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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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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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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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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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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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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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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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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危险

重置操作将丢失用户配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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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警告

重启操作将导致业务中断，恢复业务
时间约十分钟。

 注意注意 用于警示信息、补充说明等，是用户必须
了解的内容。

 注意注意

权重设置为0，该服务器不会再接受新
请求。

 说明说明 用于补充说明、最佳实践、窍门等，不是
用户必须了解的内容。

 说明说明

您也可以通过按Ct rl+A选中全部文
件。

> 多级菜单递进。 单击设置设置> 网络网络> 设置网络类型设置网络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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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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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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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 ance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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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或者 {a|b} 表示必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swit ch {act ive|st and}

大数据计算服务 快速入门··通用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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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案例，请点击进入大数据和AI体验馆 >>

1.AI体验教程1.AI体验教程
通用行业

5分钟快速进行大数据分析

开始体验

MaxCompute + DataWorks

实操时长：5分钟

通用行业

MaxCompute海量日志分析

开始体验

MaxCompute + DataWorks

实操时长：10分钟

通用行业

数据治理中心

开始体验

MaxCompute + DataWorks

实操时长：10分钟

通用行业

基于MaxCompute表快速封装API

开始体验

MaxCompute + DataWorks

实操时长：10分钟

新零售行业

协同过滤商品推荐

开始体验

MaxCompute + DataWorks + 机器学习PAI

实操时长：30分钟

电力行业

自动识别窃电用户

开始体验

MaxCompute + DataWorks + 机器学习PAI

实操时长：50分钟

大数据计算服务 快速入门··AI体验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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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Compute支持您使用查询编辑器、MaxCompute客户端、MaxCompute Studio和DataWorks工具处理数
据。本文指导您基于MaxCompute提供的公开数据集，通过MaxCompute查询编辑器，快速体验
MaxCompute产品，完成开通、执行SQL语句查询数据及下载查询结果到本地的操作。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使用查询编辑器前，请先参见准备工作章节，完成或查看以下内容：

准备阿里云账号

准备RAM用户

开通MaxCompute和DataWorks

创建MaxCompute项目

添加工作空间成员并设置角色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MaxCompute提供公开的数据集供您试用产品，详情请参见公开数据集。

MaxCompute提供的公开数据集数据只能用于产品测试，数据将不做周期更新，且不保障数据准确性，因此
请您勿用于正式生产。

您可以在MaxCompute查询编辑器的查询模式下执行各种SQL命令和授权命令，与在MaxCompute客户端
（odpscmd）的执行结果等效。您还可以切换到分析模式使用Web Excel强大而丰富的分析功能分析查询结
果。

本文以通过MaxCompute查询编辑器查询并下载
MAXCOMPUTE_PUBLIC_DATA.dwd_product_phoneno_basic_info_2020（2020年手机号归属地基本信息
表）的数据为例，筛选出运营商为中国移动、省区为浙江省、城市为杭州市的数据，并下载到本地。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MaxCompute控制台，在左上角选择地域，单击查询编辑查询编辑。

2. 在选择数据源选择数据源对话框，选择数据源类型数据源类型为MaxComput eMaxComput e，工作空间工作空间为已创建好的工作空间，单击确确
认认。

2.通过查询编辑器使用MaxCompute2.通过查询编辑器使用MaxCompute

快速入门··通过查询编辑器使用MaxCo
mput e

大数据计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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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7803.html#task-2074514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3946.html#task-1951990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58226.html#task-dkr-hyw-5d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7815.html#task-zl2-mtx-5d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94473.html#task-1954109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66048.html#concept-upg-mwv-td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5240.html#concept-1957319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7971.html#concept-dvj-dzw-5db
https://workbench.data.aliyun.com/#/MCEngines


说明 说明 工作空间工作空间默认为您最新创建的工作空间，如果您未自行创建过工作空间，默认选中开通
MaxCompute服务时，系统为您创建的工作空间。

3. 在代码编辑区域，输入如下SQL语句，获取运营商、省区和城市字段名称，单击 图标。

命令示例如下。

desc MAXCOMPUTE_PUBLIC_DATA.dwd_product_phoneno_basic_info_2020;

返回结果如下。

大数据计算服务 快速入门··通过查询编辑器使用MaxCo
mpu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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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执行结果可以得到运营商、省区和城市的字段名称分别为isp、province和city。

