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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disclaimer
Alibaba Cloud reminds you t o carefully read and fully underst and t he t erms and condit ions of t his legal
disclaimer before you read or use t his document . If you have read or used t his document , it  shall be deemed
as your t ot al accept ance of t his legal disclaimer.

1. You shall download and obt ain t his document  from t he Alibaba Cloud websit e or ot her Alibaba Cloud-
aut horized channels, and use t his document  for your own legal business act ivit ies only. The cont ent  of
t his document  is considered confident ial informat ion of Alibaba Cloud. You shall st rict ly abide by t he
confident ialit y obligat ions. No part  of t his document  shall be disclosed or provided t o any t hird part y for
use wit hout  t he prior writ t en consent  of Alibaba Cloud.

2. No part  of t his document  shall be excerpt ed, t ranslat ed, reproduced, t ransmit t ed, or disseminat ed by
any organizat ion, company or individual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 hout  t he prior writ t en consent  of
Alibaba Cloud.

3. The cont ent  of t his document  may be changed because of product  version upgrade, adjust ment , or
ot her reasons. Alibaba Cloud reserves t he right  t o modify t he cont ent  of t his document  wit hout  not ice
and an updat ed version of t his document  will be released t hrough Alibaba Cloud-aut horized channels
from t ime t o t ime. You should pay at t ent ion t o t he version changes of t his document  as t hey occur and
download and obt ain t he most  up-t o-dat e version of t his document  from Alibaba Cloud-aut horized
channels.

4. This document  serves only as a reference guide for your use of Alibaba Cloud product s and services.
Alibaba Cloud provides t his document  based on t he "st at us quo", "being defect ive", and "exist ing
funct ions" of it s product s and services. Alibaba Cloud makes every effort  t o provide relevant  operat ional
guidance based on exist ing t echnologies. However, Alibaba Cloud hereby makes a clear st at ement  t hat
it  in no way guarant ees t he accuracy, int egrit y, applicabilit y, and reliabilit y of t he cont ent  of t his
document , eit her explicit ly or implicit ly. Alibaba Cloud shall not  t ake legal responsibilit y for any errors or
lost  profit s incurred by any organizat ion, company, or individual arising from download, use, or t rust  in
t his document . Alibaba Cloud shall not , under any circumst ances, t ake responsibilit y for any indirect ,
consequent ial, punit ive, cont ingent , special, or punit ive damages, including lost  profit s arising from t he
use or t rust  in t his document  (even if Alibaba Cloud has been not ified of t he possibilit y of such a loss).

5. By law, all t he cont ent s in Alibaba Cloud document 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 ed t o pict ures, archit ect ure
design, page layout , and t ext  descript ion, are int ellect ual propert y of Alibaba Cloud and/or it s
affiliat es. This int ellect ual propert y includes, but  is not  limit ed t o, t rademark right s, pat ent  right s,
copyright s, and t rade secret s. No part  of t his document  shall be used, modified, reproduced, publicly
t ransmit t ed, changed, disseminat ed, dist ribut ed, or published wit hout  t he prior writ t en consent  of
Alibaba Cloud and/or it s affiliat es. The names owned by Alibaba Cloud shall not  be used, published, or
reproduced for market ing, advert ising, promot ion, or ot her purposes wit hout  t he prior writ t en consent  of
Alibaba Cloud. The names owned by Alibaba Cloud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 ed t o, "Alibaba Cloud",
"Aliyun", "HiChina", and ot her brands of Alibaba Cloud and/or it s affiliat es, which appear separat ely or in
combinat ion, as well as t he auxiliary signs and pat t erns of t he preceding brands, or anyt hing similar t o
t he company names, t rade names, t rademarks, product  or service names, domain names, pat t erns,
logos, marks, signs, or special descript ions t hat  t hird part ies ident ify as Alibaba Cloud and/or it s
affiliat es.

6. Please direct ly cont act  Alibaba Cloud for any errors of t his docu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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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 conventions
St yleSt yle Descript ionDescript ion ExampleExample

 DangerDanger
A danger notice indicates a situation that
will cause major system changes, faults,
physical injuries, and other adverse
results.

 Danger:Danger:

Resetting will result  in the loss of user
configuration data.

 WarningWarning
A warning notice indicates a situation
that may cause major system changes,
faults, physical injuries, and other adverse
results.

 Warning:Warning:

Restarting will cause business
interruption. About 10 minutes are
required to restart an instance.

 Not iceNot ice
A caution notice indicates warning
information, supplementary instructions,
and other content that the user must
understand.

 Not ice:Not ice:

If the weight is set to 0, the server no
longer receives new requests.

 Not eNot e
A note indicates supplemental
instructions, best practices, t ips, and
other content.

 Not e:Not e:

You can use Ctrl + A to select all files.

>
Closing angle brackets are used to
indicate a multi-level menu cascade.

Click Set t ingsSet t ings > Net workNet work> Set  net workSet  net work
t ypet ype.

BoldBold
Bold formatting is used for buttons ,
menus, page names, and other UI
elements.

Click OKOK.

Courier font Courier font is used for commands
Run the cd /d C:/window  command to
enter the Windows system folder.

Italic Italic formatting is used for parameters
and variables.

bae log list  --instanceid

Instance_ID

[] or [a|b]
This format is used for an optional value,
where only one item can be selected.

ipconfig [-all|-t]

{} or {a|b}
This format is used for a required value,
where only one item can be selected.

switch {active|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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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模組將為您詳細介紹如何通過用戶端使用相關命令，以協助您快速瞭解MaxCompute。

最新的MaxCompute服務對常用命令做了調整，新的命令風格更貼近於Hive的使用方式，方便原有的
Hadoop/Hive使用者。

MaxCompute提供了對項目空間、表、資源及執行個體等對象的一系列操作。您可以通過用戶端命令及SDK
來操作這些對象。

說明說明

本模組介紹的常用命令，主要針對新版console。

如果想瞭解如何安裝、配置用戶端，請參見快速開始。

對於SDK的更多介紹，請參見MaxCompute SDK介紹。

本文將為您介紹如何通過用戶端使用常用命令對函數進行操作。

您如果想對函數進行操作，既可以通過用戶端使用常用命令進行相關操作，也可以通過DataWorks中可視化
的線上資料開發工具對資源進行建立、搜尋等操作，詳情請參見 檔案目錄中的函數管理模組。

註冊函數註冊函數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CREATE FUNCTION <function_name> AS <package_to_class> USING <resource_list>;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function_name ：UDF函數名，這個名字就是SQL中引用該函數所使用的名字。

package_to_class ：如果是Java UDF，這個名字就是從頂層包名一直到實現UDF類名的fully qualified
class name；如果是python UDF，這個名字就是python指令碼名.類名。這個名字必須使用引號。

resource_list  ：UDF所用到的資源清單。

此資源清單必須包括UDF代碼所在的資源。

如果您的代碼中通過distributed cache介面讀取資源檔，此列表中還要包括UDF所讀取的資源檔列表。

資源清單由多個資源名組成，資源名之間由逗號分隔，且資源清單必須用引號引起來。

如果需要指定資源所在的project，寫法為  <project_name>/resources/<resource_name> 。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假設Java UDF類org.alidata.odps.udf.examples.Lower在my_lower.jar中，建立函數my_lower。如下所
示：

CREATE FUNCTION my_lower AS 'org.alidata.odps.udf.examples.Lower' USING 'my_lower.jar';

假設Python UDF MyLower在項目空間test_project的指令碼pyudf_test.py中，建立函數my_lower。如下
所示：

1.常用命令1.常用命令
1.1. 常用命令概述1.1. 常用命令概述

1.2. 函數操作1.2. 函數操作

大数据计算服务 開發··常用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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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function my_lower as 'pyudf_test.MyLower' using 'test_project/resources/pyudf_test
.py';

假設Java UDF類com.aliyun.odps.examples.udf.UDTFResource是在udtfexample1.jar中，同時該函數還依
賴file資源file_resource.txt，table資源table_resource1，以及Archive資源test_archive.zip，建立函數
test_udtf。如下所示：

create function test_udtf as 'com.aliyun.odps.examples.udf.UDTFResource' using 'udtfexamp
le1.jar, file_resource.txt, table_resource1,test_archive.zip';

說明說明

與資源檔一樣，同名函數只能註冊一次。

一般情況下，您的自建函數無法覆蓋系統內建函數。只有項目空間的Owner才有權利覆蓋內建函
數。如果您使用了覆蓋內建函數的自訂函數，在SQL執行結束後，會在Summary中列印出
warning資訊。

登出函數登出函數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DROP FUNCTION <function_name>;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DROP FUNCTION test_lower;

查看函數清單查看函數清單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LIST FUNCTIONS; --查看當前項⽬空間中的所有的⾃訂函數 LIST FUNCTIONS -p my_project; --查看指定項⽬
空間 my_project 下的所有⾃訂函數

開發··常用命令 大数据计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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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概述SQL概述
MaxCompute SQL適用于海量資料（GB、TB、EB層級），離線批次運算的場合。MaxCompute作業提交後
會有幾十秒到數分鐘不等的排隊調度，所以適合處理跑批作業，一次作業批量處理海量資料，不適合直接對
接需要每秒處理幾千至數萬筆事務的前台業務系統。

MaxCompute SQL採用的是類似於SQL的文法，可以看作是標準SQL的子集，但不能因此簡單地把
MaxCompute等價成一個資料庫，它在很多方面並不具備資料庫的特徵，如事務、主鍵約束、索引等。目前
在MaxCompute中允許的最大SQL長度是2MB。

關鍵字關鍵字
MaxCompute將SQL語句的關鍵字作為保留字。在對錶、列或是分區命名時如若使用關鍵字，需給關鍵字
加  `` 符號進行轉義，否則會報錯。保留字不區分大小寫。下面只給出常用的保留字列表，完整的保留字
列表請參見MaxCompute SQL保留字。

% & && ( ) * + - . / ; < <= <> = > >= ? ADD ALL ALTER AND AS ASC BETWEEN BIGINT BOOLEAN BY 
CASE CAST COLUMN COMMENT CREATE DESC DISTINCT DISTRIBUTE DOUBLE DROP ELSE FALSE FROM FULL G
ROUP IF IN INSERT INTO IS JOIN LEFT LIFECYCLE LIKE LIMIT MAPJOIN NOT NULL ON OR ORDER OUTER
OVERWRITE PARTITION RENAME REPLACE RIGHT RLIKE SELECT SORT STRING TABLE THEN TOUCH TRUE UNI
ON VIEW WHEN WHERE

類型轉換說明類型轉換說明
MaxCompute SQL允許資料類型之間的轉換，類型轉換方式包括顯式類型轉換和隱式類型轉換。更多詳情請
參見類型轉換。

顯式類型轉換：是指用cast將一種資料類型的值轉換為另一種類型的值的行為。

隱式類型轉換：是指在運行時，由MaxCompute依據上下文使用環境及類型轉換規則自動進行的類型轉
換。隱式轉換範圍包括各種運算子、內建函數等範圍。

分區表分區表
MaxCompute SQL支援分區表。指定分區表會對您帶來諸多便利，例如提高SQL運行效率、減少計費等。關
於分區的詳情請參見基本概念>分區。

UNION ALLUNION ALL
參與UNION ALL運算的所有列的資料類型、列個數、列名稱必須完全一致，否則會報異常。

添加分區添加分區
添加分區的文法格式，如下所示：添加分區的文法格式，如下所示：

2.SQL2.SQL
2.1. SQL概述2.1. SQL概述

2.2. DDL語句2.2. DDL語句
2.2.1. 分區/列操作2.2.1. 分區/列操作

大数据计算服务 開發··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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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 TABLE TABLE_NAME ADD [IF NOT EXISTS] PARTITION partition_spec
partition_spec:(partition_col1 = partition_col_value1, partition_col2 = partiton_col_value2
, ...)

說明說明

僅支援新增分區，不支援新增分區欄位。

如果未指定if not exists而同名的分區已存在，則出錯返回。

目前MaxCompute單表支援的分區數量上限為6萬。

對於多級分區的表，如果想添加新的分區，必須指明全部的分區值。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假設為表sale_detail添加一個分區，如下所示：

alter table sale_detail add if not exists partition (sale_date='201312', region='hangzhou')
;
-- 成功添加分區，⽤來儲存2013年12⽉杭州地區的銷售記錄。
alter table sale_detail add if not exists partition (sale_date='201312', region='shanghai')
;
-- 成功添加分區，⽤來儲存2013年12⽉上海地區的銷售記錄。
alter table sale_detail add if not exists partition(sale_date='20111011');
-- 僅指定⼀個分區sale_date，出錯返回
alter table sale_detail add if not exists partition(region='shanghai');
-- 僅指定⼀個分區region，出錯返回

刪除分區刪除分區
刪除分區的文法格式，如下所示：刪除分區的文法格式，如下所示：

ALTER TABLE TABLE_NAME DROP [IF EXISTS] PARTITION partition_spec;
partition_spec:(partition_col1 = partition_col_value1, partition_col2 = partiton_col_value2
, ...)

說明 說明 如果分區不存在且未指定if exists，則報錯返回。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假設從表sale_detail中刪除一個分區，如下所示：

alter table sale_detail drop if exists partition(sale_date='201312',region='hangzhou'); 
-- 成功刪除2013年12⽉杭州分區的銷售。

添加列添加列
添加列的文法格式，如下所示：添加列的文法格式，如下所示：

ALTER TABLE table_name ADD COLUMNS (col_name1 type1, col_name2 type2...)

開發··SQL 大数据计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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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說明 添加的新列不支援指定順序，預設在最後一列。

修改列名修改列名
修改列名的文法格式，如下所示：修改列名的文法格式，如下所示：

ALTER TABLE table_name CHANGE COLUMN old_col_name RENAME TO new_col_name;

說明說明

old_col_name必須是已存在的列。

表中不能有名為new_col_name的列。

修改列、分區注釋修改列、分區注釋
修改列、分區注釋的文法格式，如下所示：修改列、分區注釋的文法格式，如下所示：

ALTER TABLE table_name CHANGE COLUMN col_name COMMENT comment_string;

說明 說明 COMMENT內容最長為1024位元組。

同時修改列名及列注釋同時修改列名及列注釋
同時修改列名及列注釋的文法格式，如下所示：同時修改列名及列注釋的文法格式，如下所示：

ALTER TABLE table_name CHANGE COLUMN old_col_name new_col_name column_type COMMENT column_c
omment;

說明說明

old_col_name必須是已存在的列。

表中不能有名為new_col_name的列。

COMMENT內容最長為1024位元組。

修改表、分區的修改時間修改表、分區的修改時間
MaxCompute SQL提供touch操作用來修改分區的LastDataModifiedTime。效果會將分區的
LastDataModifiedTime修改為目前時間。

修改表、分區的修改時間的文法格式，如下所示：修改表、分區的修改時間的文法格式，如下所示：

ALTER TABLE table_name TOUCH PARTITION(partition_col='partition_col_value', ...);

大数据计算服务 開發··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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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說明

table_name或partit ion_col不存在，則報錯返回。

指定的partit ion_col_value不存在，則報錯返回。

此操作會改變表的LastDataModifiedTime的值，此時，MaxCompute會認為表或分區的資料有
變動，生命週期的計算會重新開始。

修改分區值修改分區值
MaxCompute SQL支援通過rename操作更改對應表的分區值。

修改分區值的文法格式，如下所示：修改分區值的文法格式，如下所示：

ALTER TABLE table_name PARTITION (partition_col1 = partition_col_value1, partition_col2 = p
artiton_col_value2, ...) 
RENAME TO PARTITION (partition_col1 = partition_col_newvalue1, partition_col2 = partiton_co
l_newvalue2, ...);

說明說明

不支援修改分區列列名，只能修改分區列對應的值。

修改多級分區的一個或者多個分區值，多級分區的每一級的分區值都必須寫上。

修改表的生命週期修改表的生命週期
MaxCompute提供資料生命週期管理功能，以方便您釋放儲存空間，簡化回收資料的流程。

修改表的生命週期屬性的文法格式，如下所示：修改表的生命週期屬性的文法格式，如下所示：

ALTER TABLE table_name SET lifecycle days;

說明說明

days參數為生命週期時間，只接受正整數，單位為天。

如果表table_name是非分區表，自最後一次資料被修改開始計算，經過days天后資料仍未被改
動，則此表無需您幹預，將會被MaxCompute自動回收（類似drop table操作）。

在MaxCompute中，每當表的資料被修改後，表的LastDataModifiedTime將會被更新，因
此，MaxCompute會根據每張表的LastDataModifiedTime以及lifecycle的設定來判斷是否要回收
此表。

如果table_name是分區表，則根據各分區的LastDataModifiedTime判斷該分區是否該被回收。

不同於非分區表，分區表的最後一個分區被回收後，該表不會被刪除。

生命週期只能設定到表層級，不能再分區級設定生命週期。

建立表時即可指定生命週期。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2.2.2. 生命週期操作2.2.2. 生命週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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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table test_lifecycle(key string) lifecycle 100;
 -- 建⽴test_lifecycle表，⽣命週期為100天。
 alter table test_lifecycle set lifecycle 50;
 -- 修改test_lifecycle表，將⽣命週期設為50天。

禁止生命週期禁止生命週期
某些情況下，部分特定的分區不希望被生命週期功能自動回收掉，比如一個月的月初或雙十一期間的資料，
此時您可以禁止該分區被生命週期功能回收。

禁止生命週期的文法格式，如下所示：禁止生命週期的文法格式，如下所示：

ALTER TABLE table_name [partition_spec] ENABLE|DISABLE LIFECYCLE;

樣本如下：

ALTER TABLE trans PARTITION(dt='20141111') DISABLE LIFECYCLE;

建立視圖建立視圖
建立視圖的文法格式，如下所示：建立視圖的文法格式，如下所示：

CREATE [OR REPLACE] VIEW [IF NOT EXISTS] view_name
    [(col_name [COMMENT col_comment], ...)]
    [COMMENT view_comment]
    [AS select_statement]

說明說明

建立視圖時，必須有對視圖所參考資料表的讀許可權。

視圖只能包含一個有效select語句。

視圖可以引用其它視圖，但不能引用自己，也不能循環參考。

不允許向視圖寫入資料，例如使用insert  into或者insert  overwrite操作視圖。

當建好視圖後，如果視圖的參考資料表發生了變更，有可能導致視圖無法訪問，例如刪除被參考
資料表。您需要自己維護參考資料表及視圖之間的對應關係。

如果沒有指定if not exists，在視圖已經存在時用create view會導致異常。這種情況可以用
create or replace view來重建視圖，重建後視圖本身的許可權保持不變。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create view if not exists sale_detail_view
(store_name, customer_id, price, sale_date, region)
comment 'a view for table sale_detail'
as select * from sale_detail;

刪除視圖刪除視圖

2.2.3. 視圖操作2.2.3. 視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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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視圖的文法格式，如下所示：刪除視圖的文法格式，如下所示：

DROP VIEW [IF EXISTS] view_name;

說明 說明 如果視圖不存在且沒有指定if exists，則報錯。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DROP VIEW IF EXISTS sale_detail_view;

重新命名視圖重新命名視圖
重新命名視圖的文法格式，如下所示：重新命名視圖的文法格式，如下所示：

ALTER VIEW view_name RENAME TO new_view_name;

說明 說明 如果已存在同名視圖，則報錯。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create view if not exists sale_detail_view
        (store_name, customer_id, price, sale_date, region)
        comment 'a view for table sale_detail'
        as select * from sale_detail;
    alter view sale_detail_view rename to market;

在Insert  overwrite到一張分區表時，可以在語句中指定分區的值。也可以用另外一種更加靈活的方式，在分
區中指定一個分區列名，但不給出值。相應地，在select子句中的對應列來提供分區的值。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insert overwrite table tablename partition (partcol1, partcol2 ...) select_statement from f
rom_statement;

2.3. INSERT操作2.3. INSERT操作
2.3.1. 輸出到動態分區（DYNAMIC PARTITION）2.3.1. 輸出到動態分區（DYNAMIC PAR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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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說明

select_statement欄位中，後面的欄位將提供目標表動態分區值。如目標表就一級動態分區，則
select_statement最後一個欄位值即為目標表的動態分區值。

目前，在使用動態資料分割函數的SQL中，在分布式環境下，單個進程最多隻能輸出512個動態
分區，否則引發運行時異常。

現階段，任意動態分區SQL不允許產生超過2000個動態分區，否則引發運行時異常。

動態產生的分區值不允許為NULL，也不支援含特殊字元和中文，否則會引發異常。

FAILED: ODPS-0123031:Partition exception - invalid dynamic partition value:
province=xxx

如果目標表有多級分區，在運行Insert語句時允許指定部分分區為靜態，但是靜態分區必須是進
階分區。

動態分區的樣本如下動態分區的樣本如下：

create table total_revenues (revenue bigint) partitioned by (region string);
insert overwrite table total_revenues partition(region)
select total_price as revenue, region
from sale_detail;

按照上述寫法，在SQL運行之前，是不知道會產生哪些分區的，只有在select運行結束後，才能由region欄位
產生的值確定會產生哪些分區，這也是叫做動態分區的原因。

其他樣本如下其他樣本如下：

create table sale_detail_dypart like sale_detail;--建⽴樣本⽬標表

樣本一：

insert overwrite table sale_detail_dypart partition (sale_date, region)
select shop_name,customer_id,total_price,sale_date,region from sale_detail;
-- 成功返回;

此時sale_detail表中，sale_date的值決定目標表的sale_date分區值，region的值決定目標表的region分
區值。

動態分區中，select _st at ement 欄位和目標表動態分區的對應是按欄位順序決定的。動態分區中，select _st at ement 欄位和目標表動態分區的對應是按欄位順序決定的。如該樣本
中，select語句若寫成  select shop_name,customer_id,total_price,region,sale_date from sale_det
ail; ，則sale_detail表中，region值決定決定目標表的 sale_date分區值，sale_date的值決定目標表的
region分區值。

樣本二：

insert overwrite table sale_detail_dypart partition (sale_date='2013', region)
select shop_name,customer_id,total_price,region from sale_detail;
-- 成功返回，多級分區，指定⼀級分區

樣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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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ert overwrite table sale_detail_dypart partition (sale_date='2013', region)
select shop_name,customer_id,total_price from sale_detail;
-- 失敗返回，動態分區插⼊時，動態分區列必須在select列表中

樣本四：

insert overwrite table sales partition (region='china', sale_date)
select shop_name,customer_id,total_price,sale_date from sale_detail;
-- 失敗返回，不能僅指定低級⼦分區，⽽動態插⼊進階分區

另外，舊版MaxCompute在進行動態分區時，如果分區列的類型與對應select列表中列的類型不嚴格一致，
會報錯。MaxCompute2.0則支援隱式類型轉換，樣本如下：

create table parttable(a int, b double) partitioned by (p string);
insert into parttable partition(p) select key, value, current_timestmap() from src;
select * from parttable;

執行上述語句後返回結果如下：

a b c

0 NULL 2017-01-23 22:30:47.130406621

0 NULL 2017-01-23 22:30:47.130406621

Select文法介紹Select文法介紹
命令格式如下：

SELECT [ALL | DISTINCT] select_expr, select_expr, ... FROM table_reference [WHERE where_con
dition] [GROUP BY col_list] [ORDER BY order_condition] [DISTRIBUTE BY distribute_condition 
[SORT BY sort_condition] ] [LIMIT number]

在使用Select 語句時，請注意以下幾點：在使用Select 語句時，請注意以下幾點：

Select操作從表中讀取資料，要讀的列可以用列名指定，或者用*代表所有的列，一個簡單的Select語句，
如下所示：

select * from sale_detail;

若您唯讀取sale_detail的一列shop_name，如下所示：

select shop_name from sale_detail;

在where中可以指定過濾的條件，如下所示：

2.4. SELECT操作2.4. SELECT操作
2.4.1. Select文法介紹2.4.1. Select文法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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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 from sale_detail where shop_name like 'hang%';

當使用Select語句屏顯時，目前最多隻能顯示10000行結果。當Select作為子句時，無此限制，Select子
句會將全部結果返回給上層查詢。

select分區表時禁止全表掃描。

2018-01-10 20點後建立的新項目，預設情況下執行SQL時，針對該project裡的分區表不允許全表掃描，
必須有分區條件指定需要掃描的分區，由此減少SQL的不必要I/O，從而減少計算資源的浪費，同時也減少
了不必要的後付費模式的計算費用（後付費模式中，資料輸入量是計量計費參數之一）。

例如表定義是  t1(c1,c2) partitioned by(ds) ，在新項目裡執行如下語句會被禁止，返回error：

Select * from t1 where c1=1; Select * from t1 where (ds=‘20180202’ or c2=3); Select * fro
m t1 left outer join t2 on a.id =b.id and a.ds=b.ds and b.ds=‘20180101); --Join進⾏關聯時，
若分區剪裁條件放在where中，則分區剪裁⽣效，若放在on條件中，從表的分區剪裁會⽣效，主表則進⾏全表掃描。

若實在需要對分區表進行全表掃描，可以在對分區表全表掃描的SQL語句前加一個set語句  set odps.sql
.allow.fullscan=true; ，並和SQL語句一起提交執行。假設sale_detail表為分區表，則要全表掃描需同
時提交如下簡單查詢命令：

set odps.sql.allow.fullscan=true; select * from sale_detail;

如果需要整個項目都允許全表掃描，可以通過開關自行開啟或關閉（true/false），命令如下：

setproject odps.sql.allow.fullscan=true;

在table_reference中支援使用嵌套子查詢，如下所示：

select * from (select region from sale_detail) t where region = 'shanghai';

where子句支援的過濾條件，如下表所示：

過濾條件 描述

> 、 < 、 =、 >=、 <=、
<>

關係操作符

like、rlike like和rlike的source和pattern參數均僅接受String類型。

in、not in
如果在in/not in條件後加子查詢，子查詢只能返回一列值，且傳回值的數量不能超過
1000。

在Select語句的where子句中，您可以指定分區範圍，這樣可以僅僅掃描表的指定部分，避免全表掃描。
如下所示：

SELECT sale_detail.* FROM sale_detail WHERE sale_detail.sale_date >= '2008' AND sale_deta
il.sale_date <= '2014';

