不支持

查看资源列表（list）

支持

为资源创建别名（alias）

不支持

授权操作

表操作

分区和列操作

实例操作

资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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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命令

是否支持

下载资源（get）

不支持

删除资源（drop）

不支持

注册函数（create function）

不支持

注销函数（drop function）

不支持

查看函数（desc function）

不支持

查看函数列表（list functions）

不支持

上传数据（T unnel upload）

不支持

下载数据（T unnel download）

不支持

时区配置操作

时区配置操作

不支持

其它操作

计量预估（cost sql）

不支持

函数操作

T unnel操作

5.1.2. SQL使用限制
本文为您介绍基于Dat aphin使用MaxComput e SQL的限制项。
限制项

最大值/限制条件

分类

说明

表名长度

128字节

长度限制

表名、列名中不能有特殊字符，以字母
开头，且只能用英文小写字母（az）、英文大写字母（A-Z）、数字和
下划线（_）。

注释长度

1024字节

长度限制

长度不超过1024字节的有效字符串。

表的列定义

1200个

数量限制

单表的列定义个数最多为1200个。

单表分区数

60000个

数量限制

单表的分区个数最多为60000个。

表的分区层级

6级

数量限制

在表中创建的分区层次不能超过6级。

屏显

10000行

数量限制

SELECT 语句屏显最多输出10000行。

INSERT 目标个数

256个

数量限制

UNION ALL

256个

数量限制

MAPJOIN

128个

数量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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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记录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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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值/限制条件

分类

说明

512 MB

数量限制

1000行

数量限制

子查询中存在分区列时，子查询的返回
结果不能超过1000行。

2 MB

长度限制

SQL语句的最大长度为2 MB。包括您使
用SDK调用SQL的场景。

256个

数量限制

8 MB

数量限制

MAPJOIN 场景，所有小表的内存不
能超过512 MB。

WHERE 子句中的条件个数最大为
256个。
表中单个单元的最大长度为8 MB。
IN的最大参数限制，例如 in

IN的参数个数

1024

数量限制

(1,2,3….,1024) 。如
果 in(…) 的参数过多，会影响编译
性能。1024为建议值，不是限制值。
jobconf.json 的大小为1 MB。当

1 MB

长度限制

视图

不可写

操作限制

视图不支持写入，不支
持 INSERT 操作。

列的数据类型

不可修改

操作限制

不允许修改列的数据类型及列位置。

Java UDF函数

不允许
为 ABSTRACT 或

操作限制

Java UDF函数不能
为 ABSTRACT 或 STATIC 。

数量限制

最多查询分区个数不能超过10000个。

jobconf.json

者 STATIC 。
最多查询分区个数

10000个

表包含的分区数量较多时，大小可能超
过 jobconf.json ，超过1 MB。

MaxCompute SQL生成的执行计划不
能超过1 MB，否则会触发 FAILED:
SQL执行计划长度

1 MB

长度限制

ODPS-0010000:System internal
error - The Size of Plan is
too large 报错。

说明

上述MaxComput e SQL限制项均无法修改。

5.1.3. 数据类型
当前，Dat aphin使用MaxComput e 2.0作为计算引擎。本文为您介绍Dat aphin支持的MaxComput e 2.0的数
据类型。

适用场景

253

> 文档版本：20220708

智能数据构建与管理 Dat aphin

数据开发· SQL使用说明

适用于在2020年04月之前无存量数据的MaxComput e项目，且该项目依赖的产品组件支持2.0数据类型版
本。

基础数据类型
类型

常量示例

T INYINT

1Y、-127Y

SMALLINT

32767S、-100S

描述
8位有符号整型。
取值范围：-128~127。
16位有符号整型。
取值范围：-32768~32767。
32位有符号整型。

INT

1000、-15645787

BIGINT

100000000000L、-1L

BINARY

unhex('FA34E10293CB42848573A4E399
37F479')

二进制数据类型，目前长度限制为8 MB。

FLOAT

cast(3.14159261E+7 as float)

32位二进制浮点型。

DOUBLE

3.14159261E+7

64位二进制浮点型。

取值范围：-2 31~2 31-1。
64位有符号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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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量示例

描述
10进制精确数字类型。
precision：表示最多可以表示多少位
的数字。取值范围： 1 <= precisi
on <= 38 。
scale：表示小数部分的位数。取值范
围： 0 <= scale <= 18 。
如果不指定以上两个参数，则默认
为 decimal(38,18) 。
说明
同一个表中不能同时存在新
老Decimal数据类型。
执行 setproject odps.
sql.hive.compatible=t
rue; 命令开启Hive兼容模
式时， Decimal(precis
ion, scale) 类型在数据
导入（T unnel Upload）和
SQL运算过程中，如果数据
的小数位数超过scale的大
小，则会进行四舍五入的处
理。如果整数部分超出限
制，则会报错。