4. （可选）在代码编辑区域，输入如下SQL语句，查看运营商、省区和城市字段的值。

命令示例如下。

select distinct isp, province, city from MAXCOMPUTE_PUBLIC_DATA.dwd_product_phoneno_bas
ic_info_2020;

返回结果如下。

快速入门··通过查询编辑器使用MaxCo
mpu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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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代码编辑区域，输入如下SQL语句，筛选出运营商为中国移动、省区为浙江省、城市为杭州市的数
据。

命令示例如下。

select * from MAXCOMPUTE_PUBLIC_DATA.dwd_product_phoneno_basic_info_2020 where isp='中国
移动' and province='浙江' and city='杭州';

返回结果如下。

6. 在返回结果右下角单击前往电子表格分析前往电子表格分析。

大数据计算服务 快速入门··通过查询编辑器使用MaxCo
mpu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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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电子表格电子表格页面右上角，单击下载下载，即可下载查询结果至本地。

下载的文件格式为Excel。

说明 说明 开通了DataWorks标准版或以上的版本，同时有表的Download权限，则可以在结果集
右下角单击下载下载，支持选择下载超过1万行的结果，支持最大20万行。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至此，您已完成MaxCompute查询编辑器的快速入门引导操作，如需了解更多MaxCompute使用信息，请参
见后续指引。

快速入门··通过查询编辑器使用MaxCo
mpu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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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启动MaxCompute客户端，启动成功后即表示已经登录MaxCompute客户端并进入
MaxCompute项目。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使用MaxCompute客户端前，请先参见准备工作章节，完成或查看以下内容：

准备阿里云账号

准备RAM用户

开通MaxCompute和DataWorks

创建MaxCompute项目

添加工作空间成员并设置角色

准备环境及安装工具

启动MaxCompute客户端启动MaxCompute客户端
MaxCompute客户端可通过如下方式启动，您可以任选其中一种：

方式一：在MaxCompute客户端安装路径下的bin文件夹中，双击  odpscmd.bat 文件（Windows系
统），即可启动MaxCompute客户端。返回如下信息，表明已成功连接MaxCompute项目。

方式二：在系统的命令行执行窗口，进入MaxCompute客户端安装路径下的bin目录，执行  odpscmd 命
令（Windows系统）或  sh odpscmd （Linux系统或Mac系统），即可启动MaxCompute客户端。返回如
下信息，表明已成功连接MaxCompute项目。

3.通过MaxCompute客户端使用3.通过MaxCompute客户端使用
MaxComputeMaxCompute
3.1. 登录MaxCompute客户端3.1. 登录MaxCompute客户端

大数据计算服务 快速入门··通过MaxComput e客户端使
用MaxCompu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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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在Ubuntu执行  sh odpscmd 会提示报错，请您使用  ./odpscmd 命令尝试启动。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登录MaxCompute客户端后，即可在MaxCompute项目内创建表，请参见创建表。

表是MaxCompute的数据存储单元。您需要基于表进行数据处理。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表。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认您已满足如下条件：

已登录MaxCompute客户端。

更多登录MaxCompute客户端操作，请参见登录MaxCompute客户端。

已准备好保存了待导入数据的CSV或TXT文件。

本文提供的数据文件样例如下：

创建非分区表的数据文件：banking.txt。

创建分区表的数据文
件：banking_nocreditcard.csv、banking_uncreditcard.csv和banking_yescreditcard.csv。

如果是RAM用户创建表，请确认阿里云账号已经授予RAM用户创建表的权限（CreateTable）。

更多查看权限操作，请参见通过MaxCompute SQL查询权限信息。

更多授权操作，请参见权限列表。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新创建表的列数据类型务必与数据文件的各列数据类型保持一致，如果二者不一致，会导致后续导入数据操
作执行失败。