MaxCompute SQL的where子句支援between…and條件查詢，上述SQL可以重寫如下：

SELECT sale_detail.* FROM sale_detail WHERE sale_detail.sale_date BETWEEN '2008' AND '201
4';

dist inct：如果有重複資料行時，在欄位前使用dist inct，會將重複欄位去重，只返回一個值，而使用all將
返回欄位中所有重複的值，不指定此選項時預設效果和all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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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dist inct只返回一行記錄，如下所示：

select distinct region from sale_detail; select distinct region, sale_date from sale_deta
il; -- distinct多列，distinct的範圍是 Select 的列集合，不是單個列。

group by：分組查詢，一般group by和彙總函式配合使用。在Select中包含彙總函式時有以下規則：

用group by的key可以是輸入表的列名。

也可以是由輸入表的列構成的運算式，不允許是Select語句的輸出資料行的別名。

規則i的優先順序高於規則ii。當規則i和規則ii發生衝突時，即group by的key既是輸入表的列或運算式，
又是Select的輸出資料行，以規則i為準。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select region from sale_detail group by region; -- 直接使⽤輸⼊表列名作為group by的列，可以運
⾏ select sum(total_price) from sale_detail group by region; -- 以region值分組，返回每⼀組的
銷售額總量，可以運⾏ select region, sum(total_price) from sale_detail group by region; -- 以
region值分組，返回每⼀組的region值(組內唯⼀)及銷售額總量，可以運⾏ select region as r from sale_
detail group by r; -- 使⽤select列的別名運⾏，報錯返回 select 2 + total_price as r from sale
_detail group by 2 + total_price; -- 必須使⽤列的完整運算式 select region, total_price from 
sale_detail group by region; -- 報錯返回，select的所有列中，沒有使⽤彙總函式的列，必須出現在grou
p by中 select region, total_price from sale_detail group by region, total_price; -- 可以運
⾏

之所以有這樣的限制，是因為在SQL解析中，group by操作通常是先於Select操作的，因此group by只能
接受輸入表的列或運算式為key。

說明 說明 關於彙總函式的詳情請參見 彙總函式。

order by：對所有資料按照某幾列進行全域排序。如果您希望按照降序對記錄進行排序，可以使用DESC關
鍵字。由於是全域排序，order by必須與limit 共同使用order by必須與limit 共同使用。在使用order by排序時，Null會被認為比任何
值都小，這個行為與MySQL一致，但是與Oracle不一致。

與group by不同，order by後面必須加Select列的別名，當Select某列時，如果沒有指定列的別名，將列
名作為列的別名。

select * from sale_detail order by region; -- 報錯返回，order by沒有與limit共同使⽤ select *
from sale_detail order by region limit 100; select region as r from sale_detail order by 
region limit 100; -- 報錯返回，order by後⾯必須加列的別名。 select region as r from sale_deta
il order by r limit 100;

 [limit number] 的number是常數，限制輸出行數。當使用無limit的Select語句直接從螢幕輸出查看結
果時，最多隻輸出10000行。每個項目空間的這個屏顯最大限制限制可能不同，可以通過set projectset project 命令
控制。

distribute by：對資料按照某幾列的值做Hash分區，必須使用Select的輸出資料行別名。

select region from sale_detail distribute by region; -- 列名即是別名，可以運⾏ select region
as r from sale_detail distribute by region; -- 報錯返回，後⾯必須加列的別名。 select region a
s r from sale_detail distribute by r;

sort  by：局部排序，語句前必須加distribute by。實際上sort  by是對distribute by的結果進行局部排序。
必須使用Select的輸出資料行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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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region from sale_detail distribute by region sort by region; select region as r fr
om sale_detail sort by region; -- 沒有distribute by，報錯退出。

order by不和distribute by/sort  by共用，同時group by也不和distribute by/sort  by共用，必須使用
Select的輸出資料行別名。

說明說明

order by/sort  by/distribute by的key必須是Select語句的輸出資料行，即列的別名。列的別名可
以為中文。

在MaxCompute SQL解析中， order by/sort  by/distribute by是後於Select操作的，因此它們只
能接受Select語句的輸出資料行為key。

按照Select文法格式書寫的Select語句，實際上的邏輯執行順序與標準的書寫語序實際並不相同，如下語
句：

SELECT key, max(value) FROM src t WHERE value > 0 GROUP BY key HAVING sum(value) > 100 ORDE
R BY key LIMIT 100;

實際上的邏輯執行順序是  FROM->WHERE->GROUY BY->HAVING->SELECT->ORDER BY->LIMIT 。order by中只
能引用Select列表中產生的列，而不是訪問From的源表中的列。Having可以訪問的是group by key和彙總函
式。Select的時候，如果有group by，便只能訪問group key和彙總函式，而不是From中源表中的列。

為了避免混淆，MaxCompute支援以執行順序書寫查詢語句，例如上面的語句可以寫為：

FROM src t WHERE value > 0 GROUP BY key HAVING sum(value) > 100 SELECT key, max(value) ORDE
R BY key LIMIT 100;

子查詢基本定義子查詢基本定義
普通的Select是從幾張表中讀資料，如  select column_1, column_2 … from table_name ，但查詢的對象
也可以是另外一個Select操作，如下所示：

select * from (select shop_name from sale_detail) a;

說明 說明 子查詢必須要有別名。

在from子句中，子查詢可以當作一張表來使用，與其它的表或子查詢進行Join操作，如下所示：

create table shop as select * from sale_detail;
select a.shop_name, a.customer_id, a.total_price from
(select * from shop) a join sale_detail on a.shop_name = sale_detail.shop_name;

IN SUBQUERY / NOT IN SUBQUERYIN SUBQUERY / NOT IN SUBQUERY

2.4.2. Select語序2.4.2. Select語序

2.4.3. 子查詢2.4.3. 子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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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UBQUERY與LEFT SEMI JOIN類似。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SELECT * from mytable1 where id in (select id from mytable2);
--等效於
SELECT * from mytable1 a LEFT SEMI JOIN mytable2 b on a.id=b.id;

目前MaxCompute不僅支援IN SUBQUERY，還支援correlated條件。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SELECT * from mytable1 where id in (select id from mytable2 where value = mytable1.value);

其中子查詢中的  where value = mytable1.value  即是一個correlated條件，舊版MaxCompute對於這種
既引用了子查詢中源表，又引用了外層查詢源表的運算式時，會報錯。現在MaxComput e已經支援這種用現在MaxComput e已經支援這種用
法法，這樣的過濾條件事實上構成了SEMI JOIN中ON條件的一部分。

NOT IN SUBQUERY類似於LEFT ANTI JOIN，但是也有顯著不同。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SELECT * from mytable1 where id not in (select id from mytable2);
--如果mytable2中的所有id都不為NULL，則等效於
SELECT * from mytable1 a LEFT ANTI JOIN mytable2 b on a.id=b.id;

如果mytable2中有任何為Null的列，則not in運算式會為Null，導致where條件不成立，無資料返回，此時與
LEFT ANTI JOIN不同。

MaxCompute 1.0版本也支援[NOT] IN SUBQUERY不作為JOIN條件，例如出現在非WHERE語句中，或者雖然在
Where語句中，但無法轉換為Join條件。當前MaxCompute 2.0版本仍然支援這種用法，但是此時因為無法轉
換為SEMI JOIN而必須實現啟動一個單獨的作業來運行SUBQUERY，所以不支援correlated條件。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SELECT * from mytable1 where id in (select id from mytable2) OR value > 0;

因為Where中包含了or，導致無法轉換為SEMI JOIN，會單獨啟動作業執行子查詢。

另外在處理分區表的時候，也會有特殊處理：

SELECT * from sales_detail where ds in (select dt from sales_date);

其中的ds如果是分區列，則  select dt from sales_date 會單獨啟動作業執行子查詢，而不會轉化為
SEMIJOIN，執行後的結果會逐個與ds比較，sales_detail中ds值不在返回結果中的分區不會讀取，保證分區裁
剪仍然有效。

EXISTS SUBQUERY/NOT EXISTS SUBQUERYEXISTS SUBQUERY/NOT EXISTS SUBQUERY
EXISTS SUBQUERY時，當SUBQUERY中有至少一行資料時，返回true，否則false。NOT EXISTS時則相反。

目前只支援含有correlated WHERE條件的子查詢。EXISTS SUBQUERY/NOT EXISTS SUBQUERY實現的方式是
轉換為LEFT SEMI JOIN或者LEFT ANTI JOIN。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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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 from mytable1 where exists (select * from mytable2 where id = mytable1.id);
--等效於
SELECT * from mytable1 a LEFT SEMI JOIN mytable2 b on a.id=b.id;

而

SELECT * from mytable1 where not exists (select * from mytable2 where id = mytable1.id);
--等效於
SELECT * from mytable1 a LEFT ANTI JOIN mytable2 b on a.id=b.id;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select_statement UNION ALL select_statement;
select_statement UNION [DISTINCT] select_statement;

UNION ALL：將兩個或多個Select操作返回的資料集聯合成一個資料集，如果結果有重複行時，會返回所
有合格行，不進行重複行的去重處理。

UNION [DISTINCT]：其中DISTINCT可忽略。將兩個或多個Select操作返回的資料集聯合成一個資料集，如
果結果有重複行時，將進行重複行的去重處理。

UNION ALL樣本如下：

select * from sale_detail where region = 'hangzhou'
        union all
select * from sale_detail where region = 'shanghai';

UNION樣本如下：

SELECT * FROM src1 UNION SELECT * FROM src2; 
--執⾏的效果相當於 
SELECT DISTINCT * FROM (SELECT * FROM src1 UNION ALL SELECT * FROM src2) t;

說明說明

union all/union操作對應的各個查詢的列個數、名稱和類型必須一致。如果列名不一致時，可以
使用列的別名加以解決。

一般情況下，MaxCompute最多允許256個表的union all/union，超過此限制報語法錯誤。

關於UNION後LIMIT的語義，如下所示：

UNION後如果有CLUSTER BY、DISTRIBUTE BY、SORT BY、ORDER BY或者LIMIT子句，其作用於前面所有
UNION的結果，而不是UNION的最後一個select_statement。MaxCompute目前在  set
odps.sql.type.system.odps2=true; 時，也採用此行為。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2.4.4. UNION ALL/UNION [DISTINCT]2.4.4. UNION ALL/UNION [DISTIN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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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odps.sql.type.system.odps2=true;
SELECT explode(array(3, 1)) AS (a) UNION ALL SELECT explode(array(0, 4, 2)) AS (a) ORDER BY
a LIMIT 3;

返回結果如下所示：

+------+
| a    |
+------+
| 0    |
| 1    |
| 2    |
+------+

MaxCompute的JOIN支援多路連結，但不支援笛卡爾積，即無on條件的連結。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join_table:
        table_reference join table_factor [join_condition]
        | table_reference {left outer|right outer|full outer|inner} join table_reference jo
in_condition
    table_reference:
        table_factor
        | join_table
    table_factor:
        tbl_name [alias]
        | table_subquery alias
        | ( table_references )
    join_condition:
        on equality_expression ( and equality_expression )*

說明 說明 equality_expression是一個等式運算式。

left  join：左串連，會從左表（shop）中返回所有的記錄，即使在右表（sale_detail）中沒有匹配的行。

select a.shop_name as ashop, b.shop_name as bshop from shop a
        left outer join sale_detail b on a.shop_name=b.shop_name;
    -- 由於表shop及sale_detail中都有shop_name列，因此需要在select⼦句中使⽤別名進⾏區分。

right outer join：右串連，返回右表中的所有記錄，即使在左表中沒有記錄與它匹配。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select a.shop_name as ashop, b.shop_name as bshop from shop a
        right outer join sale_detail b on a.shop_name=b.shop_name;

full outer join：全串連，返回左右表中的所有記錄。

2.4.5. JOIN操作2.4.5. JOIN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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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select a.shop_name as ashop, b.shop_name as bshop from shop a
        full outer join sale_detail b on a.shop_name=b.shop_name;

在表中存在至少一個匹配時，inner join返回行。關鍵字inner可省略。

select a.shop_name from shop a inner join sale_detail b on a.shop_name=b.shop_name;
select a.shop_name from shop a join sale_detail b on a.shop_name=b.shop_name;

串連條件，只允許and串連的等值條件。只有在MAPJOIN中，可以使用不等值串連或者使用or串連多個條
件。

select a.* from shop a full outer join sale_detail b on a.shop_name=b.shop_name
        full outer join sale_detail c on a.shop_name=c.shop_name;
    -- ⽀援多路join連結樣本
select a.* from shop a join sale_detail b on a.shop_name != b.shop_name;
    -- 不⽀援不等值Join連結條件，報錯返回。

IMPLICIT JOIN，MaxCompute支援如下Join方式：

SELECT * FROM table1, table2 WHERE table1.id = table2.id;
--執⾏的效果相當於
SELECT * FROM table1 JOIN table2 ON table1.id = table2.id;

MaxCompute支援SEMI JOIN（半串連）。SEMI JOIN中，右表只用來過濾左表的資料而不出現在結果集中。支
援LEFT SEMI JOIN和LEFT ANTI JOIN兩種文法。

LEFT SEMI JO INLEFT SEMI JO IN
當Join條件成立時，返回左表中的資料。也就是mytable1中某行的Id在mytable2的所有Id中出現過，此行就
保留在結果集中。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SELECT * from mytable1 a LEFT SEMI JOIN mytable2 b on a.id=b.id;

只會返回mytable1中的資料，只要mytable1的Id在mytable2的Id中出現。

LEFT ANTI JO INLEFT ANTI JO IN
當Join條件不成立時，返回左表中的資料。也就是mytable1中某行的Id在mytable2的所有Id中沒有出現過，
此行便保留在結果集中。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SELECT * from mytable1 a LEFT ANTI JOIN mytable2 b on a.id=b.id;

只會返回mytable1中的資料，只要mytable1的Id在mytable2的Id沒有出現。

2.4.6. SEMI JOIN2.4.6. SEMI J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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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大表和一個或多個小表做Join時，可以使用MapJoin，效能比普通的Join要快很多。MapJoin 的基本原
理為：在小資料量情況下，SQL會將您指定的小表全部載入到執行Join操作的程式的記憶體中，從而加快Join
的執行速度。

說明 說明 當您使用 MapJoin 時，要注意以下問題：

left  outer join的左表必須是大表。

right outer join的右表必須是大表。

inner join左表或右表均可以作為大表。

full outer join不能使用MapJoin。

MapJoin支援小表為子查詢。

使用MapJoin時，需要引用小表或是子查詢時，需要引用別名。

在MapJoin中，可以使用不等值串連或者使用or串連多個條件。

目前，MaxCompute在MapJoin中最多支援指定8張小表，否則報語法錯誤。

如果使用MapJoin，則所有小表佔用的記憶體總和不得超過512MB。由於MaxCompute是壓縮儲
存，因此小表在被載入到記憶體後，資料大小會急劇膨脹。此處的512MB限制是載入到記憶體後
的空間大小。

多個表Join時，最左邊的兩個表不能同時是MapJoin的表。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select /* + mapjoin(a) */
        a.shop_name,
        b.customer_id,
        b.total_price
    from shop a join sale_detail b
    on a.shop_name = b.shop_name;

MaxCompute SQL不支援在普通Join的on條件中使用不等值運算式，or邏輯等複雜的Join條件，但是在
MapJoin中可以進行如上操作。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select /*+ mapjoin(a) */
        a.total_price,
        b.total_price
    from shop a join sale_detail b
    on a.total_price < b.total_price or a.total_price + b.total_price < 500;

由於MaxCompute SQL的Where關鍵字無法與合計函數一起使用，可以採用HAVING子句。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2.4.7. MAPJOIN HINT2.4.7. MAPJOIN HINT

2.4.8. HAVING子句2.4.8. HAVING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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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column_name, aggregate_function(column_name)
FROM table_name
WHERE column_name operator value
GROUP BY column_name
HAVING aggregate_function(column_name) operator value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比如有一張訂單表Orders，包括客戶名稱（Customer），訂單金額（OrderPrice），訂單日期
（Order_date），訂單號（Order_id）四個欄位。現在希望尋找訂單總額少於2000的客戶。SQL語句如下所
示：

SELECT Customer,SUM(OrderPrice) FROM Orders
GROUP BY Customer
HAVING SUM(OrderPrice)<2000

Select  Transform功能允許您指定啟動一個子進程，將輸入資料按照一定的格式通過stdin輸入子進程，並且
通過parse子進程的stdout輸出，來擷取輸出資料。適用於實現MaxCompute SQL沒有的功能又不想寫UDF的
情境。

命令格式如下所示：

SELECT TRANSFORM(arg1, arg2 ...) (ROW FORMAT DELIMITED (FIELDS TERMINATED BY field_delimite
r (ESCAPED BY character_escape)?)? (LINES SEPARATED BY line_separator)? (NULL DEFINED AS nu
ll_value)?)? USING 'unix_command_line' (RESOURCES 'res_name' （',' 'res_name'）*)? ( AS col1
, col2 ...)? (ROW FORMAT DELIMITED (FIELDS TERMINATED BY field_delimiter (ESCAPED BY charac
ter_escape)?)? (LINES SEPARATED BY line_separator)? (NULL DEFINED AS null_value)?)?

說明如下：

 SELECT TRANSFORM 關鍵字可以用  MAP 關鍵字或者  REDUCE 關鍵字來替換，無論使用哪個關鍵字語
義是完全一樣的。為了使文法更清晰，推薦您使用  SELECT TRANSFORM 。

 arg1,arg2... 是transform的參數，其格式和select子句的item類似。預設的格式下，參數的各個運算
式的結果會在隱式轉換成string後，用\t拼起來，輸入到子進程中（此格式可以進行配置，詳情請參見下
文對ROW FORMAT的說明）。

Using指定要啟動的子進程的命令。

說明說明

大多數的MaxCompute SQL命令Using子句指定的是資源（Resources），但此處是為了和Hive
的文法相容。

Using中的格式和Shell的文法非常類似，但並非真的啟動Shell來執行，而是直接根據命令的內
容來建立了子進程，所以很多Shell的功能不能用，比如輸入輸出重新導向，管道，迴圈等。
若有需要，Shell本身也可以作為子進程命令來使用。

RESOURCES子句允許指定子進程能夠訪問的資源，支援以下兩種方式指定資源。

支援使用resources子句：如  using 'sh foo.sh bar.txt' Resources 'foo.sh','bar.txt' 。

2.4.9. Select Transform文法2.4.9. Select Transform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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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在SQL語句前使用  set odps.sql.session.resources=foo.sh,bar.txt; 來指定。注意這種配置
是全域的，意味著整個SQL中所有的select  transform都可以訪問這個sett ing配置的資源。

ROW FORMAT子句允許自訂輸入輸出的格式。

文法中有兩個row format子句，第一個子句指定輸入的格式，第二個指定輸出的格式。 預設情況下使用
\t來作為列的分隔字元，\n作為行的分隔字元，Null使用\N（注意是兩個字元，反斜線字元和字元N）來
表示。

說明說明

field_delimiter，character_escape和line_separator只接受一個字元，如果指定的是字串，則
以第一個字元為準。

Hive指定格式的各種文法，如inputRecordReader、outputRecordReader、Serde
等，MaxCompute也都支援，不過需要開啟Hive相容模式才能用，即在SQL語句前加set語句  
set odps.sql.hive.compatible=true； ，詳情請參見Hive的文檔。

若使用Hive的inputRecordReader、outputRecordReader等自訂類，可能會降低執行效能。

AS子句指定輸出資料行。

輸出資料行可以不指定類型，預設為String類型，如as(col1, col2)。也可以指定類型，如as(col1:bigint,
col2:boolean)。

由於輸出實際是parse子進程stdout擷取的，如果指定的類型不是String，系統會隱式調用Cast函數，
而Cast有可能出現runtime exception。

輸出資料行類型不支援部分指定部分不指定，如as(col1, col2:bigint)。

as可以省略，此時預設stdou的輸出中第一個\t之前的欄位為key，後面的部分全部為value，相當於
as(key, value)。

調用Shell指令碼樣本調用Shell指令碼樣本
假設通過Shell指令碼產生50行資料，值是從1到50，對應data欄位輸出：

SELECT TRANSFORM(script) USING 'sh' AS (data) FROM (SELECT 'for i in `seq 1 50`; do echo $i
; done' AS script) t;

直接將Shell命令作為transform資料輸入。

select  transform不僅僅是語言支援的擴充，一些簡單的功能，如awk、python、perl、shell都支援直接在
命令裡面寫指令碼，不需要寫指令檔，上傳資源等，開發過程更簡單，如上述樣本所示。當然，功能複雜的
可以上傳指令檔來執行，如下文將介紹的python樣本。

調用Python指令碼樣本調用Python指令碼樣本
準備好Python檔案，假設指令檔名為myplus.py，如下所示：

#!/usr/bin/env python import sys line = sys.stdin.readline() while line: token = line.split
('\t') if (token[0] == '\\N') or (token[1] == '\\N'): print '\\N' else: print int(token[0])
+ int(token[1]) line = sys.stdin.readline()

將該Python指令檔添加為MaxCompute資源（Resource）：

add py ./myplus.py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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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通過DataWorks控制台進行新增資源操作。

接下來使用select  transform文法調用資源。

Create table testdata(c1 bigint,c2 bigint);--建⽴測試表 insert into Table testdata values (1
,4),(2,5),(3,6);--測試表中插⼊測試資料 --接下來執⾏select transform如下： SELECT TRANSFORM (test
data.c1, testdata.c2) USING 'python myplus.py'resources 'myplus.py' AS (result bigint) FROM
testdata; -- 或者 set odps.sql.session.resources=myplus.py; SELECT TRANSFORM (testdata.c1, t
estdata.c2) USING 'python myplus.py' AS (result bigint) FROM testdata;

執行結果如下：

+-----+ | cnt | +-----+ | 5 | | 7 | | 9 | +-----+

Python指令碼無需依賴MaxCompute的Python架構，也沒有格式要求。

也支援直接將py命令作為transform資料輸入，如Shell的例子也可以用py命令實現：

SELECT TRANSFORM('for i in xrange(1, 50): print i;') USING 'python' AS (data);

調用Java指令碼樣本調用Java指令碼樣本
與前面調用Python指令碼類似，編輯好Java檔案匯出Jar包，再通過add file方式將Jar包加為MaxCompute資
源，然後select  transform調用。

準備好Jar檔案，假設指令檔名為Sum.jar，Java代碼如下所示：

package com.aliyun.odps.test; import java.util.Scanner; public class Sum { public static vo
id main(String[] args) { Scanner sc = new Scanner(System.in); while (sc.hasNext()) { String
s = sc.nextLine(); String[] tokens = s.split("\t"); if (tokens.length < 2) { throw new Runt
imeException("illegal input"); } if (tokens[0].equals("\\N") || tokens[1].equals("\\N")) { 
System.out.println("\\N"); } System.out.println(Long.parseLong(tokens[0]) + Long.parseLong(
tokens[1])); } } }

將Jar檔案添加為MaxCompute的Resource。

add jar ./Sum.jar -f;

接下來使用select  transform文法調用資源。

Create table testdata(c1 bigint,c2 bigint);--建⽴測試表 insert into Table testdata values (1
,4),(2,5),(3,6);--測試表中插⼊測試資料 --接下來執⾏select transform如下： SELECT TRANSFORM(testd
ata.c1, testdata.c2) USING 'java -cp Sum.jar com.aliyun.odps.test.Sum' resources 'Sum.jar' 
from testdata; --或者 set odps.sql.session.resources=Sum.jar; SELECT TRANSFORM(testdata.c1, 
testdata.c2) USING 'java -cp Sum.jar com.aliyun.odps.test.Sum' FROM testdata;

執行結果如下所示：

+-----+ | cnt | +-----+ | 5 | | 7 | | 9 | +-----+

很多Java的utility可以直接拿來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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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說明 Java和Python雖然有現成的udtf架構，但是用select  transform編寫更簡單，並且不需要額
外依賴，也沒有格式要求，甚至可以實現離線指令碼拿來直接就用（Java和Python離線指令碼的實際路
徑，可以從JAVA_HOME和PYTHON_HOME環境變數中得到）。

調用其他指令碼語言調用其他指令碼語言
select  transform不僅僅支援上述語言擴充，還支援其它的常用unix命令或指令碼解譯器，如awk、perl等。

以調用awk，把第二列原樣輸出為例，如下所示：

SELECT TRANSFORM(*) USING "awk '//{print $2}'" as (data) from testdata;

perl樣本如下：

SELECT TRANSFORM (testdata.c1, testdata.c2) USING "perl -e 'while($input = <STDIN>){print $
input;}'" FROM testdata;

說明 說明 目前由於MaxCompute計算叢集上沒有PHP和Ruby，所以不支援調用這兩種指令碼，後期系
統會努力改進爭取能支援PHP和Ruby。

串聯使用樣本串聯使用樣本
select  transform還可以串聯使用，如使用distribute by和sort  by對輸入資料做預先處理。

SELECT TRANSFORM(key, value) USING 'cmd2' from ( SELECT TRANSFORM(*) USINg 'cmd1' from ( SE
LECt * FROM data distribute by col2 sort by col1 ) t distribute by key sort by value ) t2;

或者用map、reduce的關鍵字，可能更符合某些使用者的認知習慣（如前文說明，無論使用哪個關鍵字，語
義完全一樣）。

@a := select * from data distribute by col2 sort by col1; @b := map * using 'cmd1' distribu
te by col1 sort by col2 from @a; reduce * using 'cmd2' from @b;

Select Transform效能介紹Select Transform效能介紹
效能上，Select  Transform與UDTF在不同情境效果也不同。經過多種情境對比測試，資料量較小時，大多數
情境下Select  Transform有優勢，而資料量大時UDTF有優勢。

由於transform的開發更加簡便，所以Select  Transform更適合做adhoc的資料分析。

UDT F的優勢UDT F的優勢

UDTF的輸出結果和輸入參數是有類型的，而Transform的子進程基於stdin/stdout傳輸資料，所有資料都
當做string處理，因此transform多了一步類型轉換。

Transform資料轉送依賴於作業系統的管道，而目前管道的buffer僅有4KB，且不能設定，transform讀
空/寫滿pipe會導致進程被掛起。

UDTF的常量參數可以不用傳輸，而Transform沒辦法利用這個最佳化。

Select  T ransf orm的優勢Select  T ransf orm的優勢

子進程和父進程是兩個進程，而UDTF是單線程的，如果計算佔比比較高，資料輸送量比較小，可以利用
伺服器的多核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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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的傳輸通過更底層的系統調用來讀寫，效率比Java高。

Select  Transform支援的某些工具，如awk，是natvie代碼實現的，和Java相比，理論上會有效能優勢。

MaxCompute SQL提供Explain操作，用來顯示對應於DML語句的最終執行計畫結構的描述。所謂執行計畫就
是最終用來執行SQL語義的程式。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EXPLAIN <DML query>;

Explain的執行結果包含如下內容：

對應於該DML語句的所有Task的依賴結構。

Task中所有Task的依賴結構。

Task中所有Operator的依賴結構。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EXPLAIN
SELECT abs(a.key), b.value FROM src a JOIN src1 b ON a.value = b.value;