DECIMAL(precision,scale)

3.5BD、99999999999.9999999BD

VARCHAR(n)

无

CHAR(n)

无

固定长度字符类型，n为长度。最大取值
255。长度不足则会填充空格，但空格不
参与比较。

ST RING

"abc"、'bcd'、"alibaba"、'inc'

字符串类型，目前长度限制为8 MB。

变长字符类型，n为长度。

255

取值范围：1~65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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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量示例

描述
日期类型，格式为 yyyy-mm-dd 。

DAT E

DAT E'2017-11-11'

取值范围：0000-01-01~9999-12-31。
日期时间类型。

DAT ET IME

DAT ET IME'2017-11-11 00:00:00'

取值范围：0000-01-01
00:00:00.000~9999-12-31
23:59:59.999，精确到毫秒。
时间戳类型。
取值范围：0000-01-01
00:00:00.000000000~9999-12-31
23:59:59.999999999，精确到纳秒。

T IMEST AMP

T IMEST AMP'2017-11-11
00:00:00.123456789'

说明
T IMEST AMP类型本身与
时区无关，在任何时
区，T IMEST AMP类型存储的都是从
Epoch（UT C 1970-01-01
00:00:00）开始的一个偏移量。您
可以通过内建函数对T IMEST AMP类
型数据执行与时区相关的计算，
如 cast(<a timestamp> as
string) 将T IMEST AMP类型数据
按照当前时区值转换成ST RING类
型。

BOOLEAN类型。
BOOLEAN

T rue、False

取值范围：T rue、False。

数据类型说明如下：
上述的各种数据类型均可以为NULL。
SQL中的INT 关键字是32位整型。
--将a转换为32位整型。
cast(a as INT)

整型常量的语义会默认为INT 类型。例如 SELECT 1 + a; 中的整型常量1会被作为INT 类型处理。如果常
量过长，超过了INT 的值域而又没有超过BIGINT 的值域，则会作为BIGINT 类型处理；如果超过了BIGINT 的值
域，则会被作为DOUBLE类型处理。
隐式转换
部分隐式类型转换会被禁用。例如，ST RING->BIGINT 、ST RING->DAT ET IME、DOUBLE->BIGINT 、
DECIMAL->DOUBLE、DECIMAL->BIGINT 有精度损失或者报错的风险。禁用类型可以通过CAST 函数强制
进行数据类型转换。
VARCHAR类型常量可以通过隐式转换为ST RING常量。
表、函数以及U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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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涉及2.0数据类型的内置函数，在2.0数据类型版本下可以正常使用。
UDF包含的数据类型都会按照2.0数据类型进行解析重载。
分区列支持ST RING、VARCHAR、CHAR、T INYINT 、SMALLINT 、INT 、BIGINT 数据类型。
ST RING常量支持连接，例如，abc和xyz会解析为abcxyz。
给DECIMAL字段插入常量时，常量的写法需要与常量定义中的格式保持一致。例如下面示例代码中的 3.5
BD 。
insert into test_tb(a) values (3.5BD)

DAT ET IME查询显示的时间值不包含毫秒。T unnel命令通过 -dfp 来指定时间格式，可以指定到毫秒显
示，例如 tunnel upload -dfp 'yyyy-MM-dd HH:mm:ss.SSS' 。关于T unnel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
见T unnel命令。

复杂数据类型
类型

定义方法

ARRAY

构造方法

array<int>

array(1, 2, 3)

array<struct<a:int, b:string>>

array(array(1, 2), array(3, 4)
)

map<string, string>

MAP

map<smallint, array<string>>

struct<x:int, y:int>
struct<field1:bigint, field2:a

ST RUCT

rray<int>, field3:map<int, int>>

map(“k1”, “v1”, “k2”, “v2”)
map(1S, array(‘a’, ‘b’), 2S, a
rray(‘x’, ‘y’))

named_struct(‘x’, 1, ‘y’, 2)
named_struct(‘field1’, 100L, ‘
field2’, array(1, 2), ‘field3’,
map(1, 100, 2, 200))

说明 MaxComput e的复杂数据类型可以被嵌套使用，相关的内建函数说明请参
见ARRAY、MAP或ST RUCT 。

5.1.4. 运算符
运算符用于执行程序代码运算。本文为您介绍Dat aphin支持的MaxComput e的运算符，包括关系运算符、算
术运算符、位运算符和逻辑运算符。

关系运算符
运算符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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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A或B为NULL，返回NULL。
A等于B，返回T RUE，否则返回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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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算符