步骤一：设计表步骤一：设计表
您需要根据待导入的数据内容和最终需要生成的结果数据，确定需要创建的表类型、结构及各列的数据类
型。

本文中提供的示例数据内容如下，展示的是银行贷款购房人员的数据。

3.2. 创建表3.2. 创建表

快速入门··通过MaxComput e客户端使
用MaxCompu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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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创建⾮分区表的数据。
44,blue-collar,married,basic.4y,unknown,yes,no,cellular,aug,thu,210,1,999,0,nonexistent,1.4
,93.444,-36.1,4.963,5228.1,0
53,technician,married,unknown,no,no,no,cellular,nov,fri,138,1,999,0,nonexistent,-0.1,93.2,-
42,4.021,5195.8,0
28,management,single,university.degree,no,yes,no,cellular,jun,thu,339,3,6,2,success,-1.7,94
.055,-39.8,0.729,4991.6,1
--待创建分区表的数据。
53,technician,married,unknown,no,no,cellular,nov,fri,138,1,999,0,nonexistent,-0.1,93.2,-42,
4.021,5195.8,0
28,management,single,university.degree,yes,no,cellular,jun,thu,339,3,6,2,success,-1.7,94.05
5,-39.8,0.729,4991.6,1
39,services,married,high.school,no,no,cellular,apr,fri,185,2,999,0,nonexistent,-1.8,93.075,
-47.1,1.405,5099.1,0

您可以识别到数据列数、每列数据的数据类型，同时可以了解各列数据对应的含义，为每列数据定义一个列
名称。假设基于示例数据，识别到的信息如下。

类型 说明

表的列数

从示例数据中识别表列数信息如下：

创建非分区表的示例数据包含21列，新创建表的列数可设定为21列。

说明 说明 如果表的列数超过示例数据的列数，不足的列将填充NULL。如果表的
列数少于示例数据的列数，多余的数据将被丢弃。

创建分区表的示例数据包含20列，新创建表的列数可设定为21列，其中一列为分区列，
您需要在创建表时定义分区。

从示例数据中识别表列字段信息如下：

非分区表的列字段包含：

age：年龄

job：工作类型

marital：婚否

education：教育程度

credit：是否有信用卡

housing：是否有房贷

loan：是否有贷款

contact：联系方式

month：月份

day_of_week：星期几

duration：持续时间

campaign：本次活动联系的次数

pdays：与上一次联系的时间间隔

previous：之前与客户联系的次数

poutcome：之前市场活动的结果

emp_var_rate：就业变化速率

cons_price_idx：消费者物价指数

大数据计算服务 快速入门··通过MaxComput e客户端使
用MaxCompu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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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列字段

cons_conf_idx：消费者信心指数

euribor3m：欧元存款利率

nr_employed：职工人数

fixed_deposit：是否有定期存款

分区表的列字段包含：

age：年龄

job：工作类型

marital：婚否

education：教育程度

housing：是否有房贷

loan：是否有贷款

contact：联系方式

month：月份

day_of_week：星期几

duration：持续时间

campaign：本次活动联系的次数

pdays：与上一次联系的时间间隔

previous：之前与客户联系的次数

poutcome：之前市场活动的结果

emp_var_rate：就业变化速率

cons_price_idx：消费者物价指数

cons_conf_idx：消费者信心指数

euribor3m：欧元存款利率

nr_employed：职工人数

fixed_deposit：是否有定期存款

credit：是否有信用卡。该列为分区列。

类型 说明

快速入门··通过MaxComput e客户端使
用MaxCompu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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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

从示例数据中识别表列字段的数据类型信息如下：

age：BIGINT

job：STRING

marital：STRING

education：STRING

credit：STRING

housing：STRING

loan：STRING

contact：STRING

month：STRING

day_of_week：STRING

duration：STRING

campaign：BIGINT

pdays：DOUBLE

previous：DOUBLE

poutcome：STRING

emp_var_rate：DOUBLE

cons_price_idx：DOUBLE

cons_conf_idx：DOUBLE

euribor3m：DOUBLE

nr_employed：DOUBLE

fixed_deposit：BIGINT

类型 说明

步骤二：创建表步骤二：创建表
基于示例数据，创建非分区表bank_data和分区表bank_data_pt，用于存储业务数据；创建非分区表
result_table1和result_table2，用于存储结果数据。更多表及分区的操作信息，请参见表操作和分区和列操
作。创建表的操作流程如下：

1. （可选）在MaxCompute客户端，执行如下命令切换至目标MaxCompute项目。

如果您启动MaxCompute客户端后已在目标MaxCmpute项目中，请忽略该步骤。

use doc_test_dev;