Explain的輸出結果會有以下三個部分：

首先是Job間的依賴關係：  job0 is root job ，因為該query只需要一個Job（job0），所以只需要一行
資訊。

其次是Task間的依賴關係：

In Job job0:
root Tasks: M1_Stg1, M2_Stg1
J3_1_2_Stg1 depends on: M1_Stg1, M2_Stg1

job0包含三個Task，M1_Stg1和M2_Stg1這兩個Task會先執行，執行完成後，再執行J3_1_2_Stg1。

Task的命名規則如下：

在MaxCompute中，共有四種Task類型：MapTask、ReduceTask、JoinTask和LocalWork。

Task名稱的第一個字母表示了當前Task的類型，如M2St g1M2St g1就是一個MapTask。

緊跟著第一個字母后的數字，代表了當前Task的ID，這個ID在所有對應當前query的Task中是唯一的。

之後用底線分隔的數字代表當前Task的直接依賴，如J3_1_2_Stg1意味著當前Task（ID為3）依賴ID為1
和ID為2的兩個Task。

第三部分即Task中的Operator結構，Operator串描述了一個Task的執行語義。

2.5. SQL增强操作2.5. SQL增强操作
2.5.1. Explain2.5.1. Ex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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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ask M1_Stg1:
  Data source: yudi_2.src                       # "Data source"描述了當前Task的輸⼊內容
  TS: alias: a                                  # TableScanOperator
      RS: order: +                              # ReduceSinkOperator
          keys:
               a.value
          values:
               a.key
          partitions:
               a.value
In Task J3_1_2_Stg1:
  JOIN: a INNER JOIN b                          # JoinOperator
      SEL: Abs(UDFToDouble(a._col0)), b._col5   # SelectOperator
          FS: output: None                      # FileSinkOperator
In Task M2_Stg1:
  Data source: yudi_2.src1
  TS: alias: b
      RS: order: +
          keys:
               b.value
          values:
               b.value
          partitions:
               b.value

各Operator的含義，如下所示：

TableScanOperator：描述了query語句中的FROM語句塊的邏輯，Explain結果中會顯示輸入表的名
稱（alias）。

SelectOperator：描述了query語句中的Select語句塊的邏輯，Explain結果中會顯示向下一個
operator傳遞的列，多個列由逗號分隔。

如果是列的引用，會顯示成  < alias >.< column_name > 。

如果是運算式的結果，會顯示函數的形式，如  func1(arg1_1, arg1_2, func2(arg2_1, arg2_2))
 。

如果是常量，則直接顯示值內容。

FilterOperator：描述了query語句中的WHERE語句塊的邏輯，Explain結果中會顯示一個WHERE條件
運算式，形式類似SelectOperator的顯示規則。

JoinOperator：描述了query語句中的Join語句塊的邏輯，Explain結果中會顯示哪些表用哪種方式Join
在一起。

GroupByOperator：描述了彙總操作的邏輯，如果query中使用了彙總函式，就會出現該結
構，Explain結果中會顯示彙總函式的內容。

ReduceSinkOperator：描述了Task間資料分發操作的邏輯，如果當前Task的結果會傳遞給另一個
Task，則必然需要在當前Task的最後，使用ReduceSinkOperator來執行資料分發操作。Explain的結
果中會顯示輸出結果的排序方式、分發的key、value以及用來求hash值的列。

FileSinkOperator：描述了最終資料的儲存操作，如果query中有Insert語句塊，Explain結果中會顯示
目標表名稱。

LimitOperator：描述了query語句中的limit  語句塊的邏輯，Explain結果中會顯示limit數。

MapjoinOperator：類似JoinOperator，描述了大表的Join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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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說明 如果query足夠複雜，Explain的結果太多，會導致觸發API的限制，使得您看到的Explain結
果不完整。這時候可以通過拆分query，各部分分別Explain，來瞭解Job的結構。

MaxCompute SQL中可以使用視窗函數進行靈活的分析處理工作，視窗函數只能出現在select子句中，視窗
函數中不要嵌套使用視窗函數和彙總函式，視窗函數不可以和同層級的彙總函式一起使用。

目前在一個MaxComput e SQL語句中，最多可以使用5個視窗函數。目前在一個MaxComput e SQL語句中，最多可以使用5個視窗函數。

視窗函數的文法聲明如下：

window_func() over (partition by [col1,col2…]
[order by [col1[asc|desc], col2[asc|desc]…]] windowing_clause)

part it ion by部分用來指定開窗的列。分區列的值相同的行被視為在同一個視窗內。現階段，同一視窗內
最多包含1億行資料（建議不超過500萬行），否則運行時報錯。

order by用來指定資料在一個視窗內如何排序。

windowing_clause部分可以用rows指定開窗方式，有以下兩種方式：

rows between x preceding|following and y preceding|following表示視窗範圍是從前或後x行到前或
後y行。

rows x preceding|following視窗範圍是從前或後第x行到當前行。

x，y必須為大於等於0的整數常量，限定範圍0 ~ 10000，值為0時表示當前行。必須指定order by才可
以用rows方式指定視窗範圍。

說明 說明 並非所有的視窗函數都可以用rows指定開窗方式，支援這種用法的視窗函數有AVG、
COUNT、MAX、MIN、STDDEV和SUM。

COUNTCOUNT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Bigint count([distinct] expr) over(partition by [col1, col2…]
[order by [col1[asc|desc], col2[asc|desc]…]] [windowing_clause])

命令說明如下命令說明如下：

該函數用於計算計數值。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expr：任意類型，當值為null時，該行不參與計算。當指定dist inct關鍵字時，表示取唯一值的計數值。

partit ion by [col1, col2…]：指定開視窗的列。

order by col1 [asc|desc], col2[asc|desc]：不指定order by時，返回當前視窗內expr的計數值，指定order
by時返回結果以指定的順序排序，並且值為當前視窗內從開始行到當前行的累計計數值。

傳回值傳回值：

返回Bigint類型。

2.6. 內建函數2.6. 內建函數
2.6.1. 視窗函數2.6.1. 視窗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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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說明 當指定dist inct關鍵字時，不能寫order by。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假設存在表test_src，表中存在Bigint類型的列user_id。

select user_id,count(user_id) over (partition by user_id) as count
from test_src;
    +---------+------------+
    | user_id |  count     |
    +---------+------------+
    | 1       | 3          |
    | 1       | 3          |
    | 1       | 3          |
    | 2       | 1          |
    | 3       | 1          |
    +---------+------------+
  -- 不指定order by時，返回當前視窗內user_id的計數值
select user_id,count(user_id) over (partition by user_id order by user_id) as count
from test_src;
    +---------+------------+
    | user_id | count      |
    +---------+------------+
    | 1       | 1          |      -- 視窗起始
    | 1       | 2          |      -- 到當前⾏共計兩條記錄，返回2
    | 1       | 3          |
    | 2       | 1          |
    | 3       | 1          |
    +---------+------------+
  -- 指定order by時，返回當前視窗內從開始⾏到當前⾏的累計計數值。

AVGAVG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avg([distinct] expr) over(partition by [col1, col2…]
[order by [col1[asc|desc], col2[asc|desc]…]] [windowing_clause])

命令說明如下命令說明如下：

該函數用於計算平均值。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dist inct：當指定dist inct關鍵字時，表示取唯一值的平均值。

expr：Double類型，Decimal類型。

當輸入值為String、Bigint類型時，會隱式轉換到Double類型後參與運算，其它類型拋異常。

當輸入值為null時，該行不參與計算。

Boolean類型不允許參與計算。

partit ion by [col1, col2...]：指定開視窗的列。

order by col1[asc|desc], col2[asc|desc]：不指定order by時，返回當前視窗內所有值的平均值，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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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 by時，返回結果以指定的方式排序，並且返回視窗內從開始行到當前行的累計平均值。

傳回值傳回值：

返回Double類型。

說明 說明 指明dist inct關鍵字時，不能寫order by。

MAXMAX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max([distinct] expr) over(partition by [col1, col2…]
[order by [col1[asc|desc], col2[asc|desc]…]] [windowing_clause])

命令說明如下命令說明如下：

該函數用於計算最大值。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expr：除Boolean外的任意類型，當值為null時，該行不參與計算。當指定dist inct關鍵字時，表示取唯一
值的最大值（指定該參數與否對結果沒有影響）。

partit ion by [col1, col2…]：指定開視窗的列。

order by [col1[asc|desc], col2[asc|desc：不指定order by時，返回當前視窗內的最大值。指定order by
時，返回結果以指定的方式排序，並且值為當前視窗內從開始行到當前行的最大值。

傳回值傳回值：

傳回值的類型同expr類型。

說明 說明 指明dist inct關鍵字時，不能寫order by。

MINMIN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min([distinct] expr) over(partition by [col1, col2…]
[order by [col1[asc|desc], col2[asc|desc]…]] [windowing_clause])

命令說明如下命令說明如下：

該函數用於計算最小值。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expr：除Boolean外的任意類型，當值為null時，該行不參與計算。當指定dist inct關鍵字時，表示取唯一
值的最小值（指定該參數與否對結果沒有影響）。

partit ion by [col1, col2…]：指定開視窗的列。

order by [col1[asc|desc], col2[asc|desc：不指定order by時，返回當前視窗內的最小值。指定order by
時，返回結果以指定的方式排序，並且值為當前視窗內從開始行到當前行的最小值。

傳回值傳回值：

傳回值類型同expr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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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說明 指明dist inct關鍵字時，不能寫order by。

MEDIANMEDIAN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Double median(Double number1,number2...) over(partition by [col1, col2…])
Decimal median(Decimal number1,number2...) over(partition by [col1,col2…])

命令說明如下命令說明如下：

該函數用於計算中位元最小值。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number1,number1…：Double類型或Decimal類型的1到255個數字。

當輸入值為String類型或Bigint類型，會隱式轉換到Double類型後參與運算，其他類型拋異常。

當輸入值為null時，返回null。

如果傳入的參數是Double類型，會預設轉成Double的Array。

part it ion by [col1, col2…]：指定開視窗的列。

傳回值傳回值：

傳回值類型同Double類型。

STDDEVSTDDEV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Double stddev([distinct] expr) over(partition by [col1, col2…]
[order by [col1[asc|desc], col2[asc|desc]…]] [windowing_clause])
Decimal stddev([distinct] expr) over(partition by [col1, col2…] 
[order by [col1[asc|desc], col2[asc|desc]…]] [windowing_clause])

命令說明如下命令說明如下：

該函數用於計算總體標準差。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expr：Double類型或Decimal類型。

當輸入值為String類型或Bigint類型時，會隱式轉換到Double類型後參與運算，其他類型拋異常。

當輸入值為null時，該行不參與計算。

當指定dist inct關鍵字時，表示計算唯一值的總體標準差。

partit ion by [col1, col2..]：指定開視窗的列。

order by col1[asc|desc], col2[asc|desc]：不指定order by時，返回當前視窗內的總體標準差。指定order
by時，返回結果以指定的方式排序，並且值為當前視窗內從開始行到當前行的總體標準差。

傳回值傳回值：

輸入值為Decimal類型時，返回Decimal類型，否則返回Double類型。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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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window, seq, stddev_pop('1\01') over (partition by window order by seq) from dual;

說明說明

當指定dist inct關鍵字時，不能寫order by。

stddev還有一個別名函數stddev_pop，用法和stddev一樣。

STDDEV_SAMPSTDDEV_SAMP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Double stddev_samp([distinct] expr) over(partition by [col1, col2…]
[order by [col1[asc|desc], col2[asc|desc]…]] [windowing_clause])
Decimal stddev_samp([distinct] expr) over((partition by [col1,col2…] 
[order by [col1[asc|desc], col2[asc|desc]…]] [windowing_clause])

命令說明如下命令說明如下：

該函數用於計算樣本標準差。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expr：Double類型或Decimal類型。

當輸入值為String類型或Bigint類型時，會隱式轉換到Double類型後參與運算，其他類型拋異常。

當輸入值為null時，該行不參與計算。

當指定dist inct關鍵字時，表示計算唯一值的樣本標準差。

partit ion by [col1, col2..]：指定開視窗的列。

order by col1[asc|desc], col2[asc|desc]：不指定order by時，返回當前視窗內的樣本標準差。指定order
by時，返回結果以指定的方式排序，並且值為當前視窗內從開始行到當前行的樣本標準差。

傳回值傳回值：

輸入值為Decimal類型時，返回Decimal類型，否則返回Double類型。

說明 說明 指明dist inct關鍵字時，不能寫order by。

SUMSUM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sum([distinct] expr) over(partition by [col1, col2…]
[order by [col1[asc|desc], col2[asc|desc]…]] [windowing_clause])

命令說明如下命令說明如下：

該函數用於計算匯總值。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expr：Double類型、Decimal類型或Bigint類型。

當輸入值為String類型時，會隱式轉換到Double類型後參與運算，其他類型拋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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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輸入值為null時，該行不參與計算。

當指定dist inct關鍵字時，表示計算唯一值的匯總值。

partit ion by [col1, col2..]：指定開視窗的列。

order by col1[asc|desc], col2[asc|desc]：不指定order by時，返回當前視窗內expr的匯總值。指定order
by時，返回結果以指定的方式排序，並且返回當前視窗從首行至當前行的累計匯總值。

傳回值傳回值：

輸入值為Bigint類型時，返回Bigint類型。

輸入值為Decimal類型時，返回Decimal類型。

輸入值為Double類型或String類型時，返回Double類型。

說明 說明 指明dist inct關鍵字時，不能寫order by。

DENSE_RANKDENSE_RANK
命令說明如下命令說明如下：

Bigint dense_rank() over(partition by [col1, col2…]
order by [col1[asc|desc], col2[asc|desc]…])

命令說明如下命令說明如下：

該函數用於計算連續排名。col2相同的行資料獲得的排名相同。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partit ion by [col1, col2..]：指定開視窗的列。

order by col1[asc|desc], col2[asc|desc]：指定排名依據的值。

傳回值傳回值：

返回Bigint類型。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假設表emp中的資料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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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pno | ename | job | mgr | hiredate| sal| comm | deptno |
7369,SMITH,CLERK,7902,1980-12-17 00:00:00,800,,20
7499,ALLEN,SALESMAN,7698,1981-02-20 00:00:00,1600,300,30
7521,WARD,SALESMAN,7698,1981-02-22 00:00:00,1250,500,30
7566,JONES,MANAGER,7839,1981-04-02 00:00:00,2975,,20
7654,MARTIN,SALESMAN,7698,1981-09-28 00:00:00,1250,1400,30
7698,BLAKE,MANAGER,7839,1981-05-01 00:00:00,2850,,30
7782,CLARK,MANAGER,7839,1981-06-09 00:00:00,2450,,10
7788,SCOTT,ANALYST,7566,1987-04-19 00:00:00,3000,,20
7839,KING,PRESIDENT,,1981-11-17 00:00:00,5000,,10
7844,TURNER,SALESMAN,7698,1981-09-08 00:00:00,1500,0,30
7876,ADAMS,CLERK,7788,1987-05-23 00:00:00,1100,,20
7900,JAMES,CLERK,7698,1981-12-03 00:00:00,950,,30
7902,FORD,ANALYST,7566,1981-12-03 00:00:00,3000,,20
7934,MILLER,CLERK,7782,1982-01-23 00:00:00,1300,,10
7948,JACCKA,CLERK,7782,1981-04-12 00:00:00,5000,,10
7956,WELAN,CLERK,7649,1982-07-20 00:00:00,2450,,10
7956,TEBAGE,CLERK,7748,1982-12-30 00:00:00,1300,,10

現在需要將所有職工根據部門分組，每個組內根據SAL做降序排序，獲得職工自己組內的序號。

SELECT deptno, ename, sal, DENSE_RANK() OVER (PARTITION BY deptno ORDER BY sal DESC) AS num
s--deptno(部⾨)作為開窗列，sal（薪⽔）作為結果返回時需要排序的值。
    FROM emp;
--執⾏結果如下：
+------------+-------+------------+------------+
| deptno     | ename | sal        | nums       |
+------------+-------+------------+------------+
| 10         | JACCKA | 5000.0     | 1          |
| 10         | KING  | 5000.0     | 1          |
| 10         | CLARK | 2450.0     | 2          |
| 10         | WELAN | 2450.0     | 2          |
| 10         | TEBAGE | 1300.0     | 3          |
| 10         | MILLER | 1300.0     | 3          |
| 20         | SCOTT | 3000.0     | 1          |
| 20         | FORD  | 3000.0     | 1          |
| 20         | JONES | 2975.0     | 2          |
| 20         | ADAMS | 1100.0     | 3          |
| 20         | SMITH | 800.0      | 4          |
| 30         | BLAKE | 2850.0     | 1          |
| 30         | ALLEN | 1600.0     | 2          |
| 30         | TURNER | 1500.0     | 3          |
| 30         | MARTIN | 1250.0     | 4          |
| 30         | WARD  | 1250.0     | 4          |
| 30         | JAMES | 950.0      | 5          |
+------------+-------+------------+------------+

RANKRANK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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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int rank() over(partition by [col1, col2…]
order by [col1[asc|desc], col2[asc|desc]…])

命令說明如下命令說明如下：

該函數用於計算排名。col2相同的行資料獲得排名順序下降。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partit ion by [col1, col2..]：指定開視窗的列。

order by col1[asc|desc], col2[asc|desc]：指定排名依據的值。

傳回值傳回值：

返回Bigint類型。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假設表emp中的資料如下所示：

| empno | ename | job | mgr | hiredate| sal| comm | deptno |
7369,SMITH,CLERK,7902,1980-12-17 00:00:00,800,,20
7499,ALLEN,SALESMAN,7698,1981-02-20 00:00:00,1600,300,30
7521,WARD,SALESMAN,7698,1981-02-22 00:00:00,1250,500,30
7566,JONES,MANAGER,7839,1981-04-02 00:00:00,2975,,20
7654,MARTIN,SALESMAN,7698,1981-09-28 00:00:00,1250,1400,30
7698,BLAKE,MANAGER,7839,1981-05-01 00:00:00,2850,,30
7782,CLARK,MANAGER,7839,1981-06-09 00:00:00,2450,,10
7788,SCOTT,ANALYST,7566,1987-04-19 00:00:00,3000,,20
7839,KING,PRESIDENT,,1981-11-17 00:00:00,5000,,10
7844,TURNER,SALESMAN,7698,1981-09-08 00:00:00,1500,0,30
7876,ADAMS,CLERK,7788,1987-05-23 00:00:00,1100,,20
7900,JAMES,CLERK,7698,1981-12-03 00:00:00,950,,30
7902,FORD,ANALYST,7566,1981-12-03 00:00:00,3000,,20
7934,MILLER,CLERK,7782,1982-01-23 00:00:00,1300,,10
7948,JACCKA,CLERK,7782,1981-04-12 00:00:00,5000,,10
7956,WELAN,CLERK,7649,1982-07-20 00:00:00,2450,,10
7956,TEBAGE,CLERK,7748,1982-12-30 00:00:00,1300,,10

現在需要將所有職工根據部門分組，每個組內根據SAL做降序排序，獲得職工自己組內的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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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deptno,ename,sal, RANK() OVER (PARTITION BY deptno ORDER BY sal DESC) AS nums--deptn
o(部⾨)作為開窗列，sal（薪⽔）作為結果返回時需要排序的值。
FROM emp;
--執⾏結果如下：
+------------+-------+------------+------------+
| deptno     | ename | sal        | nums       |
+------------+-------+------------+------------+
| 10         | JACCKA | 5000.0     | 1          |
| 10         | KING  | 5000.0     | 1          |
| 10         | CLARK | 2450.0     | 3          |
| 10         | WELAN | 2450.0     | 3          |
| 10         | TEBAGE | 1300.0     | 5          |
| 10         | MILLER | 1300.0     | 5          |
| 20         | SCOTT | 3000.0     | 1          |
| 20         | FORD  | 3000.0     | 1          |
| 20         | JONES | 2975.0     | 3          |
| 20         | ADAMS | 1100.0     | 4          |
| 20         | SMITH | 800.0      | 5          |
| 30         | BLAKE | 2850.0     | 1          |
| 30         | ALLEN | 1600.0     | 2          |
| 30         | TURNER | 1500.0     | 3          |
| 30         | MARTIN | 1250.0     | 4          |
| 30         | WARD  | 1250.0     | 4          |
| 30         | JAMES | 950.0      | 6          |
+------------+-------+------------+------------+

LAGLAG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lag(expr，Bigint offset, default) over(partition by [col1, col2…]
[order by [col1[asc|desc], col2[asc|desc]…]])

命令說明如下命令說明如下：

按位移量取當前行之前第幾行的值，如當前行號為rn，則取行號為rn-offset的值。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expr：任意類型。

offset：Bigint類型常量。輸入值為String、Double到Bigint的隱式轉換，offset>0。

default：當offset指定的範圍越界時的預設值，常量，預設值為null。

part it ion by [col1, col2..]：指定開視窗的列。

order by col1[asc|desc], col2[asc|desc]：指定返回結果的排序方式。

傳回值傳回值：

傳回值類型同expr類型。

樣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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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seq, lag(seq+100, 1) over (partition by window order by seq) as r from sliding_windo
w;
  +------------+------------+
  | seq        | r          |
  +------------+------------+
  | 0          | NULL       |
  | 1          | 100        |
  | 2          | 101        |
  | 3          | 102        |
  | 4          | 103        |
  | 5          | 104        |
  | 6          | 105        |
  | 7          | 106        |
  | 8          | 107        |
  | 9          | 108        |
  +------------+------------+

LEADLEAD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lead(expr，Bigint offset, default) over(partition by [col1, col2…]
[order by [col1[asc|desc], col2[asc|desc]…]])

命令說明如下命令說明如下：

按位移量取當前行之後第幾行的值，如當前行號為rn，則取行號為rn+offset的值。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expr：任意類型。

offset：可選，Bigint類型常量。輸入值為String、Decimal、Double到Bigint的隱式轉換，offset>0。

default：可選，當offset指定的範圍越界時的預設值，常量。

partit ion by [col1, col2..]：指定開視窗的列。

order by col1[asc|desc], col2[asc|desc]：指定返回結果的排序方式。

傳回值傳回值：

傳回值類型同expr類型。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select c_Double_a,c_String_b,c_int_a,lead(c_int_a,1) over(partition by c_Double_a order by 
c_String_b) from dual;
select c_String_a,c_time_b,c_Double_a,lead(c_Double_a,1) over(partition by c_String_a order
by c_time_b) from dual;
select c_String_in_fact_num,c_String_a,c_int_a,lead(c_int_a) over(partition by c_String_in_
fact_num order by c_String_a) from dual;

PERCENT_RANKPERCENT_RANK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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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nt_rank() over(partition by [col1, col2…]
order by [col1[asc|desc], col2[asc|desc]…])

命令說明如下命令說明如下：

該函數用於計算一組資料中某行的相對排名。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partit ion by [col1, col2..]：指定開視窗的列。

order by col1[asc|desc], col2[asc|desc]：指定排名依據的值。

傳回值傳回值：

返回Double類型，範圍為[0, 1]，相對排名的計算方式為  (rank-1)/(number of rows -1) 。

說明 說明 目前限制單個視窗內的行數不超過10,000,000條。

ROW_NUMBERROW_NUMBER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row_number() over(partition by [col1, col2…]
order by [col1[asc|desc], col2[asc|desc]…])

命令說明如下命令說明如下：

該函數用於計算行號，從1開始。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partit ion by [col1, col2..]：指定開視窗的列。

order by col1[asc|desc], col2[asc|desc]：指定結果返回時的排序的值。

傳回值傳回值：

返回Bigint類型。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假設表emp中的資料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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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pno | ename | job | mgr | hiredate| sal| comm | deptno |
7369,SMITH,CLERK,7902,1980-12-17 00:00:00,800,,20
7499,ALLEN,SALESMAN,7698,1981-02-20 00:00:00,1600,300,30
7521,WARD,SALESMAN,7698,1981-02-22 00:00:00,1250,500,30
7566,JONES,MANAGER,7839,1981-04-02 00:00:00,2975,,20
7654,MARTIN,SALESMAN,7698,1981-09-28 00:00:00,1250,1400,30
7698,BLAKE,MANAGER,7839,1981-05-01 00:00:00,2850,,30
7782,CLARK,MANAGER,7839,1981-06-09 00:00:00,2450,,10
7788,SCOTT,ANALYST,7566,1987-04-19 00:00:00,3000,,20
7839,KING,PRESIDENT,,1981-11-17 00:00:00,5000,,10
7844,TURNER,SALESMAN,7698,1981-09-08 00:00:00,1500,0,30
7876,ADAMS,CLERK,7788,1987-05-23 00:00:00,1100,,20
7900,JAMES,CLERK,7698,1981-12-03 00:00:00,950,,30
7902,FORD,ANALYST,7566,1981-12-03 00:00:00,3000,,20
7934,MILLER,CLERK,7782,1982-01-23 00:00:00,1300,,10
7948,JACCKA,CLERK,7782,1981-04-12 00:00:00,5000,,10
7956,WELAN,CLERK,7649,1982-07-20 00:00:00,2450,,10
7956,TEBAGE,CLERK,7748,1982-12-30 00:00:00,1300,,10

現在需要將所有職工根據部門分組，每個組內根據SAL做降序排序，獲得職工自己組內的序號。

SELECT deptno,ename,sal,ROW_NUMBER() OVER (PARTITION BY deptno ORDER BY sal DESC) AS nums--
deptno(部⾨)作為開窗列，sal（薪⽔）作為結果返回時需要排序的值。
    FROM emp;
--執⾏結果如下：
+------------+-------+------------+------------+
| deptno     | ename | sal        | nums       |
+------------+-------+------------+------------+
| 10         | JACCKA | 5000.0     | 1          |
| 10         | KING  | 5000.0     | 2          |
| 10         | CLARK | 2450.0     | 3          |
| 10         | WELAN | 2450.0     | 4          |
| 10         | TEBAGE | 1300.0     | 5          |
| 10         | MILLER | 1300.0     | 6          |
| 20         | SCOTT | 3000.0     | 1          |
| 20         | FORD  | 3000.0     | 2          |
| 20         | JONES | 2975.0     | 3          |
| 20         | ADAMS | 1100.0     | 4          |
| 20         | SMITH | 800.0      | 5          |
| 30         | BLAKE | 2850.0     | 1          |
| 30         | ALLEN | 1600.0     | 2          |
| 30         | TURNER | 1500.0     | 3          |
| 30         | MARTIN | 1250.0     | 4          |
| 30         | WARD  | 1250.0     | 5          |
| 30         | JAMES | 950.0      | 6          |
+------------+-------+------------+------------+

CLUSTER_SAMPLECLUSTER_SAMPLE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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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lean cluster_sample([Bigint x, Bigint y])
over(partition by [col1, col2..])