A<>B

A<B

A<=B

A>B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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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A或B为NULL，返回NULL。
A不等于B，返回T RUE，否则返回FALSE。
A或B为NULL，返回NULL。
A小于B，返回T RUE，否则返回FALSE。
A或B为NULL，返回NULL。
A小于等于B，返回T RUE，否则返回FALSE。
A或B为NULL，返回NULL。
A大于B，返回T RUE，否则返回FALSE。
A或B为NULL，返回NULL。
A大于等于B，返回T RUE，否则返FALSE。

A IS NULL

A为NULL，返回T RUE，否则返回FALSE。

A IS NOT NULL

A不为NULL，返回T RUE，否则返回FALSE。
如果A或B为NULL，返回NULL。A为字符串，B为要匹配的模式，如果匹配，返回T RUE，否则
返回FALSE。
百分号（%）匹配任意多个字符。
下划线（_）匹配单个字符。
要匹配百分号（%）或下划线（_）要用转义符表示为 ‘%’ 或 ‘_’ 。

A LIKE B

'aaa' like 'a__'= TRUE
'aaa' like 'a%' = TRUE
'aaa' like 'aab'= FALSE
'a%b' like 'a\\%b'= TRUE
'axb' like 'a\\%b'= FALSE

A RLIKE B

A是字符串，B是字符串常量或者正则表达式。如果匹配成功，返回T RUE，否则返回FALSE。
如果B为空串会报错。如果A或B为NULL，返回NULL。
B为一个集合，如果A在B中，返回T RUE，否则返回FALSE。
如果A为NULL，返回NULL。
如果B仅包含一个NULL元素，即A IN（NULL），则返回NULL。

A IN B

B必须是常数集合且至少包含一个项，且所有项的数据类型需要一致。
说明
如果B集合中包含NULL元素同时也包含其它元素，则将NULL视为与B集合
中其它元素的数据类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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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表达式为 A [NOT] BETWEEN B AND C 。

BET WEEN AND

A、B或C为NULL，则为空。
A大于等于B且小于等于C，返回T RUE，否则返回FALSE。

IS [NOT ] DIST INCT
FROM

表达式为 A IS [NOT] DISTINCT FROM B 。详情请参见IS DIST INCT FROM和IS NOT
DIST INCT FROM。

算术运算符
运算符

说明

A+B

A或B为NULL，返回NULL，否则返回A+B的结果。

A-B

A或B为NULL，返回NULL，否则返回A-B的结果。

A*B

A或B为NULL，返回NULL，否则返回A×B的结果。
A或B为NULL，返回NULL，否则返回A÷B的结果。

A/B

说明

如果A和B为BIGINT 类型，返回结果为DOUBLE类型。

A%B

A或B为NULL，返回NULL，否则返回A÷B并取余数的结果。

+A

仍然返回A。

-A

如果A为NULL，返回NULL，否则返回-A。

A DIV B

A或B为NULL，返回NULL，否则返回A DIV B的结果。

常见用法如下。
SELECT age+10, age-10, age%10, -age, age*age, age/10, age div 10 FROM user;

说明
只有ST RING、BIGINT 或DOUBLE类型的参数才能参与算术运算，日期和布尔类型不允许参与运
算。
ST RING类型在参与运算前会隐式转换为DOUBLE类型。
BIGINT 和DOUBLE类型共同参与计算时，系统会将BIGINT 类型隐式转换为DOUBLE类型再进行计
算，返回结果为DOUBLE类型。
A和B都是BIGINT 类型，执行A/B运算，返回结果为DOUBLE类型。执行上述其他运算，返回BIGINT
类型。

位运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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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算符

说明

A&B

返回A和B进行按位与运算的结果。例如1&2返回0，1&3返回1，NULL和任何值按位与运算都为
NULL。A和B必须为BIGINT 类型。

A|B

返回A和B进行按位或运算的结果。例如1|2返回3，1|3返回3，NULL和任何值按位或运算都为NULL。
A和B必须为BIGINT 类型。

A||B

字符串连接操作符。例如 a||b||c 相当于 CONCAT(a, b, c) 。

说明

位运算符不支持隐式转换，只允许BIGINT 类型参与运算。

逻辑运算符
运算符

说明
T RUE and T RUE=T RUE
T RUE and FALSE=FALSE
FALSE and T RUE=FALSE
FALSE and FALSE=FALSE

A and B

FALSE and NULL=FALSE
NULL and FALSE=FALSE
T RUE and NULL=NULL
NULL and T RUE=NULL
NULL and NULL=NULL
T RUE or T RUE=T RUE
T RUE or FALSE=T RUE
FALSE or T RUE=T RUE
FALSE or FALSE=FALSE
FALSE or NULL=NULL

A or B

NULL or FALSE=NULL
T RUE or NULL=T RUE
NULL or T RUE=T RUE
NULL or NULL=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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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A是NULL，返回NULL。