切换成功显示如下。

odps@ doc_test_dev>

2. 在MaxCompute客户端，创建表bank_data、bank_data_pt、result_table1和result_table2。

更多创建表语法，请参见创建表。

创建非分区表bank_data，命令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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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table if not exists bank_data
(
 age             BIGINT comment '年龄',
 job             STRING comment '⼯作类型',
 marital         STRING comment '婚否',
 education       STRING comment '教育程度',
 credit          STRING comment '是否有信⽤卡',
 housing         STRING comment '是否有房贷',
 loan            STRING comment '是否有贷款',
 contact         STRING comment '联系⽅式',
 month           STRING comment '⽉份',
 day_of_week     STRING comment '星期⼏',
 duration        STRING comment '持续时间',
 campaign        BIGINT comment '本次活动联系的次数',
 pdays           DOUBLE comment '与上⼀次联系的时间间隔',
 previous        DOUBLE comment '之前与客⼾联系的次数',
 poutcome        STRING comment '之前市场活动的结果',
 emp_var_rate    DOUBLE comment '就业变化速率',
 cons_price_idx  DOUBLE comment '消费者物价指数',
 cons_conf_idx   DOUBLE comment '消费者信⼼指数',
 euribor3m       DOUBLE comment '欧元存款利率',
 nr_employed     DOUBLE comment '职⼯⼈数',
 fixed_deposit   BIGINT comment '是否有定期存款'
);

创建分区表bank_data_pt，并添加分区，命令示例如下。

create table if not exists bank_data_pt
(
 age             BIGINT comment '年龄',
 job             STRING comment '⼯作类型',
 marital         STRING comment '婚否',
 education       STRING comment '教育程度',
 housing         STRING comment '是否有房贷',
 loan            STRING comment '是否有贷款',
 contact         STRING comment '联系⽅式',
 month           STRING comment '⽉份',
 day_of_week     STRING comment '星期⼏',
 duration        STRING comment '持续时间',
 campaign        BIGINT comment '本次活动联系的次数',
 pdays           DOUBLE comment '与上⼀次联系的时间间隔',
 previous        DOUBLE comment '之前与客⼾联系的次数',
 poutcome        STRING comment '之前市场活动的结果',
 emp_var_rate    DOUBLE comment '就业变化速率',
 cons_price_idx  DOUBLE comment '消费者物价指数',
 cons_conf_idx   DOUBLE comment '消费者信⼼指数',
 euribor3m       DOUBLE comment '欧元存款利率',
 nr_employed     DOUBLE comment '职⼯⼈数',
 fixed_deposit   BIGINT comment '是否有定期存款'
)partitioned by (credit STRING comment '是否有信⽤卡');
alter table bank_data_pt add if not exists partition (credit='yes') partition (credit
='no') partition (credit='unknown');

创建非分区表result_table1，命令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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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table if not exists result_table1
(
 education   STRING comment '教育程度',
 num         BIGINT comment '⼈数'
);

创建非分区表result_table2，命令示例如下。

create table if not exists result_table2
(
 education   STRING comment '教育程度',
 num         BIGINT comment '⼈数',
 credit      STRING comment '是否有信⽤卡'
);

步骤三：确认创建结果步骤三：确认创建结果
创建表后，您需要确认表是否已创建成功，以及表的结构是否正确无误。操作流程如下：

1. 在MaxCompute客户端，执行如下命令确认表已在MaxCompute项目中。

show tables;

创建成功的表会显示在命令返回结果中，返回结果示例如下。

ALIYUN$****:bank_data
ALIYUN$****:bank_data_pt
ALIYUN$****:result_table1
ALIYUN$****:result_table2

2. 在MaxCompute客户端，执行如下命令确认表的结构正确无误。

--查看bank_data表结构。
desc bank_data;
--查看bank_data_pt表结构。
desc bank_data_pt;
--查看bank_data_pt的分区。
show partitions bank_data_pt;
--查看result_table1表结构。
desc result_table1;
--查看result_table2表结构。
desc result_table2;