命令說明如下命令說明如下：

該函數用於分組抽樣。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x：Bigint類型常量，x>=1。若指定參數y，x表示將一個視窗分為x份。否則，x表示在一個視窗中抽取x行
記錄（即有x行傳回值為true）。x為null時，傳回值為null。

y：Bigint類型常量，y>=1，y<=x。表示從一個視窗分的x份中抽取y份記錄（即y份記錄傳回值為true）。
y為null時，傳回值為null。

part it ion by [col1, col2]：指定開視窗的列。

傳回值傳回值：

返回Boolean類型。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假設表test_tbl中有key，value兩列，key為分組欄位，值有groupa，groupb兩組，value為值，如下所示：

    +------------+--------------------+
    | key        | value              |
    +------------+--------------------+
    | groupa     | -1.34764165478145  |
    | groupa     | 0.740212609046718  |
    | groupa     | 0.167537127858695  |
    | groupa     | 0.630314566185241  |
    | groupa     | 0.0112401388646925 |
    | groupa     | 0.199165745875297  |
    | groupa     | -0.320543343353587 |
    | groupa     | -0.273930924365012 |
    | groupa     | 0.386177958942063  |
    | groupa     | -1.09209976687047  |
    | groupb     | -1.10847690938643  |
    | groupb     | -0.725703978381499 |
    | groupb     | 1.05064697475759   |
    | groupb     | 0.135751224393789  |
    | groupb     | 2.13313102040396   |
    | groupb     | -1.11828960785008  |
    | groupb     | -0.849235511508911 |
    | groupb     | 1.27913806620453   |
    | groupb     | -0.330817716670401 |
    | groupb     | -0.300156896191195 |
    | groupb     | 2.4704244205196    |
    | groupb     | -1.28051882084434  |
    +------------+--------------------+

想要從每組中抽取約10%的值，可以用以下MaxCompute SQL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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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key, value
    from (
        select key, value, cluster_sample(10, 1) over(partition by key) as flag
        from tbl
        ) sub
    where flag = true;
+-----+------------+
| key | value      |
+-----+------------+
| groupa | 0.167537127858695 |
| groupb | 0.135751224393789 |
+-----+------------+

CHAR_MATCHCOUNTCHAR_MATCHCOUNT
命令格式如下：

bigint char_matchcount(string str1, string str2)

命令說明如下：

該函數用於計算str1中有多少個字元出現在str2中。

參數說明：

str1，str2：String類型，必須為有效UTF-8字串，如果對比中發現有無效字元則函數返回負值。

bigint：傳回值為bigint類型。任一輸入為NULL返回NULL。

樣本如下：

char_matchcount('abd','aabc') = 2 -- str1中得兩個字串'a','b'在str2中出現過

CHRCHR
命令格式如下：

string chr(bigint ascii)

命令說明如下：

該函數用於將給定ASCII碼ascii轉換成字元。

參數說明：

ascii：Bigint類型ASCII值，若輸入為String類型或Double類型或Decimal類型會隱式轉換到Bigint類型後參
與運算，其它類型拋異常。

String：傳回值為String類型。參數範圍是0~255，超過此範圍會引發異常。輸入值為NULL返回NULL。

CONCATCONCAT
命令格式如下：

2.6.2. 字串函數2.6.2. 字串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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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 concat(string a, string b...)

命令說明如下：

該函數的傳回值是將參數中的所有字串串連在一起的結果。

參數說明：

a，b等為String類型，若輸入為Bigint，Double，Decimal或者Datetime類型會隱式轉換為String後參與運
算，其它類型報異常。

String：傳回值為String類型。如果沒有參數或者某個參數為NULL，結果均返回NULL。

樣本如下：

concat('ab','c') = 'abc' concat() = NULL concat('a', null, 'b') = NULL

GET_JSON_OBJECTGET_JSON_OBJECT
命令格式如下：

STRING GET_JSON_OBJECT(STRING json,STRING path)

命令說明如下：

該函數用於在一個標準JSON字串中，按照path抽取指定的字串。每次調用該函數時，都會讀一次未經處理資
料，因此反覆調用可能會造成效能和費用的浪費。利用GET_JSON_OBJECT結合UDTF，您可以輕鬆轉換JSON
格式日誌資料，避免多次調用函數，詳情參見利用MaxCompute內建函數及UDTF轉換JSON格式日誌資料。

參數說明：

json： String類型，標準的json格式字串。

path：St ring類型，用於描述在json中的pat h，以$開頭。St ring類型，用於描述在json中的pat h，以$開頭。關於新實現中json path的說明，請參
見：JsonPath，$表示根節點， （.）表示child，[number]表示數組下標，對於數組，格式為key[sub1]
[sub2][sub3]……， [*]返回整個數組，*不支援轉義。

String：傳回值為String類型。

說明說明

如果json為空白或者非法的json格式，返回NULL。

如果path為空白或者不合法（json中不存在）返回NULL。

如果json合法，path也存在則返回對應字串。

樣本一如下：

+----+ json +----+ {"store": {"fruit":[{"weight":8,"type":"apple"},{"weight":9,"type":"pear
"}], "bicycle":{"price":19.95,"color":"red"} }, "email":"amy@only_for_json_udf_test.net", "
owner":"amy" }

通過以下查詢，可以提取json對象中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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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ps> SELECT get_json_object(src_json.json, '$.owner') FROM src_json; amy odps> SELECT get_
json_object(src_json.json, '$.store.fruit\[0]') FROM src_json; {"weight":8,"type":"apple"} 
odps> SELECT get_json_object(src_json.json, '$.non_exist_key') FROM src_json; NULL

樣本二如下：

get_json_object('{"array":[["aaaa",1111],["bbbb",2222],["cccc",3333]]}','$.array[1][1]')= "
2222" get_json_object('{"aaa":"bbb","ccc":{"ddd":"eee","fff":"ggg","hhh":["h0","h1","h2"]},
"iii":"jjj"}','$.ccc.hhh[*]') = "["h0","h1","h2"]" get_json_object('{"aaa":"bbb","ccc":{"dd
d":"eee","fff":"ggg","hhh":["h0","h1","h2"]},"iii":"jjj"}','$.ccc.hhh[1]') = "h1"

INSTRINSTR
命令格式如下：

bigint instr(string str1, string str2[, bigint start_position[, bigint nth_appearance]])

命令說明如下：

該函數用於計運算元串str2在字串str1中的位置。

參數說明：

str1：String類型，搜尋的字串，若輸入為Bigint，Double，Decimal或者Datetime類型會隱式轉換為
String後參與運算，其它類型報異常。

str2：String類型，要搜尋的子串，若輸入為Bigint，Double，Decimal或者Datetime類型會隱式轉換為
String後參與運算，其它類型報異常。

start_posit ion：bigint類型，其它類型會拋異常，表示從str1的第幾個字元開始搜尋，預設起始位置是第
一個字元位置1。

nth_appearance：bigint類型，大於0，表示子串在字串中的第nth_appearance次匹配的位置，如果
nth_appearance為其它類型或小於等於0會拋異常。

bigint：傳回值為bigint類型。

說明說明

如果在str1中未找到str2，返回0。

任一輸入參數為NULL返回NULL。

如果str2為空白串時總是能匹配成功，instr(‘abc’, ‘’) 會返回 1。

樣本如下：

instr('Tech on the net', 'e') = 2 instr('Tech on the net', 'e', 1, 1) = 2 instr('Tech on th
e net', 'e', 1, 2) = 11 instr('Tech on the net', 'e', 1, 3) = 14

IS_ENCODINGIS_ENCODING
命令格式如下：

boolean is_encoding(string str, string from_encoding, string to_enc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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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說明如下：

用於判斷輸入字串str是否可以從指定的一個字元集from_encoding轉為另一個字元集to_encoding。可用於
判斷輸入是否為亂碼，通常的用法是將from_encoding設為utf-8，to_encoding設為gbk。

參數說明：

str：String類型，輸入為NULL返回NULL。Null 字元串則可以被認為屬於任何字元集。

from_encoding，to_encoding：String類型，源及目標字元集。輸入為NULL返回NULL。

boolean：傳回值為Boolean類型，如果str能夠成功轉換，則返回true，否則返回false。

樣本如下：

is_encoding('測試', 'utf-8', 'gbk') = true is_encoding('測試', 'utf-8', 'gbk') = true -- gbk
字型檔中有這兩個繁體字 is_encoding('測試', 'utf-8', 'gb2312') = false -- gb2312庫中不包括這兩個字

KEYVALUEKEYVALUE
命令格式如下：

KEYVALUE(STRING srcStr,STRING split1,STRING split2, STRING key) KEYVALUE(STRING srcStr,STRI
NG key) //split1 = ";"，split2 = ":"

命令說明如下：

將srcStr（源字串）按split1分成key-value對，按split2將key-value對分開，返回key所對應的value。

參數說明：

srcStr輸入待拆分的字串。

key：String類型。源字串按照split1和split2拆分後，根據該key值的指定，返回其對應的value。

split1，split2：用來作為分隔字元的字串，按照指定的這兩個分隔字元拆分源字串。如果運算式中沒有指
定這兩項，預設split1為（;）, split2為（:）。當某個被split1拆分後的字串中有多個split2時，返回結果未
定義。

傳回值：

String 類型；

Split1或split2為NULL時，返回NULL。

srcStr，key為NULL或者沒有匹配的key時，返回NULL。

如果有多個key-value匹配，返回第一個匹配上的key對應的value。

樣本一：

keyvalue('0:1\;1:2',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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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說明 源字串為“0:1\;1:2”，因為沒有指定split1和split2，預設split1為";"，split2為“:”。

經過split1拆分後，key-value對為0:1\,1:2。

經過split2拆分後變成：

0 1/ 1 2

返回key為1所對應的value值2。

樣本二：

keyvalue("\;decreaseStore:1\;xcard:1\;isB2C:1\;tf:21910\;cart:1\;shipping:2\;pf:0\;market:s
hoes\;instPayAmount:0\;","\;",":","tf") = "21910" value:21910。

說明 說明 源字串如下所示：
“\;decreaseStore:1\;xcard:1\;isB2C:1\;tf:21910\;cart:1\;shipping:2\;pf:0\;market:shoes\
;instPayAmount:0\;”

按照split1“\;”拆分後，得出的key-value對如下所示：

decreaseStore:1，xcard:1，isB2C:1，tf:21910，cart:1，shipping:2，pf:0，market:shoes，inst
PayAmount:0 

按照split2":"拆分後，結果如下所示：

decreaseStore 1 xcard 1 isB2C 1 tf 21910 cart 1 shipping 2 pf 0 market shoes instPayAmo
unt 0

key值為tf，返回其對應的value:21910。

LENGTHLENGTH
命令格式如下：

bigint length(string str)

命令說明如下：

返回字串str的長度。

參數說明：

str：String類型，若輸入為Bigint，Double，Decimal或者Datetime類型會隱式轉換為String後參與運算，
其它類型報異常。

bigint：傳回值為Bigint類型。若str是NULL返回NULL。如果str非UTF-8編碼格式，返回-1。

樣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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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gth('hi! 中國') = 6

LENGTHBLENGTHB
命令格式如下：

bigint lengthb(string str)

命令說明如下：

返回字串str的以位元組為單位的長度。

參數說明：

str：String類型，若輸入為Bigint，Double，Decimal或者Datetime類型會隱式轉換為String後參與運算，
其它類型報異常。

bigint：傳回值為Bigint類型。若str是NULL返回NULL。

樣本如下：

lengthb('hi! 中國') = 10

MD5MD5
命令格式如下：

string md5(string value)

命令說明如下：

計算輸入字串value的md5值。

參數說明：

value：String類型，如果輸入類型是Bigint，Double，Decimal或者Datetime會隱式轉換成String類型參
與運算，其它類型報異常。輸入為NULL，返回NULL。

String：傳回值為String類型。

REGEXP_EXTRACTREGEXP_EXTRACT
命令格式如下：

string regexp_extract(string source, string pattern[, bigint occurrence])

命令說明如下：

將字串source按照patternRegex的規則拆分，返回第occurrence個group的字元。

參數說明：

source：String類型，待搜尋的字串。

pattern：String類型常量，pattern為空白串時拋異常，pattern中如果沒有指定group，拋異常。

occurrence：Bigint類型常量，必須 >=0，其它類型或小於0時拋異常，不指定時預設為1，表示返回第一
個group。若occurrence = 0，返回滿足整個pattern的子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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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傳回值為String類型，任一輸入為NULL返回NULL。

樣本如下：

regexp_extract('foothebar', 'foo(.*?)(bar)', 1) = the regexp_extract('foothebar', 'foo(.*?)
(bar)', 2) = bar regexp_extract('foothebar', 'foo(.*?)(bar)', 0) = foothebar regexp_extract
('8d99d8', '8d(\\d+)d8') = 99 -- 如果是在MaxCompute⽤戶端上提交正則計算的SQL，需要使⽤兩個"\"作為
轉移字元 regexp_extract('foothebar', 'foothebar') -- 異常返回，pattern中沒有指定group

REGEXP_INSTRREGEXP_INSTR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bigint regexp_instr(string source, string pattern[, bigint start_position[, bigint nth_occu
rrence[, bigint return_option]])

命令說明如下：

返回字串source從start_posit ion開始，和pattern第n次（nth_occurrence）匹配的子串的起始/結束位置。
任一輸入參數為NULL時返回NULL。

參數說明：

source：String類型，待搜尋的字串。

pattern：String類型常量，pattern為空白串時拋異常。

start_posit ion：Bigint類型常量，搜尋的開始位置。不指定時預設值為1，其它類型或小於等於0的值會拋
異常。

nth_occurrence：Bigint類型常量，不指定時預設值為1，表示搜尋第一次出現的位置。小於等於0或者其
它類型拋異常。

return_option：Bigint類型常量，值為0或1，其它類型或不允許的值會拋異常。0表示返回匹配的開始位
置，1表示返回匹配的結束位置。

bigint：傳回值為Bigint類型。return_option指定的類型返回匹配的子串在source中的開始或結束位置。

樣本如下：

regexp_instr("i love www.taobao.com", "o[[:alpha:]]{1}", 3, 2) = 14

REGEXP_REPLACEREGEXP_REPLACE
命令格式如下：

string regexp_replace(string source, string pattern, string replace_string[, bigint occurre
nce])

命令說明如下：

將source字串中第occurrence次匹配pattern的子串替換成指定字串replace_string後返回。

參數說明：

source：String類型，要替換的字串。

pattern：String類型常量，要匹配的模式，pattern為空白串時拋異常。

replace_string：String類型，將匹配的pattern替換成的字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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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rrence：Bigint類型常量，必須大於等於0，表示將第幾次匹配替換成replace_string，為0時表示替換
掉所有的匹配子串。其它類型或小於0拋異常。可預設，預設值為0。

String：傳回值為String類型，當引用不存在的組時，不進行替換。當輸入source，pattern，occurrence
參數為NULL時返回NULL，若replace_string為NULL且pattern有匹配，返回NULL，replace_string為NULL
但pattern不匹配，則返回原串。

說明 說明 當引用不存在的組時，行為未定義。

樣本如下：

regexp_replace("123.456.7890", "([[:digit:]]{3})\\.([[:digit:]]{3})\\.([[:digit:]]{4})", "(
\\1)\\2-\\3", 0) = "(123)456-7890" regexp_replace("abcd", "(.)", "\\1 ", 0) = "a b c d " re
gexp_replace("abcd", "(.)", "\\1 ", 1) = "a bcd" regexp_replace("abcd", "(.)", "\\2", 1) = 
"abcd" -- 因為pattern中只定義了⼀個組，引⽤的第⼆個組不存在， -- 請避免這樣使⽤，引⽤不存在的組的結果
未定義。 regexp_replace("abcd", "(.*)(.)$", "\\2", 0) = "d" regexp_replace("abcd", "a", "\\1
", 0) = "bcd" -- 因為在pattern中沒有組的定義，所以\1引⽤了不存在的組， -- 請避免這樣使⽤，引⽤不存在
的組的結果未定義。

REGEXP_SUBSTRREGEXP_SUBSTR
命令格式如下：

string regexp_substr(string source, string pattern[, bigint start_position[, bigint nth_occ
urrence]])

命令說明如下：

從start_posit ion位置開始，source中第nth_occurrence次匹配指定模式pattern的子串。

參數說明：

source：String類型，搜尋的字串。

pattern：String類型常量，要匹配的模型，pattern為空白串時拋異常。

start_posit ion：Bigint常量，必須大於0。其它類型或小於等於0時拋異常，不指定時預設為1，表示從
source的第一個字元開始匹配。不指定時預設為1，表示從source的第一個字元開始匹配。

nth_occurrence：Bigint常量，必須大於0，其它類型或小於等於0時拋異常。不指定時預設為1，表示返
回第一次匹配的子串。不指定時預設為1，表示返回第一次匹配的子串。

String：傳回值為String類型。任一輸入參數為NULL返回NULL。沒有匹配時返回NULL。

樣本如下：

regexp_substr ("I love aliyun very much", "a[[:alpha:]]{5}") = "aliyun" regexp_substr('I ha
ve 2 apples and 100 bucks!', '[[:blank:]][[:alnum:]]*', 1, 1) = " have" regexp_substr('I ha
ve 2 apples and 100 bucks!', '[[:blank:]][[:alnum:]]*', 1, 2) = " 2"

REGEXP_COUNTREGEXP_COUNT
命令格式如下：

bigint regexp_count(string source, string pattern[, bigint start_position])

命令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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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source中從start_posit ion開始，匹配指定模式pattern的子串的次數。

參數說明：

source：String類型，搜尋的字串，其它類型報異常。

pattern：String類型常量，要匹配的模型，pattern為空白串時拋異常，其它類型報異常。

start_posit ion：Bigint類型常量，必須大於0。其它類型或小於等於0時拋異常，不指定時預設為1，表示
從source的第一個字元開始匹配。

bigint：傳回值為Bigint類型。沒有匹配時返回0。任一輸入參數為NULL返回NULL。

樣本如下：

regexp_count('abababc', 'a.c') = 1 regexp_count('abcde', '[[:alpha:]]{2}', 3) = 1

SPLIT_PARTSPLIT_PART
命令格式如下：

string split_part(string str, string separator, bigint start[, bigint end])

命令說明如下：

依照分隔字元separator拆分字串str，返回從第start部分到第end部分的子串（閉區間）。

參數說明：

Str：String類型，要拆分的字串。如果是Bigint，Double，Decimal或者Datetime類型會隱式轉換到string
類型後參加運算，其它類型報異常。

Separator：String類型常量，拆分用的分隔字元，可以是一個字元，也可以是一個字串，其它類型會引發
異常。

start：Bigint類型常量，必須大於0。非常量或其它類型拋異常。返回段的開始編號（從1開始），如果沒
有指定end，則返回start指定的段。

end：Bigint類型常量，大於等於start，否則拋異常。返回段的截止編號，非常量或其他類型會引發異
常。可省略，預設時表示最後一部分。

String：傳回值為String類型。若任意參數為NULL，返回NULL；若separator為空白串，返回原字串str。

說明說明

如果separator不存在於str中，且start指定為1，返回整個str。若輸入為空白串，輸出為空白
串。

如果start的值大於切分後實際的分段數，例如：字串拆分完有6個片段，但start大於6，返回空
串。

若end大於片段個數，按片段個數處理。

樣本如下：

split_part('a,b,c,d', ',', 1) = 'a' split_part('a,b,c,d', ',', 1, 2) = 'a,b' split_part('a,
b,c,d', ',', 10) = ''

SUBSTRSUBSTR
命令格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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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 substr(string str, bigint start_position[, bigint length])

命令說明如下：

返回字串str從start_posit ion開始往後數，長度為length的子串。

參數說明：

str：String類型，若輸入為Bigint，Decimal，Double或者Datetime類型會隱式轉換為String後參與運算，
其它類型報異常。

start_posit ion：Bigint類型，起始位置為1。當start_posit ion為負數時表示開始位置是從字串的結尾往前
倒數，最後一個字元是 -1，往前數依次就是-2，-3…，其它類型拋異常。

length：Bigint類型，大於0，其它類型或小於等於 0 拋異常。子串的長度。

String：傳回值為String類型。若任一輸入為NULL，返回NULL。

說明 說明 當length被省略時，返回到str結尾的子串。

樣本如下：

substr("abc", 2) = "bc" substr("abc", 2, 1) = "b" substr("abc",-2,2)="bc" substr("abc",-3)=
"abc"

SUBSTRINGSUBSTRING
命令格式如下：

string substring(string|binary str, int start_position[, int length])

命令說明如下：

返回字串str從start_posit ion開始往後數，長度為length的子串。

參數說明：

str：String | Binary類型，若輸入為其它類型返回null或報錯。

start_posit ion：Int類型，起始位置為1。當 start_posit ion為負數時表示開始位置是從字串的結尾往前倒
數，最後一個字元是-1，往前數依次就是-2，-3…，其它類型拋異常。

length：Bigint類型，大於0，其它類型或小於等於0拋異常。子串的長度。

String：傳回值為String類型。若任一輸入為NULL，返回NULL。

說明 說明 當length被省略時，返回到str結尾的子串。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substring('abc', 2) = 'bc' substring('abc', 2, 1) ='"b' substring('abc',-2,2)='bc' substrin
g('abc',-3,2)='ab' substring(BIN(2345),2,3)='001'

TOLOWERTOLOWER
命令格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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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 tolower(string source)

命令說明如下：

輸出英文字串source對應的小寫字串。

參數說明：

source：String類型，若輸入為Bigint，Double，Decimal或者Datetime類型會隱式轉換為String後參與運
算，其它類型報異常。

String：傳回值為String類型。輸入為NULL時返回NULL。

樣本如下：

tolower("aBcd") = "abcd" tolower("哈哈Cd") = "哈哈cd"

TOUPPERTOUPPER
命令格式如下：

string toupper(string source)

命令說明如下：

輸出英文字元source串對應的大寫字串。

參數說明：

source：String類型，若輸入為Bigint，Double，Decimal或者Datetime類型會隱式轉換為String後參與運
算，其它類型報異常。

String：傳回值為String類型。輸入為NULL時返回NULL。

樣本如下：

toupper("aBcd") = "ABCD" toupper("哈哈Cd") = "哈哈CD"

TO_CHARTO_CHAR
命令格式如下：

string to_char(boolean value) string to_char(bigint value) string to_char(double value) str
ing to_char(decimal value)

命令說明如下：

將Boolean類型、Bigint類型、Decimal類型或者Double類型轉為對應的String類型表示。

參數說明：

value：可以接受Boolean類型、Bigint類型、Decimal類型或者Double類型輸入，其它類型拋異常。對
Datetime類型的格式化輸出請參考另一同名函數TO_CHAR 。

String：傳回值為String類型。如果輸入為NULL，返回NULL。

樣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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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_char(123) = '123' to_char(true) = 'TRUE' to_char(1.23) = '1.23' to_char(null) = NULL

TRIMTRIM
命令格式如下：

string trim(string str)

命令說明如下：

將輸入字串str去除左右空格。

參數說明：

str：String類型，若輸入為Bigint，Decimal，Double或者Datetime類型會隱式轉換為String後參與運算，
其它類型報異常。

String：傳回值為String類型。輸入為NULL時返回NULL。

LTRIMLTRIM
命令格式如下：

string ltrim(string str)

命令說明如下：

將輸入的字串str去除左邊空格。

參數說明：

str：String類型，若輸入為Bigint，Decimal，Double或者Datetime類型會隱式轉換為String後參與運算，
其它類型報異常。

String：傳回值為String類型。輸入為NULL時返回NULL。

樣本如下：

select ltrim(' abc ') from dual; 返回： +-----+ | _c0 | +-----+ | abc | +-----+

RTRIMRTRIM
命令格式如下：

string rtrim(string str)

命令說明如下：

將輸入的字串str去除右邊空格。

參數說明：

str：String類型，若輸入為Bigint，Decimal，Double或者Datetime類型會隱式轉換為String後參與運算，
其它類型報異常。

String：傳回值為String類型。輸入為NULL時返回NULL。

樣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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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rtrim('a abc ') from dual; 返回： +-----+ | _c0 | +-----+ | a abc | +-----+

REVERSEREVERSE
命令格式如下：

STRING REVERSE(string str)

命令說明如下：

返回倒序字串。

參數說明：

str：String類型，若輸入為Bigint，Double，Decimal或Datetime類型會隱式轉換為String後參與運算，其
它類型報異常。

String：傳回值為String類型。輸入為NULL時返回NULL。

樣本如下：

select reverse('abcedfg') from dual; 返回： +-----+ | _c0 | +-----+ | gfdecba | +-----+

SPACESPACE
命令格式如下：

STRING SPACE(bigint n)

命令說明如下：

空白字元串函數，返回長度為n的字串。

參數說明：

n: Bigint類型。長度不超過2M。如果為空白，則拋異常。

String：傳回值為String類型。

樣本如下：

select length(space(10)) from dual; ----返回10。 select space(400000000000) from dual； ----
報錯，⻑度超過2M。

REPEATREPEAT
命令格式如下：

STRING REPEAT(string str, bigint n)

命令說明如下：

返回重複n次後的str字串。

參數說明：

str：String類型，若輸入為Bigint，Double，Decimal或Datetime類型會隱式轉換為String後參與運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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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類型報異常。

n: Bigint類型。長度不超過2M。如果為空白，則拋異常。

String：傳回值為String類型。

樣本如下：

select repeat('abc',5) from lxw_dual; 返回：abcabcabcabcabc

ASCIIASCII
命令格式如下：

Bigint ASCII(string str)

命令說明如下：

返回字串str第一個字元的ascii碼。

參數說明：

str：String類型，若輸入為Bigint，Double，Decimal或Datetime類型會隱式轉換為String後參與運算，其
它類型報異常。

Bigint：傳回值為Bigint類型。

樣本如下：

select ascii('abcde') from dual; 傳回值：97

MaxCompute2.0擴充函數MaxCompute2.0擴充函數
升級到MaxCompute2.0後，產品擴充部分數學函數，新函數若用到新資料類型時，在使用新函數的SQL前，
需要加一個set語句：

set odps.sql.type.system.odps2=true;

說明 說明 請在用到該函數的SQL語句前加  set odps.sql.type.system.odps2=true; ，並與SQL一起
提交運行，以便正常使用新資料類型。

下文將為您詳細介紹新擴充的字串函數。

CONCAT_WSCONCAT_WS
命令格式如下：

string concat_ws(string SEP, string a, string b...) string concat_ws(string SEP, a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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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說明

目前MaxCompute SQL及新版本Mapreduce支援的Set命令分為以下兩種方式：

session層級：要使用新資料類型（Tinyint、Smallint、 Int、 Float、Varchar、TIMESTAMP
BINARY），需在建表語句前加上set語句  set odps.sql.type.system.odps2=true; ，並與建
表語句一起提交執行。

project層級：即支援對project層級進行新類型開啟。project的Owner可根據需要對project進行
設定，命令為：

- setproject odps.sql.type.system.odps2=true; 