NOT A

A是T RUE，返回FALSE。
A是FALSE，返回T RUE。

说明

逻辑运算符只允许BOOLEAN类型参与运算，不支持隐式类型转换。

5.1.5. DDL语句
MaxComput e中的DDL语句包括对表、分区、列、生命周期和视图的操作。本文为您介绍Dat aphin支持的
MaxComput e的DDL语句。

表操作
功能

当前是否支持
是
说明
对于创建的外部表，Dataphin支持使用
msck repair补全外部表分区数据语法格式。具体操
作，请参见创建OSS外部表。

创建表

修改表的注释

是

修改表的修改时间

是
支持增加聚簇属性

修改表的聚簇属性

不支持删除聚簇属性

重命名表

是

删除表

是

查看表或视图信息

是

查看分区信息

是

列出项目空间下的表和视图

是

列出所有分区

是

修改表的所有人

否

清空非分区表里的数据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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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当前是否支持

查看建表语句

否

分区和列操作
功能

是否支持
支持添加单个分区

添加分区

不支持添加多个分区
支持删除单个分区

删除分区

不支持删除多个分区
不支持根据过滤条件删除分区

添加列或注释

是

修改列名

是

修改列注释

是

修改分区的更新时间

是

修改分区值

是

合并分区

否

生命周期操作
功能

是否支持

修改表的生命周期

是

禁止或恢复生命周期

是

视图操作
功能

是否支持

创建或更新视图

是

重命名视图

是

删除视图

是

5.1.6. DML操作
MaxComput e中的DML语句包括插入、更新和删除数据操作。本文为您介绍Dat aphin支持的MaxComput e的
DML操作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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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支持
支持 insert {into|overwrite} table <table
_name> [partition (<pt_spec>)] <select_st
atement> from <from_statement>;
不支持指定列插入数据： insert into table <t
able_name> [partition (<pt_spec>)] (<col_
name> ,<col_name> ...) <select_statement>

插入或覆写数据（INSERT INT O | INSERT OVERWRIT E）

from <from_statement>;
不支持插入数据排序： insert {into|overwrite
} table <table_name> [partition (<pt_spec
>)] [(<col_name> [,<col_name> ...)] <sele
ct_statement> from <from_statement> [zord
er by <zcol_name> [, <zcol_name> ...]];

插入或覆写动态分区数据（DYNAMIC PART IT ION）

是

多路输出（MULT I INSERT ）

是
支持 insert … values

VALUES

LOAD

不支持 values table
否
支持 with table as (select ...) insert in
to tab select ... from table

COMMON T ABLE EXPRESSION（CT E）

支持 with table as (select ...) select ..
. from table

更新或删除数据（UPDAT E | DELET E）

支持 delete from <table_name> [where
<where_condition>]

5.1.7. DQL操作
MaxComput e中的DQL语句包括SELECT 、JOIN、WHERE子句等。本文为您介绍Dat aphin支持的MaxComput e
的DQL操作语句。
功能

是否支持

命令格式

是
支持 *

列表达式（select_expr）

支持 distinct
不支持正则表达式

WHERE子句（where_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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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支持

当SQL语句设置了group by属性，即 set
odps.sql.groupby.position.alias=true; ，gro
up by中的整型常量会被当做select的列序号处理，详情
请参见GROUP BY分组查询（col_list）

是

支持 select <select_expr> from (<select_s
tatement>) <sq_alias_name>;

基础子查询

不支持 select (<select_statement>) from <
table_name>;

IN SUBQUERY

是

NOT EXIST S SUBQUERY

是

SCALAR SUBQUERY

是
支持 intersect
不支持 intersect all

交集、并集和补集

不支持 intersect distinct

支持 union all

并集

支持 union [distinct]

支持 except
支持 minus
不支持 except distinct
补集

不支持 minus distinct
不支持 except all
不支持 minus distinct

JOIN

是

SEMI JOIN（半连接）

是

MAPJOIN HINT

是

Lateral View

是

GROUPING SET S

是

COMMON T ABLE EXPRESSION（CT E）

是

CLONE T ABLE

否

SELECT T RANSFORM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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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是否支持

EXPLAIN

否

执行语序

否

5.1.8. SQL增强操作
本文为您介绍Dat aphin支持的SQL增强操作。
功能

是否支持

EXPLAIN

是

5.1.9. 函数操作
本文为您介绍Dat aphin支持的函数操作。
功能

是否支持

函数操作

是
是

MAX_PT

支持使用Dataphin项目名称进行检索数据。例
如，Dataphin的项目英文名称为biz_cdm，该项目下有
分区表biz_order、分区键为ds。则您可以执行以下语句
查询数据。
select * from biz_cdm.biz_order where ds
= max_pt('biz_cdm.biz_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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