以bank_data_pt为例，返回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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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 bank_data_pt;
--返回结果。
+------------------------------------------------------------------------------------+
| Owner: ALIYUN$****          | Project: doc_test_dev                                |
| TableComment:                                                                      |
+------------------------------------------------------------------------------------+
| CreateTime:               2021-05-17 14:02:21                                      |
| LastDDLTime:              2021-05-17 14:02:21                                      |
| LastModifiedTime:         2021-05-17 14:02:21                                      |
+------------------------------------------------------------------------------------+
| InternalTable: YES      | Size: 0                                                  |
+------------------------------------------------------------------------------------+
| Native Columns:                                                                    |
+------------------------------------------------------------------------------------+
| Field           | Type       | Label | Comment                                     |
+------------------------------------------------------------------------------------+
| age             | bigint     |       | 年龄                                        |
| job             | string     |       | ⼯作类型                                    |
| marital         | string     |       | 婚否                                        |
| education       | string     |       | 教育程度                                    |
| housing         | string     |       | 是否有房贷                                  |
| loan            | string     |       | 是否有贷款                                  |
| contact         | string     |       | 联系⽅式                                    |
| month           | string     |       | ⽉份                                        |
| day_of_week     | string     |       | 星期⼏                                      |
| duration        | string     |       | 持续时间                                    |
| campaign        | bigint     |       | 本次活动联系的次数                          |
| pdays           | double     |       | 与上⼀次联系的时间间隔                      |
| previous        | double     |       | 之前与客⼾联系的次数                        |
| poutcome        | string     |       | 之前市场活动的结果                          |
| emp_var_rate    | double     |       | 就业变化速率                                |
| cons_price_idx  | double     |       | 消费者物价指数                              |
| cons_conf_idx   | double     |       | 消费者信⼼指数                              |
| euribor3m       | double     |       | 欧元存款利率                                |
| nr_employed     | double     |       | 职⼯⼈数                                    |
| fixed_deposit   | bigint     |       | 是否有定期存款                              |
+------------------------------------------------------------------------------------+
| Partition Columns:                                                                 |
+------------------------------------------------------------------------------------+
| credit          | string     | 是否有信⽤卡                                        |
+------------------------------------------------------------------------------------+

show partitions bank_data_pt;
--返回结果。
credit=no
credit=unknown
credit=yes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创建表并确认后，即可将数据文件中的数据导入表中，请参见导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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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您介绍如何通过MaxCompute客户端，使用Tunnel Upload将本地数据文件中的数据导入创建好的表
中。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认您已满足如下条件：

已创建表。

更多创建表操作，请参见创建表。

已将CSV或TXT数据文件下载至本地。

本文提供的数据文件样例如下：

导入非分区表的数据文件：banking.txt。

导入分区表的数据文
件：banking_nocreditcard.csv、banking_uncreditcard.csv和banking_yescreditcard.csv。

步骤一：导入数据步骤一：导入数据
基于Tunnel Upload将本地数据文件内容导入MaxCompute的表中。更多Tunnel操作，请参见Tunnel命令。导
入数据的操作流程如下：

1. 确认数据文件的保存路径。

数据文件的保存路径有两种选择：您可以将文件直接归档至MaxCompute客户端的  bin 目录中，上传
路径为  ⽂件名.后缀名 ；也可以将文件归档至其他路径下，例如D盘的test文件夹，上传路径为  D:\te
st\⽂件名.后缀名 。

假设，本文中的示例数据文件  banking.txt 保存在MaxCompute客户端的  bin 目录中，  banking_
yescreditcard.csv 、  banking_uncreditcard.csv 和  banking_nocreditcard.csv 保存在D盘的
test文件夹下。

2. 在MaxCompute客户端，执行Tunnel Upload命令导入数据。

命令示例如下。

tunnel upload banking.txt bank_data;
tunnel upload D:\test\banking_yescreditcard.csv bank_data_pt/credit="yes";
tunnel upload D:\test\banking_uncreditcard.csv bank_data_pt/credit="unknown";
tunnel upload D:\test\banking_nocreditcard.csv bank_data_pt/credit="no";

当出现图示OK字样，说明导入完成。

步骤二：确认导入结果步骤二：确认导入结果

3.3. 导入数据3.3. 导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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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数据后，您需要查看导入的目标表与数据文件中的数据条数是否一致，确认所有数据均已成功导入。