對setproject的詳細說明請參見：其他動作。

命令說明如下：

傳回值是將參數中的所有字串安裝指定的分隔字元串連在一起的結果。

參數說明：

SEP：String類型的分隔字元，若不指定，返回的值異常。

a/b等：String類型，若輸入為Bigint，Decimal，Double或Datetime類型會隱式轉換為String後參與運
算，其它類型報異常。

傳回值：

返回String類型。如果沒有參數或者某個參數為NULL，結果均返回NULL。

樣本如下：

concat_ws(':','name','hanmeimei')='name:hanmeimei' concat_ws(':','avg',null,'34')=null

LPADLPAD
命令格式如下：

string lpad(string a, int len, string b)

說明說明

目前MaxCompute SQL及新版本Mapreduce支援的Set命令分為以下兩種方式：

session層級：要使用新資料類型（Tinyint、Smallint、 Int、 Float、Varchar、TIMESTAMP
BINARY），需在建表語句前加上set語句  set odps.sql.type.system.odps2=true; ，並與建
表語句一起提交執行。

project層級：即支援對project層級進行新類型開啟。project的Owner可根據需要對project進行
設定，命令為：

- setproject odps.sql.type.system.odps2=true; 

對setproject的詳細說明請參見：其他動作。

命令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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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b字串將a字串向左補足到len位。

參數說明：

len：Int整型。

a/b等：String類型。

傳回值：

為String類型。若len小於a的位元，則返回a從左開始截取len位字元；若len為0則返回空。

樣本如下：

lpad('abcdefgh',10,'12')='12abcdefgh' lpad('abcdefgh',5,'12')='abcde' lpad('abcdefgh',0,'12
')返回空

RPADRPAD
命令格式如下：

string rpad(string a, int len, string b)

說明說明

目前MaxCompute SQL及新版本Mapreduce支援的Set命令分為以下兩種方式：

session層級：要使用新資料類型（Tinyint、Smallint、 Int、 Float、Varchar、TIMESTAMP
BINARY），需在建表語句前加上set語句  set odps.sql.type.system.odps2=true; ，並與建
表語句一起提交執行。

project層級：即支援對project層級進行新類型開啟。project的Owner可根據需要對project進行
設定，命令為：

- setproject odps.sql.type.system.odps2=true; 

對setproject的詳細說明請參見：其他動作。

命令說明如下：

用b字串將a字串向右補足到len位。

說明說明

目前MaxCompute SQL及新版本Mapreduce支援的Set命令分為以下兩種方式：

session層級：要使用新資料類型（Tinyint、Smallint、 Int、 Float、Varchar、TIMESTAMP
BINARY），需在建表語句前加上set語句  set odps.sql.type.system.odps2=true; ，並與建
表語句一起提交執行。

project層級：即支援對project層級進行新類型開啟。project的Owner可根據需要對project進行
設定，命令為：

- setproject odps.sql.type.system.odps2=true; 

對setproject的詳細說明請參見：其他動作。

參數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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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Int整型。

a/b等：String類型。

傳回值：

為String類型。若len小於a的位元，則返回a從左開始截取len位字元；若len為0則返回空。

樣本如下：

rpad('abcdefgh',10,'12')='abcdefgh12' rpad('abcdefgh',5,'12')='abcde' rpad('abcdefgh',0,'12
')返回空

REPLACEREPLACE
命令格式如下：

string replace(string a, string OLD, string NEW)

說明說明

目前MaxCompute SQL及新版本Mapreduce支援的Set命令分為以下兩種方式：

session層級：要使用新資料類型（Tinyint、Smallint、 Int、 Float、Varchar、TIMESTAMP
BINARY），需在建表語句前加上set語句  set odps.sql.type.system.odps2=true; ，並與建
表語句一起提交執行。

project層級：即支援對project層級進行新類型開啟。project的Owner可根據需要對project進行
設定，命令為：

- setproject odps.sql.type.system.odps2=true; 

對setproject的詳細說明請參見：其他動作。

命令說明如下：

用NEW字串替換a字串中與OLD字串完全重合的部分並返回a。

參數說明：

參數說明：參數都為String類型。

傳回值：

返回String類型，若某個參數為null，則返回null。

樣本如下：

replace('ababab','abab','12')='12ab' replace('ababab','cdf','123')='ababab' replace('123aba
b456ab',null,'abab')=null

SOUNDEXSOUNDEX
命令格式如下：

string soundex(string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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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說明

目前MaxCompute SQL及新版本Mapreduce支援的Set命令分為以下兩種方式：

session層級：要使用新資料類型（Tinyint、Smallint、 Int、 Float、Varchar、TIMESTAMP
BINARY），需在建表語句前加上set語句  set odps.sql.type.system.odps2=true; ，並與建
表語句一起提交執行。

project層級：即支援對project層級進行新類型開啟。project的Owner可根據需要對project進行
設定，命令為：

- setproject odps.sql.type.system.odps2=true; 

對setproject的詳細說明請參見：其他動作。

命令說明如下：

將一般字元串轉換成soundex字串。

參數說明：a為String類型。

傳回值：返回String類型，若輸入為null，則返回null。

樣本如下：

soundex('hello')='H400'

SUBSTRING_INDEXSUBSTRING_INDEX
命令格式如下：

string substring_index(string a, string SEP, int count))

說明說明

目前MaxCompute SQL及新版本Mapreduce支援的Set命令分為以下兩種方式：

session層級：要使用新資料類型（Tinyint、Smallint、 Int、 Float、Varchar、TIMESTAMP
BINARY），需在建表語句前加上set語句  set odps.sql.type.system.odps2=true; ，並與建
表語句一起提交執行。

project層級：即支援對project層級進行新類型開啟。project的Owner可根據需要對project進行
設定，命令為：

- setproject odps.sql.type.system.odps2=true; 

對setproject的詳細說明請參見：其他動作。

命令說明如下：

截取字串a第count分隔字元之前的字串，如count為正則從左邊開始截取，如果為負則從右邊開始截取。

參數說明：a/sep為string類型，count為int類型。

傳回值：

返回String類型，若輸入為null，則返回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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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如下：

substring_index('https://www.alibabacloud.com, '.', 2)='https://www.alibabacloud' substring
_index('https://www.alibabacloud.com', '.', -2)='alibabacloud.com' substring_index('https:/
/www.alibabacloud.com', null, 2)=null

CASTCAST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cast(expr as <type>)

用途：將運算式的結果轉換成目標類型，如cast(‘1’ as bigint)將字串‘1’轉為整數類型的1，如果轉換不成功
或不支援的類型轉換會引發異常。

說明說明

cast(double as bigint)，將double值轉換成bigint。

cast(string as bigint) 在將字串轉為bigint時，如果字串中是以整型表達的數字，會直接轉為
bigint類型。

如果字串中是以浮點數或指數形式表達的數字，則會先轉為double類型，再轉為bigint類型。

cast(string as datet ime) 或 cast(datet ime as string)時，會採用預設的日期格式yyyy-mm-dd
hh:mi:ss。

COALESCECOALESCE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coalesce(expr1, expr2, ...)

命令說明如下命令說明如下：

該函數用於返回列表中第一個非Null的值，如果列表中所有的值都是Null，則返回Null。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expr是要測試的值，所有這些實值型別必須相同或為Null，否則會引發異常。

傳回值傳回值：

傳回值類型和參數類型相同。

說明 說明 至少要有一個參數，否則引發異常。

DECODEDECODE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decode(expression, search, result[, search, result]...[, default])

2.6.3. 其他函數2.6.3. 其他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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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說明如下命令說明如下：

該函數用於實現if-then-else分支選擇的功能。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expression：要比較的運算式。

search：和expression進行比較的搜尋項。

result：search和expression的值匹配時的傳回值。

default：可選項，如果所有的搜尋項都不匹配，則返回此default值，如果未指定，則返回Null。

傳回值傳回值：

返回匹配的search。

如果沒有匹配，返回default。

如果沒有指定default，返回Null。

說明說明

至少要指定三個參數。

所有的result類型必須一致，或為Null。不一致的資料類型會引發異常。所有的search和
expression類型必須一致，否則報異常。

如果decode中的search選項有重複時且匹配時，會返回第一個值。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select decode(customer_id, 1, 'Taobao', 2, 'Alipay', 3, 'Aliyun', Null, 'N/A', 'Others') as
result from sale_detail;

上面的decode函數實現了下面if-then-else語句中的功能：

if customer_id = 1 then result := 'Taobao'; elsif customer_id = 2 then result := 'Alipay'; 
elsif customer_id = 3 then result := 'Aliyun'; ... else result := 'Others'; end if;

說明說明

通常情況下，MaxCompute SQL在計算Null=Null時返回Null，但在decode函數中，Null與Null的
值是相等的。

上述樣本中，當customer_id的值為Null時，decode函數返回N/A。

GET_IDCARD_AGEGET_IDCARD_AGE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get_idcard_age(idcardno)

命令說明如下命令說明如下：

該函數用於根據社會安全號碼返回當前的年齡，當前年份減去身份證中標識的出生年份的差值。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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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cardno：String類型，15位或18位社會安全號碼。在計算時會根據省份代碼以及最後一位校正碼檢查身份
證的合法性，如果校正不通過會返回Null。

傳回值傳回值：

返回Bigint類型，輸入為Null，返回Null。如果當前年份減去出生年份差值大於100，返回Null。

GET_IDCARD_BIRTHDAYGET_IDCARD_BIRTHDAY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get_idcard_birthday(idcardno)

命令說明如下命令說明如下：

該函數用於根據社會安全號碼返回出生日期。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idcardno：String類型，15位或18位社會安全號碼。在計算時會根據省份代碼以及最後一位校正碼檢查身份
證的合法性，如果校正不通過，則返回Null。

傳回值傳回值：

返回Datetime類型，輸入為Null，返回Null。

GET_IDCARD_SEXGET_IDCARD_SEX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get_idcard_sex(idcardno)

命令說明如下命令說明如下：

該函數用於根據社會安全號碼返回性別，值為M（男）或F（女）。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idcardno：String類型，15位或18位社會安全號碼。在計算時會根據省份代碼以及最後一位校正碼檢查身份
證的合法性，如果校正不通過，則返回Null。

傳回值傳回值：

返回String類型，輸入為Null，返回Null。

GREATESTGREATEST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greatest(var1, var2, …)

命令說明如下命令說明如下：

該函數用於返回輸入參數中最大的一個。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var1，var2可以為Bigint，Double，Decimal，Datetime或String類型。若所有值都為Null，則返回Null。

傳回值傳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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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參數中的最大值，當不存在隱式轉換時返回同輸入參數類型。

Null為最小值。

當輸入參數類型不同時：

Double，Bigint，Decimal，String之間的比較轉為Double類型。

String，Datetime的比較轉為Datetime類型。

不允許其它的隱式轉換。

ORDINALORDINAL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ordinal(bigint nth, var1, var2, …)

命令說明如下命令說明如下：

該函數用於將輸入變數按從小到大排序後，返回nth指定位置的值。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nth：Bigint類型，指定要返回的位置為Null時，返回Null。

var1，var2：類型可以為Bigint，Double，Datetime或String類型。

傳回值傳回值：

排在第nth位的值，當不存在隱式轉換時返回同輸入參數類型。

當有類型轉換時：

Double，Bigint，String之間的轉換返回Double類型。

String，Datetime之間的轉換返回Datetime類型。

不允許其它的隱式轉換。

Null為最小。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ordinal(3, 1, 3, 2, 5, 2, 4, 6) = 2

LEASTLEAST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least(var1, var2, …)

命令說明如下命令說明如下：

該函數用於返回輸入參數中最小的一個。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var1，var2可以為Bigint，Double，Decimal，Datetime或String類型。若所有值都為Null，則返回Null。

傳回值傳回值：

輸入參數中的最小值，當不存在隱式轉換時返回同輸入參數類型。

當有類型轉換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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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Bigint，String之間的轉換返回Double類型。

String，Datetime之間的轉換返回Datetime類型。

Decimal和Double，Bigint，String之間比較時轉為Decimal類型。

不允許其它的隱式類型轉換。

Null為最小。

MAX_PTMAX_PT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max_pt(table_full_name)

命令說明如下命令說明如下：

對於分區的表，此函數返回該分區表的一級分區的最大值，按字母排序，且該分區下有對應的資料檔案。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table_full_name：String類型，指定表名（必須帶上project名，例如prj.src），您必須對此表有讀許可權。

傳回值傳回值：

返回最大的一級分區的值。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假設tbl是分區表，該表對應的分區如下，且都有資料檔案：

pt =‘20120901’ pt =‘20120902’

則以下語句中max_pt傳回值為‘20120902’，MaxCompute SQL語句讀出pt=‘20120902’分區下的資料。

select * from tbl where pt=max_pt('myproject.tbl');

說明說明

如果只是用alter table的方式新加了一個分區，但是此分區中並無任何資料檔案，則此分區不會做為傳
回值。

UUIDUUID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string uuid()

命令說明如下命令說明如下：

該函數用於返回一個隨機ID，樣本樣式為  29347a88-1e57-41ae-bb68-a9edbdd94212 。

說明說明

UUID返回的是一個隨機的全域ID，其重複的機率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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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SAMPLE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boolean sample(x, y, column_name)

命令說明如下命令說明如下：

對所有讀入的column_name的值，sample根據x，y的設定做採樣，並過濾掉不滿足採樣條件的行。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x，y：Bigint類型，表示雜湊為x份，取第y份。

y可省略，省略時取第一份，如果省略參數中的y，則必須同時省略column_name。

x，y為整型常量，大於0，其它類型或小於等於0時拋異常，若y&gt，x也拋異常。x，y任一輸入為Null
時，返回Null。

column_name：是採樣的目標列。

column_name可以省略，省略時根據x，y的值隨機採樣。

任意類型，列的值可以為Null，不做隱式類型轉換。

如果column_name為常量Null，則報異常。

傳回值：傳回值：

返回Boolean類型。

說明說明

為避免Null值帶來的資料扭曲，對於column_name中為Null的值，會在x份中進行均勻雜湊。如果不加
column_name，則資料量比較少時輸出不一定均勻，在這種情況下建議加上column_name，以獲得比
較好的輸出結果。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假定存在表tbla，表內有列名為cola的列。

select * from tbla where sample (4, 1 , cola) = true; -- 表⽰數值會根據cola hash為4份，取第1份
select * from tbla where sample (4, 2) = true; -- 表⽰數值會對每⾏資料做隨機雜湊分配為4份，取第2
份

CASE WHEN運算式CASE WHEN運算式
MaxCompute提供兩種case when的文法格式，如下所示：

case value when (_condition1) then result1 when (_condition2) then result2 ... else resultn
end case when (_condition1) then result1 when (_condition2) then result2 when (_condition3)
then result3 ... else resultn end

case when運算式可以根據運算式value的計算結果，靈活返回不同的值。

根據shop_name的不同情況得出所屬地區，樣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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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case when shop_name is null then 'default_region' when shop_name like 'hang%' then '
zj_region' end as region from sale_detail;

說明說明

如果result類型只有Bigint，Double，統一轉為Double後，再返回。

如果result類型中有String類型，統一轉為String後，再返回。如果不能轉則報錯（如Boolean
型）。

除此之外不允許其它類型之間的轉換。

IF運算式IF運算式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if(testCondition, valueTrue, valueFalseOrNull)

命令說明如下命令說明如下：

判斷testCondit ion是否為真。如果為真，返回valueTrue，如果不滿足則返回另一個值（valueFalse或者
Null）。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testCondit ion：要判斷的運算式，Boolean類型。

valueTrue：運算式testCondit ion為True時，返回的值。

valueFalseOrNull：不滿足運算式testCondit ion時，返回的值可以設為Null。

傳回值傳回值：

傳回值類型和參數valueTrue或者valueFalseOrNul的類型一致。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select if(1=2,100,200) from dual; 傳回值： +------------+ | _c0 | +------------+ | 200 | +--
----------+

MaxCompute2.0擴充支援的其他函數類型MaxCompute2.0擴充支援的其他函數類型

SPLITSPLIT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split(str, pat)

用途：通過pat將str分割後返回數組。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str：String類型，指被分隔的字串。

pat：String類型，分隔字元，支援正則。

傳回值傳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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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ray <string > ，元素是str被pat分隔後的結果。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select split("a,b,c",",") from dual; 結果如下： +------+ | _c0 | +------+ | [a, b, c] | +---
---+

說明說明

目前MaxCompute SQL及新版本Mapreduce支援的Set命令分為以下兩種方式：

session層級：要使用新資料類型（Tinyint、Smallint、 Int、 Float、Varchar、TIMESTAMP
BINARY），需在建表語句前加上set語句  set odps.sql.type.system.odps2=true; ，並與建
表語句一起提交執行。

project層級：即支援對project層級進行新類型開啟。project的Owner可根據需要對project進行
設定，命令為：

- setproject odps.sql.type.system.odps2=true; 

對setproject的詳細說明請參見：其他動作。

STR_TO_MAPSTR_TO_MAP
函式宣告:

str_to_map(text [, delimiter1 [, delimiter2]])

用途：使用delimiter1將text分割成K-V對，然後使用delimiter2分割每個K-V對的K和V。

參數說明

text：String類型，指被分割的字串；

delimiter1: String類型，分隔字元, 不指定時預設為’,’;

delimiter2：String類型，分隔字元, 不指定時預設為’=’;

傳回值：map < string, string >, 元素是text被delimiter1和delimiter2分割後的K-V結果

樣本：

select str_to_map('test1&1-test2&2','-','&');

返回結果：

+------------+ | a | +------------+ | {test1:1, test2:2} |

EXPLODEEXPLODE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explode (var)

命令說明如下命令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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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函數用於將一行資料轉為多行的UDTF。

如果var是array，則將列中儲存的array轉為多行。

如果var是map，則將列中儲存的map的每個key-value轉換為包含兩列的行，其中一列儲存key，令一列儲
存value。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var：array<T> 類型或者 map<K，V> 類型。 

傳回值傳回值：

返迴轉換後的行。

說明說明

UDTF在使用上有以下限制：

在一個select中只能有一個UDTF，不可出現其它的列。

不可以與group by/cluster by/distribute by/sort  by一起使用。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explode(array(null, 'a', 'b', 'c')) col

說明說明

目前MaxCompute SQL及新版本Mapreduce支援的Set命令分為以下兩種方式：

session層級：要使用新資料類型（Tinyint、Smallint、 Int、 Float、Varchar、TIMESTAMP
BINARY），需在建表語句前加上set語句  set odps.sql.type.system.odps2=true; ，並與建
表語句一起提交執行。

project層級：即支援對project層級進行新類型開啟。project的Owner可根據需要對project進行
設定，命令為：

- setproject odps.sql.type.system.odps2=true; 

對setproject的詳細說明請參見：其他動作。

MAPMAP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MAP map(K key1, V value1, K key2, V value2, ...)

命令說明如下命令說明如下：

該函數用於使用給定的key-value對建立map。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key/value

所有key類型一致(包括隱式轉換後類型一致)，必須是基本類型。

所有value類型一致(包括隱式轉換後類型一致)，可為任意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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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回值傳回值：

返回MAP 類型。

樣本如下：

如表t_table的欄位為(c1 bigint,c2 string,c3 string, c4 bigint  ,c5 bigint),資料如下

+------------+----+----+------------+------------+ | c1 | c2 | c3 | c4 | c5 | +------------
+----+----+------------+------------+ | 1000 | k11 | k21 | 86 | 15 | | 1001 | k12 | k22 | 9
7 | 2 | | 1002 | k13 | k23 | 99 | 1 | +------------+----+----+------------+------------+

執行sql：

select map(c2,c4,c3,c5) from t_table;

結果如下

+------+ | _c0 | +------+ | {k11:86, k21:15} | | {k12:97, k22:2} | | {k13:99, k23:1} | +---
---+

MAP_KEYSMAP_KEYS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ARRAY map_keys(map<K, V> )

命令說明如下命令說明如下：

該函數用於將參數map中的所有key作為數組返回。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map：map類型的資料。

傳回值：

返回ARRAY類型，輸入Null，則返回Null。

樣本如下:

如表t_table_map的欄位為(  c1 bigint,t_map map<string,bigint>  ),資料如下

+------------+-------+ | c1 | t_map | +------------+-------+ | 1000 | {k11:86, k21:15} | | 
1001 | {k12:97, k22:2} | | 1002 | {k13:99, k23:1} | +------------+-------+

執行sql：

select c1,map_keys(t_map) from t_table_map;

結果如下

+------------+------+ | c1 | _c1 | +------------+------+ | 1000 | [k11, k21] | | 1001 | [k1
2, k22] | | 1002 | [k13, k2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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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_VALUESMAP_VALUES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ARRAY map_values(map<K, V>)

命令說明如下命令說明如下：

該函數用於將參數map中的所有values作為數組返回。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map：map類型的資料。

傳回值傳回值：

返回ARRAY類型，輸入Null，返回Null。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select map_values(map('a',123,'b',456)); --結果如下： [123, 456]

說明說明

目前MaxCompute SQL及新版本Mapreduce支援的Set命令分為以下兩種方式：

session層級：要使用新資料類型（Tinyint、Smallint、 Int、 Float、Varchar、TIMESTAMP
BINARY），需在建表語句前加上set語句  set odps.sql.type.system.odps2=true; ，並與建
表語句一起提交執行。

project層級：即支援對project層級進行新類型開啟。project的Owner可根據需要對project進行
設定，命令為：

- setproject odps.sql.type.system.odps2=true; 

對setproject的詳細說明請參見：其他動作。

ARRAYARRAY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ARRAY array(value1,value2, ...)

命令說明如下命令說明如下：

該函數用於使用給定的value構造array。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value：value可為任意類型，但是所有value的類型必須一致。

傳回值傳回值：

返回array類型。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如表t_table的欄位為(c1 bigint,c2 string,c3 string, c4 bigint  ,c5 bigint),資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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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1 | c2 | c3 | c4 | c5 | +------------
+----+----+------------+------------+ | 1000 | k11 | k21 | 86 | 15 | | 1001 | k12 | k22 | 9
7 | 2 | | 1002 | k13 | k23 | 99 | 1 | +------------+----+----+------------+------------+

執行sql：

select array(c2,c4,c3,c5) from t_table;

結果如下：

+------+ | _c0 | +------+ | [k11, 86, k21, 15] | | [k12, 97, k22, 2] | | [k13, 99, k23, 1] 
| +------+

說明說明

目前MaxCompute SQL及新版本Mapreduce支援的Set命令分為以下兩種方式：

session層級：要使用新資料類型（Tinyint、Smallint、 Int、 Float、Varchar、TIMESTAMP
BINARY），需在建表語句前加上set語句  set odps.sql.type.system.odps2=true; ，並與建
表語句一起提交執行。

project層級：即支援對project層級進行新類型開啟。project的Owner可根據需要對project進行
設定，命令為：

- setproject odps.sql.type.system.odps2=true; 

對setproject的詳細說明請參見：其他動作。

SIZESIZE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INT size(map) INT size(array)

命令說明如下命令說明如下：

 size(map<K，V>) 返回給定map中K/V對數。

 size(array<T>) 返回給定的array中的元素數目。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map<K, V> ：map類型的資料。

 array<T> ：array類型的資料。

傳回值傳回值：

返回int類型。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select size(map('a',123,'b',456)) from dual;--返回2 select size(map('a',123,'b',456,'c',789)
) from dual;--返回3 select size(array('a','b')) from dual;--返回2 select size(array(123,456,
789)) from dual;--返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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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說明

目前MaxCompute SQL及新版本Mapreduce支援的Set命令分為以下兩種方式：

session層級：要使用新資料類型（Tinyint、Smallint、 Int、 Float、Varchar、TIMESTAMP
BINARY），需在建表語句前加上set語句  set odps.sql.type.system.odps2=true; ，並與建
表語句一起提交執行。

project層級：即支援對project層級進行新類型開啟。project的Owner可根據需要對project進行
設定，命令為：

- setproject odps.sql.type.system.odps2=true; 

對setproject的詳細說明請參見：其他動作。

ARRAY_CONTAINSARRAY_CONTAINS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boolean array_contains(ARRAY<T> a,value v)

命令說明如下命令說明如下：

該函數用於檢測給定array a中是否包含v。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a：array類型的資料。

v：給出的v必須與array數組中的資料類型一致。

傳回值傳回值：

返回Boolean類型。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如表t_table_array的欄位為(  c1 bigint, t_array array<string> ),資料如下：

+------------+---------+ | c1 | t_array | +------------+---------+ | 1000 | [k11, 86, k21, 
15] | | 1001 | [k12, 97, k22, 2] | | 1002 | [k13, 99, k23, 1] | +------------+---------+

執行sql：

select c1, array_contains(t_array,'1') from t_table_array;

結果如下：

+------------+------+ | c1 | _c1 | +------------+------+ | 1000 | false | | 1001 | false | 
| 1002 | true | +------------+------+

SORT_ARRAYSORT_ARRAY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ARRAY sort_array(ARRAY<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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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說明如下命令說明如下：

該函數用於為給定的數組排序。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ARRAY<T> ：array類型的資料，數組中的資料可為任意類型。

傳回值傳回值：

返回array類型。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select sort_array(array('a','c','f','b')),sort_array(array(4,5,7,2,5,8)),sort_array(array('
你','我','他')) from dual; 結果如下： [a, b, c, f] [2, 4, 5, 5, 7, 8] [他, 你, 我]

執行sql

select sort_array(c1),sort_array(c2),sort_array(c3) from t_array;

返回結果:

[a, b, c, f] [2, 4, 5, 5, 7, 8] [他, 你, 我]

說明說明

目前MaxCompute SQL及新版本Mapreduce支援的Set命令分為以下兩種方式：

session層級：要使用新資料類型（Tinyint、Smallint、 Int、 Float、Varchar、TIMESTAMP
BINARY），需在建表語句前加上set語句  set odps.sql.type.system.odps2=true; ，並與建
表語句一起提交執行。

project層級：即支援對project層級進行新類型開啟。project的Owner可根據需要對project進行
設定，命令為：

- setproject odps.sql.type.system.odps2=true; 

對setproject的詳細說明請參見：其他動作。

POSEXPLODEPOSEXPLODE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posexplode(ARRAY<T>)

命令說明如下命令說明如下：

該函數用於將給定的array展開，每個value一行，每行兩列分別對應數組從0開始的下標和數組元素。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ARRAY：array類型的資料，數組中的資料可為任意類型。

傳回值傳回值：

返回表產生的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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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select posexplode(array('a','c','f','b')) from dual; 結果如下： +------------+-----+ | pos |
val | +------------+-----+ | 0 | a | | 1 | c | | 2 | f | | 3 | b | +------------+-----+

STRUCTSTRUCT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STRUCT struct(value1,value2, ...)

函數說明函數說明：

該函數用於使用給定value列表建立struct。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value：各value可為任意類型。

傳回值傳回值：

返回  STRUCT<col1:T1, col2:T2, ...> 類型。field的名稱依次為col1，col2，…。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select struct('a',123,'ture',56.90) from dual; 結果如下： {col1:a, col2:123, col3:ture, col4
:56.9}

說明說明

目前MaxCompute SQL及新版本Mapreduce支援的Set命令分為以下兩種方式：

session層級：要使用新資料類型（Tinyint、Smallint、 Int、 Float、Varchar、TIMESTAMP
BINARY），需在建表語句前加上set語句  set odps.sql.type.system.odps2=true; ，並與建
表語句一起提交執行。

project層級：即支援對project層級進行新類型開啟。project的Owner可根據需要對project進行
設定，命令為：

- setproject odps.sql.type.system.odps2=true; 

對setproject的詳細說明請參見：其他動作。

NAMED_STRUCTNAMED_STRUCT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STRUCT named_struct(string name1, T1 value1, string name2, T2 value2, ...)

函數說明函數說明：

該函數用於使用給定的name/value列表建立struct。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value：各value可為任意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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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指定的String類型的field名稱。

傳回值傳回值：

返回  STRUCT<name1:T1, name2:T2, ...> 類型，產生struct的field的名稱依次為name1，name2，…。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select named_struct('user_id',10001,'user_name','LiLei','married','F','weight',63.50) from 
dual; 結果如下： {user_id:10001, user_name:LiLei, married:F, weight:63.5}

說明說明

目前MaxCompute SQL及新版本Mapreduce支援的Set命令分為以下兩種方式：

session層級：要使用新資料類型（Tinyint、Smallint、 Int、 Float、Varchar、TIMESTAMP
BINARY），需在建表語句前加上set語句  set odps.sql.type.system.odps2=true; ，並與建
表語句一起提交執行。

project層級：即支援對project層級進行新類型開啟。project的Owner可根據需要對project進行
設定，命令為：

- setproject odps.sql.type.system.odps2=true; 

對setproject的詳細說明請參見：其他動作。

INLINEINLINE
命令格式如下：

inline(array<struct<f1:T1, f2:T2, ...>>)

命令說明如下：

該函數用於將給定的struct數組展開，每個元素對應一行，每行每個struct元素對應一列。

參數說明：

 STRUCT<f1:T1, f2:T2, ...> ：數組中的value可為任意類型。

傳回值：

返回表產生的函數。

樣本如下:

如表t_table的欄位為(  t_struct
struct<user_id:bigint,user_name:string,married:string,weight:double> ),表資料如下：

+----------+ | t_struct | +----------+ | {user_id:10001, user_name:LiLei, married:N, weight
:63.5} | | {user_id:10002, user_name:HanMeiMei, married:Y, weight:43.5} | +----------+

執行sql：

select inline(array(t_struct)) from t_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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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結果:

+------------+-----------+---------+------------+ | user_id | user_name | married | weight 
| +------------+-----------+---------+------------+ | 10001 | LiLei | N | 63.5 | | 10002 | 
HanMeiMei | Y | 43.5 | +------------+-----------+---------+------------+

TRANS_ARRAYTRANS_ARRAY
命令格式如下命令格式如下：

trans_array (num_keys, separator, key1,key2,…,col1, col2,col3) as (key1,key2,…,col1, col2)

命令說明如下命令說明如下：

用於將一行資料轉為多行的UDTF，將列中儲存的以固定分隔字元格式分隔的數組轉為多行。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num_keys： Bigint類型常量，必須>=0。在轉為多行時作為轉置key的列的個數。

Key：是指在將一行轉為多行時，在多行中重複的列。

separator：String類型常量，用於將字串拆分成多個元素的分隔字元。為空白時報異常。

keys：轉置時作為key的列， 個數由num_keys指定。如果num_keys指定所有的列都作為key（即
num_keys等於所有列的個數），則只返回一行。

cols： 要轉為行的數組，keys之後的所有列視為要轉置的數組，必須為String類型，儲存的內容是字串格
式的數組，如Hangzhou;Beijing;shanghai，是以（;）分隔的數組。

傳回值傳回值：

轉置後的行，新的列名由as指定。作為key的列類型保持不變，其餘所有的列是String類型。拆分成的行數以
個數多的數組為準，不足的補NULL。

說明說明

UDTF使用上的限制如下：

所有作為key的列必須處在前面，而要轉置的列必須放在後面。

在一個select中只能有一個udtf，不可以再出現其它的列。

不可以與group by/cluster by/distribute by/sort  by一起使用。

樣本如下樣本如下：

t_table表中的資料如：

+----------+----------+------------+ | login_id | login_ip | login_time | +----------+-----
-----+------------+ | wangwangA | 192.168.0.1,192.168.0.2 | 20120101010000,20120102010000 |
| wangwangB | 192.168.45.10,192.168.67.22,192,168.6.3 | 20120111010000,20120112010000,20120
223080000 | +----------+----------+------------+

執行sql：

select trans_array(1, ",", login_id, login_ip, login_time) as (login_id,login_ip,login_time
) from t_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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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的資料如下所示：

+----------+----------+------------+ | login_id | login_ip | login_time | +----------+-----
-----+------------+ | wangwangB | 192.168.45.10 | 20120111010000 | | wangwangB | 192.168.67
.22 | 20120112010000 | | wangwangB | 192.168.6.3 | 20120223080000 | | wangwangA | 192.168.0
.1 | 20120101010000 | | wangwangA | 192.168.0.2 | 20120102010000 | +----------+----------+-
-----------+

如果表中的資料如下所示：

Login_id LOGIN_IP LOGIN_TIME wangwangA 192.168.0.1,192.168.0.2 20120101010000

則對數組中不足的資料補NULL：

Login_id Login_ip Login_time wangwangA 192.168.0.1 20120101010000 wangwangA 192.168.0.2 NUL
L

UDF 全稱為 User Defined Function，即使用者自訂函數。MaxCompute 提供很多內建函數來滿足您的計算
需求，同時您還可以通過建立自訂函數來滿足不同的計算需求。UDF 在使用上與普通的 內建函數 類似，Java
和 MaxCompute 的資料類型的對應關係，請參見 參數與傳回值類型。

如果您使用 Maven，可以從 Maven 庫 中搜尋 odps-sdk-udf，從而擷取不同版本的 Java SDK，相關配置資
訊如下所示：

<dependency> <groupId>com.aliyun.odps</groupId> <artifactId>odps-sdk-udf</artifactId> <vers
ion>0.29.10-public</version> </dependency>

在 MaxCompute 中，您可以擴充的 UDF 有兩種：

UDF 分類 描述

User Defined Scalar Function（通
常也稱之為 UDF）

使用者自訂純量值函式（User Defined Scalar Function）。其輸入與輸出是
一對一的關係，即讀入一行資料，寫出一條輸出值 。

UDTF（User Defined Table Valued
Function）

自訂表格值函數，是用來解決一次函數調用輸出多行資料情境的，也是唯一能
返回多個欄位的自訂函數。而 UDF 只能一次計算輸出一條傳回值。

UDAF（User Defined Aggregation
Function）

自訂彙總函式，其輸入與輸出是多對一的關係， 即將多條輸入記錄彙總成一
條輸出值。可以與 SQL 中的 Group By 語句聯用。具體文法請參見 彙總函
式。

2.7. UDF2.7. UDF
2.7.1. UDF概述2.7.1. UDF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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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說明

UDF 廣義的說法代表了自訂純量涵式，自訂彙總函式及自訂表格函數三種類型的自訂函數的集
合。狹義來說，僅代表使用者自訂純量涵式。文檔會經常使用這一名詞，請讀者根據文檔上下文
判斷具體含義 。

SQL 陳述式中有使用自訂的函數，提示記憶體不夠。請配置  set odps.sql.udf.joiner.jvm.me
mory=xxxx; 。原因是資料量太大並且有傾斜，任務超出預設設定的記憶體。

MaxCompute的UDF支援跨項目分享，即在project_a中可以使用project_b的UDF。具體的授權可以參考安全
指南的授權文檔中的“跨項目空間Table、Resource、Function分享樣本”章節，使用時寫法如  select
other_project:udf_in_other_project(arg0, arg1) as res from table_t; 。

UDF 樣本UDF 樣本
UDF 的相關樣本請參見 UDF 樣本。

MaxCompute 的 UDF 包括：UDF，UDAF 和 UDTF 三種函數，本文將重點介紹如何通過 Java 實現這三種函
數。

參數與傳回值類型參數與傳回值類型
MaxCompute2.0 版本升級後，Java UDF 支援的資料類型從原來的 Bigint，String，Double，Boolean 擴充
了更多基本的資料類型，同時還擴充支援了 ARRAY，MAP，STRUCT 等複雜類型。

Java UDF 使用新基本類型的方法，如下所示：

UDTF 通過 @Resolve 註解來擷取 signature，如：  @Resolve("smallint->varchar(10)") 。

UDF 通過反射分析 evaluate 來擷取 signature，此時 MaxCompute 內建類型與 Java 類型符合一一映射
關係。

UDAF通過 @Resolve 註解來擷取 signature，MaxCompute2.0支援在註解中使用新類型，如：  @Resol
ve("smallint->varchar(10)") 。

Java UDF 使用複雜類型的方法，如下所示：

UDTF 通過 @Resolve annotation 來指定 signature，如：  @Resolve("array<string>,struct<a1:bigi
nt,b1:string>,string->map<string,bigint>,struct<b1:bigint>") 。

UDF 通過 evaluate 方法的 signature 來映射 UDF 的輸入輸出類型，此時參考 MaxCompute 類型與 Java
類型的映射關係。其中 array 對應 java.util.List，map 對應 java.util.Map，struct  對應
com.aliyun.odps.data.Struct。

2.7.2. UDF2.7.2. UDF

2.7.2.1. Java UDF2.7.2.1. Java U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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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AF通過 @Resolve 註解來擷取 signature，MaxCompute2.0支援在註解中使用新類型，如：  @Reso
lve("smallint->varchar(10)") 。

說明說明

com.aliyun.odps.data.Struct  從反射看不出 field name 和 field type，所以需要用
@Resolve annotation 來輔助。即如果需要在 UDF 中使用 struct，要求在 UDF class 上也標
註上 @Resolve 註解，這個註解只會影響參數或傳回值中包含 com.aliyun.odps.data.Struct
的重載。

目前 class 上只能提供一個 @Resolve annotation，因此一個 UDF 中帶有 struct  參數或傳
回值的重載只能有一個。

MaxCompute 資料類型與 Java 類型的對應關係，如下所示：

MaxCompute Type Java Type

Tinyint java.lang.Byte

Smallint java.lang.Short

Int java.lang.Integer

Bigint java.lang.Long

Float java.lang.Float

Double java.lang.Double

Decimal java.math.BigDecimal

Boolean java.lang.Boolean

String java.lang.String

Varchar com.aliyun.odps.data.Varchar

Binary com.aliyun.odps.data.Binary

Datetime java.util.Date

T imestamp java.sql.T imestamp

Array java.util.List

Map java.util.Map

Struct com.aliyun.odps.data.Str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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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說明

在UDF中使用輸入或輸出參數的類型請務必使用Java Type，否則會報錯ODPS-0130071。

Java 中對應的資料類型以及傳回值資料類型是對象，首字母請務必大寫。

SQL 中的 NULL 值通過 Java 中的 NULL 參考資料表示，因此 Java primit ive type 是不允許使用
的，因為無法表示 SQL 中的 NULL 值。

此處 Array 類型對應的 Java 類型是 List，而不是數組。

UDFUDF
實現 UDF 需要繼承 com.aliyun.odps.udf.UDF 類，並實現 evaluate 方法。evaluate 方法必須是非 static 的
public 方法 。Evaluate 方法的參數和傳回值類型將作為 SQL 中 UDF 的函數簽名。這意味著您可以在 UDF 中
實現多個 evaluate 方法，在調用 UDF 時，架構會依據 UDF 調用的參數類型匹配正確的 evaluate 方法 。

特別注意特別注意：不同的jar包最好不要有類名相同但實現功能邏輯不一樣的類。如，UDF(UDAF/UDTF)： udf1、
udf2分別對應資源udf1.jar、udf2.jar，如果兩個jar包裡都包含一個 com.aliyun.UserFunction.class 類，當同
一個sql中同時使用到這兩個udf時，系統會隨機載入其中一個類，那麼就會導致udf執行行為不一致甚至編
譯失敗。

UDF 的樣本如下：

package org.alidata.odps.udf.examples; import com.aliyun.odps.udf.UDF; public final class L
ower extends UDF { public String evaluate(String s) { if (s == null) { return null; } retur
n s.toLowerCase(); } }

可以通過實現  void setup(ExecutionContext ctx) 和  void close() 來分別實現 UDF 的初始化和結束
代碼。

UDF 的使用方式與 MaxCompute SQL 中普通的內建函數相同，詳情請參見 內建函數。

新版的MaxCompute支援定義Java UDF時，使用Writable類型作為參數和傳回值。下面為MaxCompute類型
和Java Writable類型的映射關係。

MaxCompute Type Java Writable Type

tinyint ByteWritable

smallint ShortWritable

int IntWritable

bigint LongWritable

float FloatWritable

double DoubleWritable

decimal BigDecimalWritable

boolean BooleanWritable

string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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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char VarcharWritable

binary BytesWritable

datetime DatetimeWritable

timestamp TimestampWritable

interval_year_month IntervalYearMonthWritable

interval_day_time IntervalDayTimeWritable

array 暫不支援

map 暫不支援

struct 暫不支援

MaxCompute Type Java Writable Type

其他 UDF 樣本其他 UDF 樣本
如以下代碼，定義了一個有三個 overloads 的 UDF，其中第一個用了 array 作為參數，第二個用了 map 作為
參數，第三個用了 struct。由於第三個 overloads 用了 struct  作為參數或者傳回值，因此要求必須要對 UDF
class 打上   @Resolve  annotation，來指定 struct  的具體類型。

@Resolve("struct,string->string") public class UdfArray extends UDF { public String evaluat
e(List vals, Long len) { return vals.get(len.intValue()); } public String evaluate(Map map,
String key) { return map.get(key); } public String evaluate(Struct struct, String key) { re
turn struct.getFieldValue("a") + key; } }

使用者可以直接將複雜類型傳入 UDF 中：

create function my_index as 'UdfArray' using 'myjar.jar'; select id, my_index(array('red', 
'yellow', 'green'), colorOrdinal) as color_name from co

UDAFUDAF
實現 Java UDAF 類需要繼承 com.aliyun.odps.udf.Aggregator，並實現如下幾個介面：

public abstract class Aggregator implements ContextFunction { @Override public void setup(E
xecutionContext ctx) throws UDFException { } @Override public void close() throws UDFExcept
ion { } /** * 建⽴彙總Buffer * @return Writable 彙總buffer */ abstract public Writable newBuf
fer(); /** * @param buffer 彙總buffer * @param args SQL中調⽤UDAF時指定的參數，不能為null，但是a
rgs裡⾯的元素可以為null，代表對應的輸⼊資料是null * @throws UDFException */ abstract public void
iterate(Writable buffer, Writable[] args) throws UDFException; /** * 產⽣最終結果 * @param bu
ffer * @return Object UDAF的最終結果 * @throws UDFException */ abstract public Writable term
inate(Writable buffer) throws UDFException; abstract public void merge(Writable buffer, Wri
table partial) throws UDFException; }

其中最重要的是 iterate，merge 和 terminate 三個介面，UDAF 的主要邏輯依賴於這三個介面的實現。此
外，還需要您實現自訂的 Writable buffer。

大数据计算服务 開發··SQL

> Document  Version: 20220331 83



以實現求平均值 avg 為例，下圖簡要說明了在 MaxCompute UDAF 中這一函數的實現邏輯及計算流程：

在上圖中，輸入資料被按照一定的大小進行分區（有關分區的描述請參見 MapReduce），每片的大小適合一
個 worker 在適當的時間內完成。這個分區大小的設定需要您手動設定完成。

UDAF 的計算過程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每個 worker 統計分區內資料的個數及匯總值，您可以將每個分區內的資料個數及匯總值視為
一個中間結果。

第二階段：worker 匯總上一個階段中每個分區內的資訊。在最終輸出時，r.sum / r.count 即是所有輸入資
料的平均值。

計算平均值的 UDAF 的程式碼範例，如下所示：

import java.io.DataInput; import java.io.DataOutput; import java.io.IOException; import com
.aliyun.odps.io.DoubleWritable; import com.aliyun.odps.io.Writable; import com.aliyun.odps.
udf.Aggregator; import com.aliyun.odps.udf.UDFException; import com.aliyun.odps.udf.annotat
ion.Resolve; @Resolve("double->double") public class AggrAvg extends Aggregator { private s
tatic class AvgBuffer implements Writable { private double sum = 0; private long count = 0;
@Override public void write(DataOutput out) throws IOException { out.writeDouble(sum); out.
writeLong(count); } @Override public void readFields(DataInput in) throws IOException { sum
= in.readDouble(); count = in.readLong(); } } private DoubleWritable ret = new DoubleWritab
le(); @Override public Writable newBuffer() { return new AvgBuffer(); } @Override public vo
id iterate(Writable buffer, Writable[] args) throws UDFException { DoubleWritable arg = (Do
ubleWritable) args[0]; AvgBuffer buf = (AvgBuffer) buffer; if (arg != null) { buf.count += 
1; buf.sum += arg.get(); } } @Override public Writable terminate(Writable buffer) throws UD
FException { AvgBuffer buf = (AvgBuffer) buffer; if (buf.count == 0) { ret.set(0); } else {
ret.set(buf.sum / buf.count); } return ret; } @Override public void merge(Writable buffer, 
Writable partial) throws UDFException { AvgBuffer buf = (AvgBuffer) buffer; AvgBuffer p = (
AvgBuffer) partial; buf.sum += p.sum; buf.count += p.count; } }

說明說明

UDAF 在 SQL 中的使用文法與普通的內建彙總函式相同，詳情請參見 彙總函式。

關於如何運行 UDTF 的方法與 UDF 類似，詳情請參見 運行 UDF。

String對應的Writable類型為Text。

UDTFUDTF
Java UDTF 需要繼承 com.aliyun.odps.udf.UDTF 類。這個類需要實現 4 個介面，如下表所示：

介面定義 描述

public void
setup(ExecutionContext ctx)
throws UDFException

初始化方法，在UDTF處理輸入資料前，調用使用者自訂的初始化行為。在每
個Worker內setup會被先調用一次。

public void process(Object[] args)
throws UDFException

這個方法由架構調用，SQL中每一條記錄都會對應調用一次
process，process的參數為SQL語句中指定的UDTF輸入參數。輸入參數以
Object[]的形式傳入，輸出結果通過forward函數輸出。使用者需要在
process函數內自行調用forward，以決定輸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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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void close() throws
UDFException

UDTF的結束方法，此方法由架構調用，並且只會被調用一次，即在處理完最
後一條記錄之後。

public void forward(Object …o)
throws UDFException

使用者調用forward方法輸出資料，每次forward代表輸出一條記錄。對應
SQL語句UDTF的as子句指定的列。

介面定義 描述

UDTF 的程式樣本，如下所示：

package org.alidata.odps.udtf.examples; import com.aliyun.odps.udf.UDTF; import com.aliyun.
odps.udf.UDTFCollector; import com.aliyun.odps.udf.annotation.Resolve; import com.aliyun.od
ps.udf.UDFException; // TODO define input and output types, e.g., "string,string->string,bi
gint". @Resolve("string,bigint->string,bigint") public class MyUDTF extends UDTF { @Overrid
e public void process(Object[] args) throws UDFException { String a = (String) args[0]; Lon
g b = (Long) args[1]; for (String t: a.split("\\s+")) { forward(t, b); } } }

說明 說明 以上只是程式樣本，關於如何在 MaxCompute 中運行 UDTF 的方法與 UDF 類似，詳情請參
見： 運行 UDF。

在 SQL 中可以這樣使用這個 UDTF，假設在 MaxCompute 上建立 UDTF 時註冊函數名為 user_udtf：

select user_udtf(col0, col1) as (c0, c1) from my_table;

假設 my_table 的 col0，col1 的值如下所示：

+------+------+ | col0 | col1 | +------+------+ | A B | 1 | | C D | 2 | +------+------+

則 select  出的結果，如下所示：

+----+----+ | c0 | c1 | +----+----+ | A | 1 | | B | 1 | | C | 2 | | D | 2 | +----+----+

使用說明使用說明
UDTF 在 SQL 中的常用方式如下：

select user_udtf(col0, col1, col2) as (c0, c1) from my_table; select user_udtf(col0, col1, 
col2) as (c0, c1) from (select * from my_table distribute by key sort by key) t; select red
uce_udtf(col0, col1, col2) as (c0, c1) from (select col0, col1, col2 from (select map_udtf(
a0, a1, a2, a3) as (col0, col1, col2) from my_table) t1 distribute by col0 sort by col0, co
l1) t2;

但使用 UDTF 有如下使用限制：

同一個 SELECT 子句中不允許有其他運算式。

select value, user_udtf(key) as mycol ...

UDTF 不能嵌套使用。

select user_udtf1(user_udtf2(key)) as my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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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支援在同一個 select  子句中與 group by / distribute by / sort  by 聯用。

select user_udtf(key) as mycol ... group by mycol

其他 UDTF 樣本其他 UDTF 樣本
在 UDTF 中，您可以讀取 MaxCompute 的 資源。利用 UDTF 讀取 MaxCompute 資源的樣本，如下所示：

1. 編寫 UDTF 程式，編譯成功後匯出 jar 包（udtfexample1.jar）。

package com.aliyun.odps.examples.udf; import java.io.BufferedReader; import java.io.IOE
xception; import java.io.InputStream; import java.io.InputStreamReader; import java.uti
l.Iterator; import com.aliyun.odps.udf.ExecutionContext; import com.aliyun.odps.udf.UDF
Exception; import com.aliyun.odps.udf.UDTF; import com.aliyun.odps.udf.annotation.Resol
ve; /** * project: example_project * table: wc_in2 * partitions: p2=1,p1=2 * columns: c
olc,colb */ @Resolve("string,string->string,bigint,string") public class UDTFResource e
xtends UDTF { ExecutionContext ctx; long fileResourceLineCount; long tableResource1Reco
rdCount; long tableResource2RecordCount; @Override public void setup(ExecutionContext c
tx) throws UDFException { this.ctx = ctx; try { InputStream in = ctx.readResourceFileAs
Stream("file_resource.txt"); BufferedReader br = new BufferedReader(new InputStreamRead
er(in)); String line; fileResourceLineCount = 0; while ((line = br.readLine()) != null)
{ fileResourceLineCount++; } br.close(); Iterator<Object[]> iterator = ctx.readResource
Table("table_resource1").iterator(); tableResource1RecordCount = 0; while (iterator.has
Next()) { tableResource1RecordCount++; iterator.next(); } iterator = ctx.readResourceTa
ble("table_resource2").iterator(); tableResource2RecordCount = 0; while (iterator.hasNe
xt()) { tableResource2RecordCount++; iterator.next(); } } catch (IOException e) { throw
new UDFException(e); } } @Override public void process(Object[] args) throws UDFExcepti
on { String a = (String) args[0]; long b = args[1] == null ? 0 : ((String) args[1]).len
gth(); forward(a, b, "fileResourceLineCount=" + fileResourceLineCount + "|tableResource
1RecordCount=" + tableResource1RecordCount + "|tableResource2RecordCount=" + tableResou
rce2RecordCount); } }

2. 添加資源到 MaxCompute。

Add file file_resource.txt; Add jar udtfexample1.jar; Add table table_resource1 as tabl
e_resource1; Add table table_resource2 as table_resource2;

3. 在 MaxCompute 中建立 UDTF 函數（my_udtf）。

create function mp_udtf as com.aliyun.odps.examples.udf.UDTFResource using 'udtfexample
1.jar, file_resource.txt, table_resource1, table_resource2';

4. 在 MaxCompute 建立資源表 table_resource1、table_resource2 和物理表 tmp1，並插入相應的資
料。

5. 運行該 UDTF。

select mp_udtf("10","20") as (a, b, fileResourceLineCount) from tmp1; 返回： +-------+--
----------+-------+ | a | b | fileResourceLineCount | +-------+------------+-------+ | 
10 | 2 | fileResourceLineCount=3|tableResource1RecordCount=0|tableResource2RecordCount=
0 | | 10 | 2 | fileResourceLineCount=3|tableResource1RecordCount=0|tableResource2Record
Count=0 | +-------+------------+-------+

複雜資料類型樣本複雜資料類型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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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下代碼，定義了一個有三個 overloads 的 UDF，其中第一個用了 array 作為參數，第二個用了 map 作為
參數，第三個用了 struct。由於第三個 overloads 用了 struct  作為參數或者傳回值，因此要求必須要對 UDF
class 打上 @Resolve annotation，來指定 struct  的具體類型。

@Resolve("struct<a:bigint>,string->string") public class UdfArray extends UDF { public Stri
ng evaluate(List<String> vals, Long len) { return vals.get(len.intValue()); } public String
evaluate(Map<String,String> map, String key) { return map.get(key); } public String evaluat
e(Struct struct, String key) { return struct.getFieldValue("a") + key; } }

您可以直接將複雜類型傳入 UDF 中，如下所示：

create function my_index as 'UdfArray' using 'myjar.jar'; select id, my_index(array('red', 
'yellow', 'green'), colorOrdinal) as color_name from colors;

HIVE UDF相容樣本HIVE UDF相容樣本
MaxCompute 2.0支援了Hive風格的UDF，有部分的HIVE UDF、UDTF可以直接在MaxCompute上使用。

注意 注意 目前支援相容的Hive版本為2.1.0; 對應Hadoop版本為2.7.2。UDF如果是在其他版本的
Hive/Hadoop開發的，可能需要使用此Hive/Hadoop版本重新編譯。

樣本如下：

package com.aliyun.odps.compiler.hive; import org.apache.hadoop.hive.ql.exec.UDFArgumentExc
eption; import org.apache.hadoop.hive.ql.metadata.HiveException; import org.apache.hadoop.h
ive.ql.udf.generic.GenericUDF; import org.apache.hadoop.hive.serde2.objectinspector.ObjectI
nspector; import org.apache.hadoop.hive.serde2.objectinspector.ObjectInspectorFactory; impo
rt java.util.ArrayList; import java.util.List; import java.util.Objects; public class Colle
ct extends GenericUDF { @Override public ObjectInspector initialize(ObjectInspector[] objec
tInspectors) throws UDFArgumentException { if (objectInspectors.length == 0) { throw new UD
FArgumentException("Collect: input args should >= 1"); } for (int i = 1; i < objectInspecto
rs.length; i++) { if (objectInspectors[i] != objectInspectors[0]) { throw new UDFArgumentEx
ception("Collect: input oi should be the same for all args"); } } return ObjectInspectorFac
tory.getStandardListObjectInspector(objectInspectors[0]); } @Override public Object evaluat
e(DeferredObject[] deferredObjects) throws HiveException { List<Object> objectList = new Ar
rayList<>(deferredObjects.length); for (DeferredObject deferredObject : deferredObjects) { 
objectList.add(deferredObject.get()); } return objectList; } @Override public String getDis
playString(String[] strings) { return "Collect"; } }