本文中的示例数据文件  banking.txt 中有41188条数
据，  banking_yescreditcard.csv 、  banking_uncreditcard.csv 和  banking_nocreditcard.csv 分
别有3、8597、32588条数据。命令示例如下。

select count(*) as num1 from bank_data;
select count(*) as num2 from bank_data_pt where credit="yes";
select count(*) as num3 from bank_data_pt where credit="unknown";
select count(*) as num4 from bank_data_pt where credit="no";

返回结果如下。

--bank_data中的数据条数。
+------------+
| num1       |
+------------+
| 41188      |
+------------+
--bank_data_pt中credit值为yes的数据条数。
+------------+
| num2       |
+------------+
| 3          |
+------------+
--bank_data_pt中credit值为unknown的数据条数。
+------------+
| num3       |
+------------+
| 8597       |
+------------+
--bank_data_pt中credit值为no的数据条数。
+------------+
| num4       |
+------------+
| 32588      |
+------------+

上述命令的返回结果与示例数据文件的数据条数一致，则表明导入成功。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当数据导入到MaxCompute的表中后，您可以在MaxCompute客户端上运行SQL命令处理数据并导出运行结
果，请参见运行SQL命令并导出结果数据。

本文介绍如何在MaxCompute客户端上运行SQL命令并通过Tunnel Download导出结果数据。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向MaxCompute的表中导入数据。更多导入数据操作，请参见导入数据。

3.4. 运行SQL命令并导出结果数据3.4. 运行SQL命令并导出结果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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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MaxCompute客户端支持DDL、DML、DQL等操作，您可以结合相应语法运行SQL命令。

MaxCompute客户端的常用SQL命令，请参见常用命令列表。

步骤一：运行SQL命令步骤一：运行SQL命令
1. 在MaxCompute客户端，基于非分区表bank_data和分区表bank_data_pt，查询各个学历下的贷款买房

的单身人士数量，并将结果分别保存到result_table1和result_table2中。

命令示例如下。

--查询⾮分区表bank_data中各个学历下的贷款买房的单⾝⼈⼠数量并将查询结果写⼊result_table1。
insert overwrite table result_table1
select education, count(marital) as num
from bank_data
where housing = 'yes' and marital = 'single'
group by education;
--查询分区表bank_data_pt中各个学历下的贷款买房的单⾝⼈⼠数量并将查询结果写⼊result_table2。
set odps.sql.allow.fullscan=true;
insert overwrite table result_table2 
select education, count(marital) as num, credit 
from bank_data_pt 
where housing = 'yes' and marital = 'single'
group by education, credit;

2. 查询result_table1和result_table2的写入结果。

命令示例如下。

select * from result_table1;
select * from result_table2;

返回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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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_table1中的数据。
+------------+------------+
| education  | num        |
+------------+------------+
| basic.4y   | 227        |
| basic.6y   | 172        |
| basic.9y   | 709        |
| high.school | 1641       |
| illiterate | 1          |
| professional.course | 785        |
| university.degree | 2399       |
| unknown    | 257        |
+------------+------------+
--result_table2中的数据。
+------------+------------+------------+
| education  | num        | credit     |
+------------+------------+------------+
| basic.4y   | 164        | no         |
| basic.4y   | 63         | unknown    |
| basic.6y   | 104        | no         |
| basic.6y   | 68         | unknown    |
| basic.9y   | 547        | no         |
| basic.9y   | 162        | unknown    |
| high.school | 1469       | no         |
| high.school | 172        | unknown    |
| illiterate | 1          | unknown    |
| professional.course | 721        | no         |
| professional.course | 64         | unknown    |
| university.degree | 2203       | no         |
| university.degree | 196        | unknown    |
| unknown    | 206        | no         |
| unknown    | 51         | unknown    |
+------------+------------+------------+

步骤二：导出结果数据步骤二：导出结果数据
基于Tunnel Download将MaxCompute表中的数据导出到本地。更多Tunnel操作，请参见Tunnel命令。导出结
果数据的操作流程如下：

1. 确认数据文件的导出路径。

数据文件的导出路径有两种选择：您可以直接将数据以文件形式导出至MaxCompute客户端的  bin 目
录中，导出路径为  ⽂件名.后缀名 ；也可以导出至其他路径下，例如D盘的test文件夹，导出路径为  D
:\test\⽂件名.后缀名 。

假设，表result_table1的数据导出至MaxCompute客户端的  bin 目录中，result_table2的数据导出至
D盘的test文件夹下。

2. 在MaxCompute客户端，执行Tunnel Download命令导出数据。

命令示例如下。

tunnel download result_table1 result_table1.txt;
tunnel download result_table2 D:\test\result_table2.csv;

当出现图示OK字样，说明导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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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导出路径下确认数据文件的存在性及完整性。

result_table1的导出结果确认如下。

result_table2的导出结果确认如下。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如果您不再需要示例数据或MaxCompute项目，可以删除数据或MaxCompute项目，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资源
浪费及账单费用。删除数据或MaxCompute项目的操作，请参见删除表或MaxCompute项目。

如果您不再需要示例数据或MaxCompute项目，可以删除数据或MaxCompute项目，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资源
浪费及账单费用。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删除表或MaxCompute项目。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判断是否要保留示例数据及MaxCompute项目：

3.5. 删除表或MaxCompute项目3.5. 删除表或MaxCompute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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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保留示例数据，以供参考，存储的数据会在账户下产生存储费用，计费规则请参见存储费用。

如果不需要保留示例数据，但要保留MaxCompute项目，您可以删除表。删除表操作，请参见删除表。

如果不需要保留MaxCompute项目，您可以删除MaxCompute项目，删除项目的同时会删除项目中的所有
表。删除MaxCompute项目操作，请参见删除MaxCompute项目。

删除表删除表
您可以在MaxCompute客户端执行如下命令删除MaxCompute项目中的表。

drop table bank_data;
drop table bank_data_pt;
drop table result_table1;
drop table result_table2;

删除表后，可执行如下命令确认表删除结果。

show tables;

返回结果中无表信息，表明已删除成功。

删除MaxCompute项目删除MaxCompute项目
您可以通过阿里云账号（主账号）或具备项目Super_Administrator角色的RAM用户账号登录MaxCompute控
制台删除MaxCompute项目。操作步骤如下：

1. 登录MaxCompute控制台。

2. 在项目管理项目管理页签的目标MaxCompute项目的操作操作列，单击 图标，选择删除删除。

3. 在删除项目删除项目对话框，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删除类型后，单击是，我要执行删除是，我要执行删除，即可删除MaxCompute
项目。

MaxCompute项目支持如下两种删除方式：

逻辑删除，15日内可恢复逻辑删除，15日内可恢复：删除后项目不可用，15天内您可以在项目管理项目管理页签的目标MaxCompute
项目的操作操作列单击恢复恢复，恢复项目。超过15天会彻底删除项目且永久无法恢复。

立即删除，永久不可恢复立即删除，永久不可恢复：彻底删除，永久不可恢复。此方式删除后您可以立即创建同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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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如果MaxCompute项目已经关联对应DataWorks工作空间，删除MaxCompute项目过程中会
引导您在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界面的计算引擎计算引擎区域解绑DataWorks工作空间，因此删除
MaxCompute项目不会同时删除对应DataWorks工作空间。

创建MaxCompute时，会自动创建同名的DataWorks工作空间，单击立即删除，永久不可立即删除，永久不可
恢复恢复后，如果创建同名的MaxCompute项目失败，则注意删除同名的DataWorks工作空间后
再创建同名MaxCompute项目。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至此，您已完成MaxCompute客户端的快速入门引导操作，如需了解更多MaxCompute使用信息，请参见后
续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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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您介绍执行MaxCompute快速入门工作过程中的常见问题。

快速入门常见问题如下：

新创建的MaxCompute项目为什么不支持数据类型自动隐式转换呢？

在MaxCompute中创建表的方式有哪些？

MaxCompute支持通过什么方式运行SQL语句?

数据导入方式有哪些？

误删除表数据如何恢复？

不同项目的表是否可以相互引用？

新创建的MaxCompute项目为什么不支持数据类型自动隐式转换呢？新创建的MaxCompute项目为什么不支持数据类型自动隐式转换呢？
当MaxCompute项目打开2.0新数据类型开关（  odps.sql.type.system.odps2=true ）时，存在隐式转换
被禁用的风险，您可以关闭2.0新数据类型开关（  odps.sql.type.system.odps2=false ）。

在MaxCompute中创建表的方式有哪些？在MaxCompute中创建表的方式有哪些？
您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创建表：