說明 說明 對應HIVE UDF的使用請參考：

https://cwiki.apache.org/confluence/display/Hive/HivePlugins

https://cwiki.apache.org/confluence/display/Hive/DeveloperGuide+UDTF

https://cwiki.apache.org/confluence/display/Hive/GenericUDAFCaseStudy

該udf可以將任意類型、數量的參數打包成array輸出。假設輸出jar包名為 test.jar：

--添加資源 Add jar test.jar; --建⽴function CREATE FUNCTION hive_collect as 'com.aliyun.odps.
compiler.hive.Collect' using 'test.jar'; --使⽤function set odps.sql.hive.compatible=true; s
elect hive_collect(4y,5y,6y) from dual; +------+ | _c0 | +------+ | [4, 5,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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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說明 該udf可以支援所有的類型，包括array，map，struct等複雜類型。

使用相容hive的udf需要注意：

MaxCompute的add jar命令會永久地在project中建立一個resource，所以建立udf時需要指定jar包，無法
自動將所有jar包加入classpath。

在使用相容的HIVE UDF的時候，需要在sql前加set語句  set odps.sql.hive.compatible=true; 語
句，set語句和sql語句一起提交執行。

在使用相容的HIVE UDF時，還要注意MaxCompute的JAVA沙箱限制。

關係操作符關係操作符

操作符 說明

A=B 如果A或B為NULL，返回NULL；如果A等於B，返回TRUE，否則返回FALSE。

A<>B 如果A或B為NULL，返回NULL；如果A不等於B，返回TRUE，否則返回FALSE。

A<B 如果A或B為NULL，返回NULL；如果A小於B，返回TRUE，否則返回FALSE。

A<=B 如果A或B為NULL，返回NULL；如果A小於等於B，返回TRUE，否則返回FALSE。

A>B 如果A或B為NULL，返回NULL；如果A大於B，返回TRUE，否則返回FALSE。

A>=B 如果A或B為NULL，返回NULL；如果A大於等於B，返回TRUE，否則返FALSE。

A IS NULL 如果A為NULL，返回TRUE，否則返回FALSE。

A IS NOT NULL 如果A不為NULL，返回TRUE，否則返回FALSE。

A LIKE B

如果A或B為NULL，返回NULL，A為字串，B為要匹配的模式， 如果匹配，返回TRUE，否則返
回FALSE。（%）匹配任意多個字元，（_）匹配單個字元。要匹配（%）或_’）要用轉義符表
示‘（%’）‘（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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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字串，B是字串常量Regex。如果匹配成功，返回TRUE，否則返回FALSE。 如果B為空白串
會報錯退出。如果A或B為NULL，返回NULL。

2.7.2.2. Python UDF2.7.2.2. Python UDF

2.7.2.3. Python UDF使用樣本2.7.2.3. Python UDF使用樣本

2.8. 附錄2.8. 附錄
2.8.1. 運算子2.8.1. 運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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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N B
B是一個集合，如果A為NULL，返回NULL，如A在B中則返回TRUE，否則返回FALSE 若B僅有一
個元素NULL，即A IN（NULL），則返回NULL。 若B含有NULL元素，將NULL視為B集合中其他
元素的類型。 B必須是常數並且至少有一項，所有類型要一致。

BETWEEN AND
運算式為  A [NOT] BETWEEN B AND C 。如果A、B或C為空白，則為空白。如果A大於或
等於B且小於或等於C，則為true，否則為false。

操作符 說明

常見用法如下所示：

select * from user where user_id = '0001'; select * from user where user_name <> 'maggie'; 
select * from user where age > ‘50’; select * from user where birth_day >= '1980-01-01 00:0
0:00'; select * from user where is_female is null; select * from user where is_female is no
t null; select * from user where user_id in (0001,0010); select * from user where user_name
like 'M%';

由於Double值存在一定的精度差，因此，不建議您直接使用等號對兩個Double類型的資料進行比較。您可
以使用兩個Double類型相減，然後取絕對值的方式進行判斷。當絕對值足夠小時，認為兩個Double數值相
等，樣本如下。

abs(0.9999999999 - 1.0000000000) < 0.000000001 -- 0.9999999999和1.0000000000為10位精度，⽽0.0
00000001為9位精度。 -- 此時可以認為0.9999999999和1.0000000000相等。

說明說明

ABS是MaxCompute提供的內建函數，意為取絕對值，詳情請參見ABS。

通常情況下，MaxCompute的Double類型能夠保障14位有效數字。

算術操作符算術操作符

操作符 說明

A + B 如果A或B為NULL，返回NULL；否則返回A + B的結果。

A – B 如果A或B為NULL，返回NULL；否則返回A – B的結果。

A * B 如果A或B為NULL，返回NULL；否則返回A * B的結果。

A / B
如果A或B為NULL，返回NULL；否則返回A / B的結果。註：如果A和B為Bigint類型，返回結果
為Double類型。

A % B 如果A或B為NULL，返回NULL；否則返回A模B的結果。

+A 仍然返回A。

-A 如果A為NULL，返回NULL，否則返回-A。

常見用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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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age+10, age-10, age%10, -age, age*age, age/10 from user;

說明說明

只有參數是String、Bigint或Double類型才能參與算術運算，日期型和布爾型不允許參與運算。

String類型在參與運算前會進行隱式類型轉換，轉換為Double類型。

Bigint和Double類型共同參與計算時，會將Bigint隱式轉換為Double再進行計算，返回結果為
Double類型。

A和B都是Bigint類型，進行A/B運算，返回結果為Double類型。進行上述其他運算，仍然返回
Bigint類型。

位操作符位操作符

操作符 說明

A & B
返回A與B進行按位與的結果。例如1&2返回0，1&3返回1，NULL與任何值按位與都為NULL。 A和B
必須為Bigint類型。

A | B
返回A與B進行按位或的結果。例如1 |2返回3，1 |3返回3，NULL與任何值按位或都為NULL。 A和B
必須為Bigint類型。

說明 說明 位元運算符不支援隱式轉換，只允許Bigint類型。

邏輯操作符邏輯操作符

 操作符 說明 A and B TRUE and TRUE=TRUE TRUE and FALSE=FALSE FALSE and TRUE=FALSE FALSE and 
NULL=FALSE NULL and FALSE=FALSE TRUE and NULL=NULL NULL and TRUE=NULL NULL and NULL=NULL A 
or B TRUE or TRUE=TRUE TRUE or FALSE=TRUE FALSE or TRUE=TRUE FALSE or NULL=NULL NULL or FAL
SE=NULL TRUE or NULL=TRUE NULL or TRUE=TRUE NULL or NULL=NULL NOT A 如果A是NULL，返回NULL 如
果A是TRUE，返回FALSE 如果A是FALSE，返回TRUE

說明 說明 邏輯操作符只允許Boolean類型參與運算，不支援隱式類型轉換。

在 MaxCompute SQL 中的字串常量可以用單引號或雙引號表示，可以在單引號括起的字串中包含雙引號，
或在雙引號括起的字串中包含單引號，否則要用轉義符來表達。

如下表達方式均可：

"I'm a happy manong."
'I\'m a happy manong.'

在 MaxCompute SQL 中，反斜線“\”是轉義符，用來表達字串中的特殊字元，或將其後跟的字元解釋為其
本身。當讀入字串常量時，如果反斜線後跟三位有效 8 進位數字，範圍在 001 ~177 之間，系統會根據 ASCII
值轉為相應的字元。

2.8.2. 逸出字元2.8.2. 逸出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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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以下情況，會將其解釋為特殊字元：

轉義 字元

\b backspace

\t tab

\n newline

\r carriage-return

\’ 單引號

\” 雙引號

\ \ 反斜線

\; 分號

\Z control-Z

\0或\00 結束符

select length('a\tb') from dual;

結果是 3，表示字串裡實際有三個字元，“\t”被視為一個字元。在轉義符後的其它字元被解釋為其本身。

select 'a\ab',length('a\ab') from dual;

結果是“aab”，3。“\a”被解釋成了普通的“a”。

在 LIKE 匹配時，  % 表示匹配任意多個字元，  _ 表示匹配單個字元，如果要匹配  % 或  _ 本身，則要
對其進行轉義，  \\% 匹配字元  % ，  \\_ 匹配字元  _ 。

    'abcd' like 'ab%' -- true
    'abcd' like 'ab_' -- false
    'ab_cde' like 'ab\\_c%'; -- true

注意 注意 關於字串的字元集，目前 MaxCompute SQL 支援 UTF-8 的字元集，如果資料是以其它格式
編碼，可能計算出的結果不正確。

MaxCompute SQL允許資料類型之間的轉換，類型轉換方式包括顯式類型轉換顯式類型轉換和隱式類型轉換隱式類型轉換。

顯式類型轉換顯式類型轉換

2.8.3. LIKE字元匹配2.8.3. LIKE字元匹配

2.8.4. 類型轉換2.8.4. 類型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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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式類型轉換是用CAST將一種資料類型的值轉換為另一種類型的值的行為，在MaxCompute SQL中支援的
顯式類型轉換，如下表所示：

From/T
o

BIGINT DOUBLE STRING
DATETIM
E

BOOLEA
N

DECIMAL FLOAT

BIGINT – Y Y N Y Y Y

DOUBLE Y – Y N Y Y Y

STRING Y Y – Y Y Y Y

DATETIM
E

N N Y – N N N

BOOLEA
N

Y Y Y N – Y Y

DECIMAL Y Y Y N Y – Y

FLOAT Y Y Y N Y Y -

其中，YY 表示可以轉換，NN 表示不可以轉換，–– 表示不需要轉換。

樣本如下：

select cast(user_id as double) as new_id from user; select cast('2015-10-01 00:00:00' as da
tetime) as new_date from user;

說明說明

將Double類型轉為Bigint類型時，小數部分會被截斷，例如  cast(1.6 as bigint) = 1 。

滿足Double格式的String類型轉換為Bigint時，會先將String轉換為Double，再將Double轉換為
Bigint，因此，小數部分會被截斷，例如  cast(“1.6” as bigint) = 1 。

滿足Bigint格式的String類型可以被轉換為Double類型，小數點後保留一位，例如  cast(“1” as
double) = 1.0 。

不支援的顯式類型轉換會導致異常。

如果在執行時轉換失敗，報錯退出。

日期類型轉換時採用預設格式yyyy-mm-dd hh:mi:ss，詳情請參見String類型與Datetime類型之
間的轉換。

部分類型之間不可以通過顯式的類型轉換，但可以通過SQL內建函數進行轉換，例如從Boolean
類型轉換到String類型，可使用函數to_char，詳情請參見TO_CHAR ，而to_date函數同樣支援
從String類型到Datetime類型的轉換，詳情請參見TO_DATE。

關於cast的介紹請參見CAST。

DECIMAL超出範圍，CAST STRING TO DECIMAL可能會出現最高位溢出報錯，最低位溢出截斷等
情況。

隱式類型轉換及其範圍隱式類型轉換及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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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式類型轉換是指在運行時，由MaxCompute依據上下文使用環境及類型轉換規則自動進行的類型轉換。
MaxCompute支援的隱式類型轉換規則，如下表所示：

boole
an

tinyin
t

small
int

int bigint float string
varch
ar

times
tamp

binar
y

boolean to Y N N N N N N N N N

tinyint to N Y Y Y Y Y Y Y N N

smallint to N N Y Y Y Y Y Y N N

int to N N Y Y Y Y Y Y N –

bigint to N N N N Y Y Y Y N N

float to N N N N Y Y Y Y N –

double to N N N N N N Y Y N N

decimal to N N N N N N Y Y N N

string tof N N N N N N Y Y N N

varchar to N N N N Y Y N N – –

timestamp
to

N N N N N N Y Y Y N

binary to N N N N N N N N N Y

其中，TT 表示可以轉換，FF表示不可以轉換。

說明說明

MaxCompute2.0新增了DECIMAL類型與Datetime的常量定義方式，100BD就是數值為100的
DECIMAL，Datetime  2017-11-11 00:00:00 就是Datetime類型的常量。常量定義的方便之處
在於可以直接用到values子句和values表中。

舊版MaxCompute中，因為曆史原因，Double可以隱式的轉換為Bigint，這個轉換潛在可能有資
料丟失，一般資料庫系統都不允許。

常見用法如下所示：

select user_id+age+'12345', concat(user_name,user_id,age) from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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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說明

不支援的隱式類型轉換會導致異常。

如果在執行時轉換失敗，也會導致異常。

由於隱式類型轉換是MaxCompute依據上下文使用環境自動進行的類型轉換，因此推薦您在類型
不符時，顯式的用cast進行轉換。

隱式類型轉換規則是有發生範圍的。在某些範圍中，只有一部分規則可以生效。詳情請參見隱式
類型轉換的範圍。

關係運算子作用下的隱式轉換關係運算子作用下的隱式轉換

關係運算子包括=、<>、<、<=、>、>=、IS NULL、IS NOT NULL、LIKE、RLIKE和IN。由於LIKE、RLIKE和IN
的隱式類型轉換規則不同於其他關係運算子，將單獨拿出章節對這三種關係運算子做出說明。本小節的說
明不包含這三種特殊的關係運算子。

當不同類型的資料共同參與關係運算時，按照下述原則進行隱式類型轉換。

From/To Bigint Double String Datetime Boolean Decimal

Bigint – Double Double N N Decimal

Double Double – Double N N Decimal

String Double Double – Datetime N Decimal

Datetime N N Datetime – N N

Boolean N N N N – N

Decimal Decimal Decimal Decimal N N -

說明說明

如果進行比較的兩個類型間不能進行隱式類型轉換，則該關係運算不能完成，報錯退出。

關係運算子的更多詳情，請參見關係操作符。

特殊的關係運算子作用下的隱式轉換特殊的關係運算子作用下的隱式轉換

特殊的關係運算子包括LIKE、RLIKE和IN。

LIKE和RLIKE的使用方式，如下所示：

source like pattern; source rlike pattern;

兩者在隱式類型轉換中的注意事項，如下所示：

LIKE和RLIKE的source和pattern參數均僅接受String類型。

其他類型不允許參與運算，也不能進行到String類型的隱式類型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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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的使用方式，如下所示：

key in (value1, value2, …)

In的隱式轉換規則：

In右側的value值列表中的資料類型必須一致。

當key與values之間比較時，若Bigint、Double、String之間比較，統一轉為Double，若Datetime和
String之間比較，統一轉為Datetime。除此之外不允許其它類型之間的轉換。

算術運算子作用下的隱式轉換算術運算子作用下的隱式轉換

算術運算子包括+、-、* 、/、%，其隱式轉換規則，如下所示：

只有String、Bigint、Double和Decimal才能參與算術運算。

String在參與運算前會進行隱式類型轉換到Double。

Bigint和Double共同參與計算時，會將Bigint隱式轉換為Double。

日期型和布爾型不允許參與算數運算。

邏輯運算子作用下的隱式轉換邏輯運算子作用下的隱式轉換

邏輯運算子包括and、or和not，其隱式轉換規則，如下所示：

只有Boolean才能參與邏輯運算。

其他類型不允許參與邏輯運算，也不允許其他類型的隱式類型轉換。

內建函數涉及到隱式轉換內建函數涉及到隱式轉換
MaxCompute SQL提供了大量的系統函數，以方便您對任意行的一列或多列進行計算，輸出任意種的資料類
型。其隱式轉換規則，如下所示：

在調用函數時，如果輸入參數的資料類型與函數定義的參數資料類型不一致，把輸入參數的資料類型轉換
為函數定義的資料類型。

每個MaxCompute SQL內建函數的參數對於允許的隱式類型轉換的要求不同，詳情請參見內建函數。

CASE WHEN作用下的隱式轉換CASE WHEN作用下的隱式轉換
CASE WHEN的詳情介紹請參見CASE WHEN運算式。它的隱式轉換規則，如下所示：

如果傳回型別只有Bigint、Double，統一轉為Double。

如果傳回型別中有String類型，統一轉為String，如果不能轉則報錯（如Boolean類型）。

除此之外不允許其它類型之間的轉換。

String與Datetime類型之間的轉換String與Datetime類型之間的轉換
MaxCompute支援String類型和Datetime類型之間的相互轉換。轉換時使用的格式為  yyyy-mm-dd
hh:mi:ss 。

單位 字串(忽略大小寫) 有效範圍

年 yyyy 0001 - 9999

月 mm 01 - 12

日 dd 01 - 28,29,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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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hh 00 - 23

分 mi 00 - 59

秒 ss 00 - 59

單位 字串(忽略大小寫) 有效範圍

說明說明

各個單位的範圍中，如果首位為0，不可省略，例如  2014-1-9 12:12:12 就是非法的Datetime
格式，無法從這個String類型資料轉換為Datetime類型，必須寫為  2014-01-09 12:12:12 。

只有符合上述格式描述的String類型才能夠轉換為Datetime類型，例如  cast(“2013-12-31 02:3
4:34” as datetime) ，將會把String類型  2013-12-31 02:34:34  轉換為Datetime類型。同
理，Datetime轉換為String時，預設轉換為yyyy-mm-dd hh:mi:ss的格式。

類似於下面的轉換嘗試，將會失敗導致異常，如下所示：

cast("2013/12/31 02/34/34" as datetime) cast("20131231023434" as datetime) cast("2013-12-31
2:34:34" as datetime)

dd部分的閾值上限取決於月份實際擁有的天數，如果超出對應月份實際擁有的天數，將會導致異常退出，如
下所示：

cast("2013-02-29 12:12:12" as datetime) -- 異常返回，2013年2⽉沒有29⽇ cast("2013-11-31 12:12:
12" as datetime) -- 異常返回，2013年11⽉沒有31⽇

MaxCompute提供了TO_DATE函數，用以將不滿足日期格式的String類型資料轉換為Datetime類型。詳情請
參見TO_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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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Compute 提供了三個版本的 MapReduce 編程介面，如下所示：

MaxCompute MapReduce：MaxCompute 的原生介面，執行速度更快。開發更便捷，不暴露檔案系統。

MR2（擴充 MapReduce）：對 MaxCompute MapReduce 的擴充，支援更複雜的作業調度邏輯。
Map/Reduce 的實現方式與 MaxCompute 原生介面一致。

以及 Hadoop 相容版本：高度相容 Hadoop MapReduce ，與 MaxCompute 原生 MapReduce，MR2 不相
容。

以上三個版本在 基本概念，作業提交，輸入輸出，資源使用 等方面基本一致，不同的是 Java SDK 彼此不
同。本文僅對 MapReduce 的基本原理做簡單介紹，更多詳情請參見 Hadoop MapReduce 教程。

注意 注意 您還不能夠通過 MapReduce 讀寫“外部表格”中的資料。

應用情境應用情境
MapReduce 最早是由 Google 提出的分布式資料處理模型，隨後受到了業內的廣泛關注，並被大量應用到
各種商業情境中。樣本如下：

搜尋：網頁爬取、倒排索引、PageRank。

Web 存取日誌分析：

分析和挖掘使用者在 Web 上的訪問、購物行為特徵，實現個人化推薦。

分析使用者訪問行為。

文本統計分析：

莫言小說的 WordCount、詞頻 TFIDF 分析。

學術論文、專利文獻的引用分析和統計。

維基百科資料分析等。

海量資料採礦：非結構化資料、時空資料、映像資料的挖掘。

機器學習服務：監督學習、無監督學習、分類演算法如決策樹、SVM 等。

自然語言處理：

基於大資料的訓練和預測。

基於語料庫構建單詞同現矩陣，頻繁項集資料採礦、重複項檢測等。

廣告推薦：使用者點擊（CTR）和購買行為（CVR）預測。

處理流程處理流程
MapReduce 處理資料過程主要分成 Map 和 Reduce 兩個階段。首先執行 Map 階段，再執行 Reduce 階段。
Map 和 Reduce 的處理邏輯由使用者自訂實現，但要符合 MapReduce 架構的約定。處理流程如下所示：

1. 在正式執行 Map 前，需要將輸入資料進行 分區分區。所謂分區，就是將輸入資料切分為大小相等的資料區
塊，每一塊作為單個 Map Worker 的輸入被處理，以便於多個 Map Worker 同時工作。

2. 分區完畢後，多個 Map Worker 便可同時工作。每個 Map Worker 在讀入各自的資料後，進行計算處

3.MapReduce3.MapReduce
3.1. 概要3.1. 概要
3.1.1. MapReduce概述3.1.1. MapReduce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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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最終輸出給 Reduce。Map Worker 在輸出資料時，需要為每一條輸出資料指定一個 Key，這個 Key
值決定了這條資料將會被發送給哪一個 Reduce Worker。Key 值和 Reduce Worker 是多對一的關係，具
有相同 Key 的資料會被發送給同一個 Reduce Worker，單個 Reduce Worker 有可能會接收到多個 Key
值的資料。

3. 在進入 Reduce 階段之前，MapReduce 架構會對資料按照 Key 值排序，使得具有相同 Key 的資料彼此
相鄰。如果您指定了 合併作業（Combiner）合併作業（Combiner），架構會調用 Combiner，將具有相同 Key 的資料進行彙
總。Combiner 的邏輯可以由您自訂實現。與經典的 MapReduce 架構協議不同，在 MaxCompute
中，Combiner 的輸入、輸出的參數必須與 Reduce 保持一致，這部分的處理通常也叫做 洗牌洗牌
（Shuf f le）（Shuf f le）。

4. 接下來進入 Reduce 階段。相同 Key 的資料會到達同一個 Reduce Worker。同一個 Reduce Worker 會接
收來自多個 Map Worker 的資料。每個 Reduce Worker 會對 Key 相同的多個資料進行 Reduce 操作。最
後，一個 Key 的多條資料經過 Reduce 的作用後，將變成一個值。

說明 說明 上文僅是對 MapReduce 架構做簡單介紹，更多詳情請查閱其他相關資料。

下文將以 WordCount 為例，為您介紹 MaxCompute MapReduce 各個階段的概念。

假設存在一個文本 a.txt，文本內每行是一個數字，您要統計每個數字出現的次數。文本內的數字稱為
Word，數字出現的次數稱為 Count。如果 MaxCompute Mapreduce 完成這一功能，需要經曆以下流程，如
下圖所示：

操作步驟：

1. 輸入資料：對文本進行分區，將每片內的資料作為單個 Map Worker 的輸入。

2. Map 階段：Map 處理輸入，每擷取一個數字，將數位 Count 設定為 1，並將此<Word, Count>對輸出，
此時以 Word 作為輸出資料的 Key。

3. Shuffle > 合并排序：在 Shuffle 階段前期，首先對每個 Map Worker 的輸出，按照 Key 值（即 Word
值）進行排序。排序後進行 Combiner 操作，即將 Key 值（Word 值）相同的 Count 累加，構成一個新
的<Word, Count>對。此過程被稱為合并排序。

4. Shuffle > 分配 Reduce：在 Shuffle 階段後期，資料被發送到 Reduce 端。Reduce Worker 收到資料後
依賴 Key 值再次對資料排序。

5. Reduce 階段：每個 Reduce Worker 對資料進行處理時，採用與 Combiner 相同的邏輯，將 Key 值
（Word 值）相同的 Count 累加，得到輸出結果。

6. 輸出結果資料。

說明 說明 由於 MaxCompute 的所有資料都被存放在表中，因此 MaxCompute MapReduce 的輸入、
輸出只能是表，不允許您自訂輸出格式，不提供類似檔案系統的介面。

本文將為您介紹安裝好MaxCompute用戶端後，如何快速運行MapReduce WordCount樣本程式。

說明 說明 如果您使用Maven，可以從 Maven 庫中搜尋odps-sdk-mapred擷取不同版本的Java SDK。
相關配置資訊如下所示：
<dependency> <groupId>com.aliyun.odps</groupId> <artifactId>odps-sdk-mapred</artifactId
> <version>0.26.2-public</version> </dependency>

3.2. 編寫MapReduce3.2. 編寫MapRed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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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條件前提條件
編譯、運行MapReduce時，需要首先安裝JDK1.6或以上版本。

請參見安裝並配置用戶端對MaxCompute用戶端進行部署。更多關於MaxCompute用戶端的使用，請參
見MaxCompute用戶端。

操作步驟操作步驟
1. 安裝並配置好用戶端後，開啟odpscmd.bat，進入相應項目空間中。

2. 輸入建表語句，建立輸入和輸出表。如下所示：

CREATE TABLE wc_in (key STRING, value STRING); CREATE TABLE wc_out (key STRING, cnt BIG
INT); -- 建⽴輸⼊、輸出表

更多建立表的語句請參見建立表。

3. 上傳資料。

您可以通過以下兩種方式上傳資料。

使用Tunnel命令上傳資料。

tunnel upload kv.txt wc_in -- 上傳樣本資料

kv.txt檔案中的資料如下所示：

238,val_238 186,val_86 186,val_86

您也可以通過SQL語句直接插入資料，樣本如下：

insert into table wc_in select '238',' val_238' from (select count(*) from wc_in) a;

4. 編寫MapReduce程式並編譯。

MaxCompute為您提供了便捷的Eclipse開發外掛程式，方便您快速開發MapReduce程式，並提供了本
地調試MapReduce的功能。

您需要先在Eclipse中建立一個項目工程，而後在此工程中編寫MapReduce程式。本地調試通過後，將
編譯好的程式（Jar 包，如Word-count-1.0.jar）匯出並上傳至MaxCompute。詳情請參見MapReduce開發
外掛程式介紹。

5. 添加Jar包到project資源（比如這裡的Jar包名為word-count-1.0.jar）。

add jar word-count-1.0.jar;

6. 在MaxCompute用戶端運行Jar命令。

jar -resources word-count-1.0.jar -classpath /home/resources/word-count-1.0.jar com.tao
bao.jingfan.WordCount wc_in wc_out;

7. 在MaxCompute用戶端查看結果。

select * from wc_out;

說明 說明 如果您在 Java 程式中使用了任何資源，請務必將此資源加入 -resources 參數。Jar命令
的詳細介紹請參見 作業提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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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ReduceMap/Reduce
Map 和 Reduce 分別支援對應的 map/reduce 方法，setup 及 cleanup 方法。setup 方法在 map/reduce 方
法之前調用，每個 Worker 調用且僅調用一次。

cleanup 方法在 map/reduce 方法之後調用，每個 Worker 調用且僅調用一次。

相關的使用樣本請參見 樣本程式。

排序排序
支援將 Map 輸出的 key record 中的某幾列作為排序（Sort）列，不支援您自訂的比較子（comparator）。
您可以在排序列中選擇某幾列作為 Group 列，不支援您自訂的 Group 比較子。Sort  列一般用來對您的資料
進行排序，而 Group 列一般用來進行二次排序。