通过MaxCompute客户端的常用命令创建表。

通过MaxCompute Studio可视化界面创建表，请参见可视化管理表。

通过DataWorks可视化界面创建表，请参见管理表。

MaxCompute支持通过什么方式运行SQL语句?MaxCompute支持通过什么方式运行SQL语句?
MaxCompute支持通过DataWorks、MaxCompute客户端、SDK、JDBC等方式运行SQL语句。

数据导入方式有哪些？数据导入方式有哪些？
除了通过MaxCompute客户端导入数据，您也可以使用MaxCompute Studio、Tunnel SDK、数据集成、开
源的Sqoop、Fluentd、Flume、Logstash等工具将数据导入到MaxCompute，更多信息请参见数据上云工
具。

误删除表数据如何恢复？误删除表数据如何恢复？
MaxCompute提供数据备份与恢复功能，MaxCompute会自动备份数据的历史版本（被删除或修改前的数
据）并保留一定时间，您可以对保留周期内的数据进行快速恢复，避免因误操作丢失数据。更多备份恢复信
息，请参见备份与恢复。

不同项目的表是否可以相互引用？不同项目的表是否可以相互引用？
不同项目间的表引用需要进行授权。MaxCompute提供了ACL（基于对象）、Policy、跨项目访问资源等多种
授权方式，更多信息请参见权限概述。

4.常见问题4.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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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快速入门引导操作后，建议您阅读本文，深入了解MaxCompute并熟悉文档布局，以便在使用
MaxCompute过程中快捷地获取到相关指导文档。

您可以根据想要了解的内容，单击如下对应链接获取相关指导文档。

如果您想了解... 说明 相关文档

数据迁移

上传下载数
据

MaxCompute提供Tunnel批量数据通道、
Streaming Tunnel流式数据写入通道和
DataHub实时数据通道三种数据上传下载的通
道，同时还支持基于DataHub和Tunnel提供的
SDK实现上传下载数据，满足多样化场景需求。

介绍：数据迁移

实践：数据迁移最佳实践

常见问题：数据上传下载常
见问题

大规模数据
迁移

MaxCompute提供MMA（MaxCompute
Migration Assist）迁移工具支撑大规模数据迁
移。

数据类型

MaxCompute支持三种数据类型版本，为您介
绍各版本支持的数据类型、适用场景及各版本间
的差异，避免开发过程中出现数据类型无法解析
问题。

介绍：数据类型

常见问题：数据类型常见问
题

常用命令
提供开发过程中的针对表、资源、函数、实例等
的常用操作及相关命令信息。

常用命令列表

5.后续指引5.后续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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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与分析

开发作业

MaxCompute支持多种计算模型SQL、SQLML、
PyODPS、MapReduce、Spark、Mars、
Graph，满足多样化开发需求。

MaxCompute支持外部表功能，旨在提供处理
除MaxCompute内部表以外的其他数据的能
力。

此外，MaxCompute还支持SDK及JDBC用户接口
实现海量数据开发处理。

介绍：

SQL

SQLML

PyODPS

MapReduce

Mars

Spark

Graph

外部表

Java SDK

Python SDK

JDBC

实践：数据开发最佳实践

常见问题：

错误码

SQL常见问题

PyODPS常见问题

MapReduce常见问题

Spark常见问题

外部表常见问题

Java SDK常见问题

Python SDK常见问题

JDBC常见问题

分析作业
MaxCompute提供Logview、优化器功能，为定
位问题、优化作业提供帮助。

介绍：

查看作业运行信息

优化器信息收集

实践：作业优化最佳实践

访问控制
用户、角色
与授权

MaxCompute为用户、角色提供ACL、
Package、Label等多种访问控制方式，提供完
善的安全保障机制。

用户规划与管理

角色规划与管理

权限列表

Package的权限控制

Label权限控制

如果您想了解... 说明 相关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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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
项目、数据
安全

MaxCompute提供项目及数据的安全保护机
制，例如动态脱敏、数据加密等。

介绍：

安全参数列表

数据保护机制

动态脱敏

备份与恢复

数据加密

常见问题：安全配置常见问
题

运维管理
资源、作业
管理

MaxCompute提供元数据及MaxCompute管家
工具，方便您精细化管理作业和资源。

介绍：

Information Schema

MaxCompute管家

实践：资源管理最佳实践

如果您想了解... 说明 相关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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