相關的使用樣本請參見 二次排序原始碼。

雜湊雜湊
支援設定雜湊（partit ion）列及使用者自訂雜湊函數（partit ioner）。雜湊列的使用優先順序高於自訂雜湊
函數。

雜湊函數用於將 Map 端的輸出資料按照雜湊邏輯分配到不同的 Reduce Worker 上。

歸併歸併
歸併（Combiner）函數將 Shuffle 階段相鄰的 Record 進行歸併。您可以根據不同的商務邏輯選擇是否使用
歸併函數。

歸併函數是 MapReduce 計算架構的一種最佳化，通常情況下，Combiner 的邏輯與 Reduce 相同。當 Map
輸出資料後，架構會在 Map 端對相同 key 值的資料進行本地的歸併操作。

相關的使用樣本請參見 樣本程式。

MaxCompute 用戶端提供一個 Jar 命令用於運行 MapReduce 作業，具體文法如下所示：

Usage: jar [<GENERIC_OPTIONS>] <MAIN_CLASS> [ARGS]; -conf <configuration_file> Specify an a
pplication configuration file -resources <resource_name_list> file\table resources used in 
mapper or reducer, seperate by comma -classpath <local_file_list> classpaths used to run ma
inClass -D <name>=<value> Property value pair, which will be used to run mainClass -l Run j
ob in local mode For example: jar -conf \home\admin\myconf -resources a.txt,example.jar -cl
asspath ..\lib\example.jar:.\other_lib.jar -D java.library.path=.\native; 

其中  <GENERIC_OPTIONS> 包括（均為選擇性參數）：

-conf < configuration file >：指定 JobConf 設定檔。

-resources < resource_name_list  >：MapReduce 作業運行時使用的資源聲明。一般情況
下，resource_name_list  中需要指定 Map/Reduce 函數所在的資源名稱。

3.3. 功能介紹3.3. 功能介紹
3.3.1. 基本概念3.3.1. 基本概念

3.3.2. 作業提交3.3.2. 作業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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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說明

如果您在 Map/Reduce 函數中讀取了其他 MaxCompute 資源，那麼，這些資源名稱也需要被添加到
resource_name_list  中。

資源之間使用逗號分隔，使用跨項目空間使用資源時，需要前面加上  PROJECT/resources/ ，例
如：  -resources otherproject/resources/resfile 。

有關如何在 Map/Reduce 函數中讀取資源的樣本，請參見 資源使用樣本。

-classpath < local_file_list  >：本地執行時的 classpath，主要用於指定 main 函數所在的 Jar 包的本地路
徑（包含相對路徑和絕對路徑）。

包名之間使用系統預設的檔案分割符作分割。通常情況下：Windows 系統是分號，Linux 系統是逗號，如
果您是在雲端使用 MR 任務，Jar 包之間的分隔是逗號。

說明 說明 大多數情況下，您更習慣於將 main 函數與 Map/Reduce 函數編寫在一個包中，例如：
WordCount 程式碼範例，因此，在執行樣本程式時，-resources 及 -classpath 的參數中都出現了
mapreduce-examples.jar。但二者意義不同：-resources 引用的是 Map/Reduce 函數，運行於分布
式環境中。而 -classpath 引用的是 main 函數，運行於本地，指定的 Jar 包路徑也是本地檔案路徑。

-D < prop_name >=< prop_value >：本地執行時，< mainClass > 的 Java 屬性，可以定義多個。

-l：以本地模式執行 MapReduce 作業，主要用於程式調試。

您可以通過 -conf 選項指定 JobConf 設定檔，該檔案可以影響 SDK 中 JobConf 的設定。

JobConf 設定檔的樣本如下：

<configuration> <property> <name>import.filename</name> <value>resource.txt</value> </prope
rty> </configuration> 

在上述樣本中，通過 JobConf 設定檔定義一個名為 import.filename 的變數，該變數的值為 resource.txt。

您可以在 MapReduce 程式中通過 JobConf 介面擷取該變數的值。您通過 SDK 中 JobConf 介面可以達到相同
的目的，詳情請參見資源使用樣本 。

樣本如下：

add jar data\mapreduce-examples.jar; jar -resources mapreduce-examples.jar -classpath data\
mapreduce-examples.jar org.alidata.odps.mr.examples.WordCount wc_in wc_out; add file data\s
rc.txt; add jar data\mapreduce-examples.jar; jar -resources src.txt,mapreduce-examples.jar 
-classpath data\mapreduce-examples.jar org.alidata.odps.mr.examples.WordCount wc_in wc_out;
add file data\a.txt; add table wc_in as test_table; add jar data\work.jar; jar -conf odps-m
apred.xml -resources a.txt,test_table,work.jar -classpath data\work.jar:otherlib.jar -D imp
ort.filename=resource.txt org.alidata.odps.mr.examples.WordCount args;

MaxCompute MapReduce的輸入、輸出，支援MaxCompute內建類型的Bigint、Double、String、
Datetime和Boolean類型，不支援您自訂類型。

接受多表輸入，且輸入表的Schema可以不同。在map函數中，您可以擷取當前Record對應的Table資
訊。

3.3.3. 輸入與輸出3.3.3. 輸入與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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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可以為空白，不支援視圖（View）作為輸入。

Reduce接受多路輸出，可以輸出到不同表，或者同一張表的不同分區。不同輸出的Schema可以不同。不
同輸出間通過label進行區分，預設輸出不必加label，但目前不接受沒有輸出的情況。

有關輸入輸出的使用樣本請參見多路輸入輸出樣本。

您可以在 map/reduce 中讀取 MaxCompute 資源，map/reduce 的任意 Worker 都會將資源載入到記憶體
中，以供您的代碼使用。

相關的使用樣本請參見 資源使用樣本。

基本階段介紹基本階段介紹
本地運行前提本地運行前提：通過在 Jar 命令中設定  –local 參數，在本地類比 MapReduce 的運行過程，從而進行本
地調試。

本地運行時本地運行時：用戶端會從 MaxCompute 中下載本地調試所需要的輸入表的元資訊、資料，所需要的資源以
及輸出表的元資訊，並將這些資訊儲存到一個名為 warehouse 的本地目錄中。

本地運行結束後本地運行結束後：程式運行結束後，會將計算結果輸出到 warehouse 目錄內的一個檔案中。如果本地的
warehouse 目錄下已經下載了輸入表及被引用的資源，在下一次運行時，會直接引用 warehouse 下的資料
及檔案，不需重複下載。

本地運行和分布式環境運行差異本地運行和分布式環境運行差異
在本地啟動並執行過程中，仍然會啟動多個 Map 及 Reduce 進程處理資料，但這些進程不是並發運行，而是
依次串列運行。

此外這個類比運行過程與真正的分布式運行有如下差別：

輸入錶行數限制：目前，最多隻會下載 100 行資料。

資源的使用：在分布式環境中，MaxCompute 會限制引用資源的大小，詳情請參見 MR 限制匯總。但在本
地運行環境中，不會有資源大小的限制。

安全限制：MaxCompute MapReduce 及 UDF 程式在分布式環境中運行時受到 Java 沙箱 的限制。但在本
地運行時，沒有此限制。

本地運行樣本本地運行樣本
本地啟動並執行樣本如下：

 odps:my_project> jar -l com.aliyun.odps.mapred.example.WordCount wc_in wc_out Summary: cou
nters: 10 map-reduce framework combine_input_groups=2 combine_output_records=2 map_input_by
tes=4 map_input_records=1 map_output_records=2 map_output_[wc_out]_bytes=0 map_output_[wc_o
ut]_records=0 reduce_input_groups=2 reduce_output_[wc_out]_bytes=8 reduce_output_[wc_out]_r
ecords=2 OK

關於 WordCount 樣本的代碼介紹請參見 WordCount 樣本。

如果您是第一次運行本地調試命令，命令成功結束後，會在當前路徑下看到一個名為 warehouse 的路徑。
warehouse 的目錄結構如下所示：

3.3.4. 資源使用3.3.4. 資源使用

3.3.5. 本地運行3.3.5. 本地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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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ehouse> |____my_project(項⽬空間⽬錄) |____ <__tables__> | |__wc_in(表資料⽬錄) | | |____ 
data(檔案) | | | | | |____ <__schema__> (檔案) | |__wc_out（表資料⽬錄） | |____ data(檔案) | 
| | |____ <__schema__> (檔案) | |____ <__resources__> | |___table_resource_name (表資源) | |
____<__ref__> | |___ file_resource_name（檔案資源）

my_project  的同級目錄表示項目空間。wc_in 及 wc_out 表示資料表，您在 Jar 命令中讀寫的表檔案資料
會被下載到這級目錄下。

<__schema__>檔案中的內容表示表的元資訊，其檔案格式定義如下：

 project=local_project_name table=local_table_name columns=col1_name:col1_type,col2_name:
col2_type partitions=p1:STRING,p2:BIGINT -- 本樣本中不需要此字

其中，列名與列類型使用英文冒號分隔，列與列之間使用英文逗號分隔。<__schema__>檔案的最前面需
要聲明 Project  名字及 Table 名字，即  project_name.table_name ，並通過英文逗號與列的定義做分
隔，即：  project_name.table_name,col1_name:col1_type,col2_name:col2_type,…… 。

tables 目錄中 data 檔案表示表的資料。列的數量及資料必須與 _schema_ 檔案的定義相符，不能多列或
者少列，列之間使用逗號分隔。

wc_in 的 _schema_ 檔案內容，如下所示：

my_project.wc_in,key:STRING,value:STRING

data 的檔案內容，如下所示：

0,2

用戶端會從 MaxCompute 中下載表的元資訊及部分資料內容，並儲存到上述兩個檔案中。如果再次運行
此樣本，將直接使用 wc_in 目錄下的資料，不會再次下載。

說明 說明 僅在 MapReduce 的本地運行模式下支援從 MaxCompute 中下載資料的功能，在 Eclipse
開發外掛程式中進行本地調試時，不支援將 MaxCompute 的資料下載到本地。

wc_out 的 _schema_ 檔案內容，如下所示：

my_project.wc_out,key:STRING,cnt:BIGINT

data 的檔案內容，如下所示：

 0,1 2,1

用戶端會從 MaxCompute 中下載 wc_out 表的元資訊，並儲存到_schema_ 檔案中。而本地運行後，產生
的結果資料，則儲存到 data 檔案中。

說明說明

您也可以自行編輯 _schema_ 及 data 檔案，而後將這兩個檔案放置在對應的表目錄下。

在本地運行時，用戶端檢測到表目錄已經存在，則不會從 MaxCompute 中下載這個表的資
訊。本地的表目錄可以是 MaxCompute 中不存在的表。

3.4. 樣本程式3.4. 樣本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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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準備測試準備
1. 準備好測試程式的 Jar 包，假設名字為 mapreduce-examples.jar，本地存放路徑為 data\resources。

建立測試表。

create table wc_in (key string, value string);
create table wc_out(key string, cnt bigint);

添加測試資源。

add jar data\resources\mapreduce-examples.jar -f;

2. 準備好 WordCount 測試表和資源。

3. 使用 tunnel 匯入資料。

tunnel upload data wc_in;

匯入 wc_in 表的資料檔案 data 的內容，如下所示：

hello,odps

測試步驟測試步驟
在 odpscmd 中執行 WordCount，如下所示：

jar -resources mapreduce-examples.jar -classpath data\resources\mapreduce-examples.jar
com.aliyun.odps.mapred.open.example.WordCount wc_in wc_out

預期結果預期結果
作業成功結束後，輸出表 wc_out 中的內容，如下所示：

+------------+------------+
| key        | cnt        |
+------------+------------+
| hello      | 1          |
| odps       | 1          |
+------------+------------+

程式碼範例程式碼範例

    package com.aliyun.odps.mapred.open.example;
    import java.io.IOException;
    import java.util.Iterator;
    import com.aliyun.odps.data.Record;
    import com.aliyun.odps.data.TableInfo;
    import com.aliyun.odps.mapred.JobClient;
    import com.aliyun.odps.mapred.MapperBase;
    import com.aliyun.odps.mapred.ReducerBase;
    import com.aliyun.odps.mapred.TaskContext;
    import com.aliyun.odps.mapred.conf.JobConf;

3.4.1. WordCount樣本3.4.1. WordCount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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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ort com.aliyun.odps.mapred.conf.JobConf;
    import com.aliyun.odps.mapred.utils.InputUtils;
    import com.aliyun.odps.mapred.utils.OutputUtils;
    import com.aliyun.odps.mapred.utils.SchemaUtils;
    public class WordCount {
      public static class TokenizerMapper extends MapperBase {
        private Record word;
        private Record one;
        @Override
        public void setup(TaskContext context) throws IOException {
          word = context.createMapOutputKeyRecord();
          one = context.createMapOutputValueRecord();
          one.set(new Object[] { 1L });
          System.out.println("TaskID:" + context.getTaskID().toString());
        }
        @Override
        public void map(long recordNum, Record record, TaskContext context)
            throws IOException {
          for (int i = 0; i < record.getColumnCount(); i++) {
            word.set(new Object[] { record.get(i).toString() });
            context.write(word, one);
          }
        }
      }
      /**
       * A combiner class that combines map output by sum them.
       **/
      public static class SumCombiner extends ReducerBase {
        private Record count;
        @Override
        public void setup(TaskContext context) throws IOException {
          count = context.createMapOutputValueRecord();
        }
        // combiner實現的介⾯和reducer⼀樣，可以⽴即為在mapper本地執⾏的⼀個reduce，作⽤是減少mapp
er的輸出量
        @Override
        public void reduce(Record key, Iterator<Record> values, TaskContext context)
            throws IOException {
          long c = 0;
          while (values.hasNext()) {
            Record val = values.next();
            c += (Long) val.get(0);
          }
          count.set(0, c);
          context.write(key, count);
        }
      }
      /**
       * A reducer class that just emits the sum of the input values.
       **/
      public static class SumReducer extends ReducerBase {
        private Record result = null;
        @Override
        public void setup(TaskContext context) throws IOException {
          result = context.createOutputRecord();

大数据计算服务 開發··MapReduce

> Document  Version: 20220331 105



          result = context.createOutputRecord();
        }
        @Override
        public void reduce(Record key, Iterator<Record> values, TaskContext context)
            throws IOException {
          long count = 0;
          while (values.hasNext()) {
            Record val = values.next();
            count += (Long) val.get(0);
          }
          result.set(0, key.get(0));
          result.set(1, count);
          context.write(result);
        }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Exception {
        if (args.length != 2) {
          System.err.println("Usage: WordCount <in_table> <out_table>");
          System.exit(2);
        }
        JobConf job = new JobConf();
        job.setMapperClass(TokenizerMapper.class);
        job.setCombinerClass(SumCombiner.class);
        job.setReducerClass(SumReducer.class);
       // 設定mapper中間結果的key和value的schema, mapper的中間結果輸出也是record的形式
        job.setMapOutputKeySchema(SchemaUtils.fromString("word:string"));
        job.setMapOutputValueSchema(SchemaUtils.fromString("count:bigint"));
        // 設定輸⼊和輸出的表資訊
        InputUtils.addTable(TableInfo.builder().tableName(args[0]).build(), job);
        OutputUtils.addTable(TableInfo.builder().tableName(args[1]).build(), job);
        JobClient.runJob(job);
      }
    }

本文將會為您介紹較為常用的 MapReduce 核心介面。

如果您使用 Maven，可以從 Maven 庫 中搜尋“odps-sdk-mapred”擷取不同版本的 Java SDK，相關配置資
訊如下：

<dependency> <groupId>com.aliyun.odps</groupId> <artifactId>odps-sdk-mapred</artifactId> <v
ersion>0.26.2-public</version> </dependency>

主要介面 描述

MapperBase
使用者自訂的Map函數需要繼承自此類。處理輸入表的記錄對 象，加工處理成索引值對集合
輸出到Reduce階段，或者不經過 Reduce階段直接輸出結果記錄到結果表。不經過Reduce階
段而 直接輸出計算結果的作業，也可稱之為Map-Only作業。

3.5. Java SDK3.5. Java SDK
3.5.1. 原生SDK概述3.5.1. 原生SDK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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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cerBase
使用者自訂的Reduce函數需要繼承自此類。對與一個鍵（Key）關聯的一組數值集（Values）
進行歸約計算。

TaskContext
是MapperBase及ReducerBase多個成員函數的輸入參數之一。 含有任務啟動並執行上下文資
訊。

JobClient 用於提交和管理作業，提交方式包括阻塞（同步）方式及非阻塞（非同步） 方式。

RunningJob 作業運行時對象，用於跟蹤運行中的MapReduce工作執行個體。

JobConf
描述一個MapReduce任務的配置，通常在主程式（main函數）中定義JobConf對象，然後通
過JobClient提交作業給MaxCompute服務。

主要介面 描述

MapperBaseMapperBase
主要函數介面主要函數介面：

主要介面 描述

void cleanup(TaskContext context) 在Map階段結束時，map方法之後調用。

void map(long key, Record record, TaskContext
context)

map方法，處理輸入表的記錄。

void setup(TaskContext context) 在Map階段開始時，map方法之前調用。

ReducerBaseReducerBase
主要函數介面主要函數介面：

主要介面 描述

void cleanup( TaskContext context) 在Reduce階段結束時，reduce方法之後調用。

void reduce(Record key, Iterator<Record > values,
TaskContext context)

reduce方法，處理輸入表的記錄。

void setup( TaskContext context) 在Reduce階段開始時，reduce方法之前調用。

TaskContextTaskContext
主要函數介面主要函數介面：

主要介面 描述

TableInfo[] getOutputTableInfo() 擷取輸出的表資訊

Record createOutputRecord() 建立預設輸出表的記錄對象

Record createOutputRecord(String label) 建立給定label輸出表的記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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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rd createMapOutputKeyRecord() 建立Map輸出Key的記錄對象

Record createMapOutputValueRecord() 建立Map輸出Value的記錄對象

void write(Record record)
寫記錄到預設輸出，用於Reduce端寫出資料， 可以在
Reduce端多次調用。

void write(Record record, String label)
寫記錄到給定標籤輸出，用於Reduce端寫出資料。可以
在 Reduce端多次調用。

void write(Record key, Record value)
Map寫記錄到中間結果，可以在Map函數中多次調用。
可以在Map端多次調用。

BufferedInputStream
readResourceFileAsStream(String resourceName)

讀取檔案類型資源

Iterator<Record > readResourceTable(String
resourceName)

讀取表類型資源

Counter getCounter(Enum<? > name) 擷取給定名稱的Counter對象

Counter getCounter(String group, String name) 擷取給定組名和名稱的Counter對象

void progress()
向MapReduce架構報告心跳資訊。 如果使用者方法處理
時間 很長，且中間沒有調用架構，可以調用這個方法避
免task 逾時，架構預設600秒逾時。

主要介面 描述

注意 注意 MaxCompute 的 TaskContext  介面中提供了 progress 功能，但此功能是在防止 Worker 長
時間運行未結束，被架構誤認為逾時而被殺的情況出現。此介面更類似於向架構發送心跳資訊，並不是
用來彙報 Worker 進度。MaxCompute MapReduce 預設 Worker 逾時時間為 10 分鐘（系統預設配置，
不受使用者控制），如果超過 10 分鐘，Worker 仍然沒有向架構發送心跳（調用 progress 介面），架構
會強制停止該 Worker，MapReduce 任務失敗退出。因此，建議您在 Mapper/Reducer 函數中，定期調
用 progress 介面，防止架構認為 Worker 逾時，誤殺任務。

JobConfJobConf
主要函數介面主要函數介面：

主要介面 描述

void setResources(String resourceNames)
聲明本作業使用的資源。只有聲明的資源才能在運行
Mapper/Reducer時通過TaskContext對象讀取。

void setMapOutputKeySchema(Column[] schema) 設定Mapper輸出到Reducer的Key屬性

void setMapOutputValueSchema(Column[] schema) 設定Mapper輸出到Reducer的Value屬性

void setOutputKeySortColumns(String[] cols) 設定Mapper輸出到Reducer的Key排序列

void setOutputGroupingColumns(String[] cols) 設定Key分組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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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setMapperClass(Class<? extends Mapper >
theClass)

設定作業的Mapper函數

void setPartit ionColumns(String[] cols) 設定作業指定的分區列. 預設是Mapper輸出Key的所有列

void setReducerClass(Class<? extends Reducer >
theClass)

設定作業的Reducer

void setCombinerClass(Class<? extends Reducer >
theClass)

設定作業的combiner。在Map端運行，作用類似於單個
Map 對本地的相同Key值做Reduce

void setSplitSize(long size) 設定輸入分區大小，單位 MB，預設256

void setNumReduceTasks(int n) 設定Reducer任務數，預設為Mapper任務數的1/4

void setMemoryForMapTask(int mem)
設定Mapper任務中單個Worker的記憶體大小，單位：
MB， 預設值2048。

void setMemoryForReduceTask(int mem)
設定Reducer任務中單個Worker的記憶體大小，單位：
MB， 預設值 2048。

主要介面 描述

說明說明

通常情況下，GroupingColumns 包含在 KeySortColumns 中，KeySortColumns 和
Part it ionColumns 要包含在 Key 中。

在 Map 端，Mapper 輸出的 Record 會根據設定的 Part it ionColumns 計算雜湊值，決定分配到哪
個 Reducer，會根據 KeySortColumns 對 Record 進行排序。

在 Reduce 端，輸入 Records 在按照 KeySortColumns 排序好後，會根據 GroupingColumns 指
定的列對輸入的 Records 進行分組，即會順序遍曆輸入的 Records，把 GroupingColumns 所指
定列相同的 Records 作為一次 reduce 函數調用的輸入。

JobClientJobClient
主要函數介面主要函數介面：

主要介面 描述

static RunningJob runJob(JobConf job) 阻塞（同步）方式提交MapReduce作業後立即返回

static RunningJob submitJob(JobConf job) 非阻塞（非同步）方式提交MapReduce作業後立即返回

RunningJobRunningJob
主要函數介面主要函數介面：

主要介面 描述

String getInstanceID()
擷取作業運行執行個體ID，用於查看作業記錄和作業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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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lean isComplete() 查詢作業是否結束。

boolean isSuccessful() 查詢工作執行個體是否運行成功。

void waitForCompletion()
等待直至工作執行個體結束。一般使用於非同步方式提交
的作業。

JobStatus getJobStatus() 查詢工作執行個體運行狀態。

void killJob() 結束此作業。

Counters getCounters() 擷取Conter資訊。

主要介面 描述

InputUtilsInputUtils
主要函數介面主要函數介面：

主要介面 描述

static void addTable(TableInfo table, JobConf conf)
添加表table到任務輸入，可以被調用多次 ，新加入的表
以append方式添加到輸入隊列中。

static void setTables(TableInfo [] tables, JobConf
conf)

添加多張表到任務輸入中。

OutputUtilsOutputUtils
主要函數介面主要函數介面：

主要介面 描述

static void addTable(TableInfo table, JobConf conf)
添加表table到任務輸出，可以被調用多次 ，新加入的表
以append方式添加到輸出隊 列中。

static void setTables(TableInfo [] tables, JobConf
conf)

添加多張表到任務輸出中。

PipelinePipeline
Pipeline是 MR2 的主體類。可以通過 Pipeline.builder 構建一個 Pipeline。Pipeline 的主要介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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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Builder addMapper(Class<? extends Mapper> mapper) public Builder addMapper(Class<? 
extends Mapper> mapper, Column[] keySchema, Column[] valueSchema, String[] sortCols, SortOr
der[] order, String[] partCols, Class<? extends Partitioner> theClass, String[] groupCols) 
public Builder addReducer(Class<? extends Reducer> reducer) public Builder addReducer(Class
<? extends Reducer> reducer, Column[] keySchema, Column[] valueSchema, String[] sortCols, S
ortOrder[] order, String[] partCols, Class<? extends Partitioner> theClass, String[] groupC
ols) public Builder setOutputKeySchema(Column[] keySchema) public Builder setOutputValueSch
ema(Column[] valueSchema) public Builder setOutputKeySortColumns(String[] sortCols) public 
Builder setOutputKeySortOrder(SortOrder[] order) public Builder setPartitionColumns(String[
] partCols) public Builder setPartitionerClass(Class<? extends Partitioner> theClass) publi
c Builder setOutputGroupingColumns(String[] cols)

樣本如下：

 Job job = new Job(); Pipeline pipeline = Pipeline.builder() .addMapper(TokenizerMapper.cla
ss) .setOutputKeySchema( new Column[] { new Column("word", OdpsType.STRING) }) .setOutputVa
lueSchema( new Column[] { new Column("count", OdpsType.BIGINT) }) .addReducer(SumReducer.cl
ass) .setOutputKeySchema( new Column[] { new Column("count", OdpsType.BIGINT) }) .setOutput
ValueSchema( new Column[] { new Column("word", OdpsType.STRING), new Column("count", OdpsTy
pe.BIGINT) }) .addReducer(IdentityReducer.class).createPipeline(); job.setPipeline(pipeline
); job.addInput(...) job.addOutput(...) job.submit();

如上所示，您可以在 main 函數中構建一個 Map 後連續接兩個 Reduce 的 MapReduce 任務。如果您比較熟
悉 MapReduce 的基礎功能，即可便於使用 MR2。

說明說明

建議您在使用 MR2 功能前，首先瞭解 MapReduce 的基礎用法。

JobConf 僅能夠配置 Map 後接單 Reduce 的 MapReduce 任務。

資料類型資料類型
MapReduce 支援的資料類型有：Bigint，String，Double，Boolean，datetime 和 Decimal 類型。
MaxCompute 資料類型與 Java 資料類型的對應關係，如下所示：

MaxCompute SQL Type Bigint String Double Boolean Datetime Decimal

Java Type Long String Double Boolean Date
BigDecim
al

MaxCompute MapReduce及UDF程式在分布式環境中運行時，受到Java沙箱的限制（MapReduce作業的主
程式，例如MR Main則不受此限制），具體限制如下所示。

不允許直接存取本地檔案，只能通過MaxCompute MapReduce/Graph提供的介面間接訪問。

讀取resources選項指定的資源，包括檔案、Jar包和資源表等。

通過System.out和System.err輸出日誌資訊，可以通過MaxCompute用戶端的Log命令查看日誌資訊。

不允許直接存取分散式檔案系統，只能通過MaxCompute MapReduce/Graph訪問到表的記錄。

3.5.2. Java沙箱3.5.2. Java沙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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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許JNI調用限制。

不允許建立Java線程，不允許啟動子進程執行Linux命令。

不允許訪問網路，包括擷取本地IP地址等，都會被禁止。

Java反射限制：suppressAccessChecks許可權被禁止，無法setAccessible某個private的屬性或方法，以
達到讀取private屬性或調用private方法的目的。

在代碼中，直接使用下文訪問本地檔案的方法會報access denied異常。

java.io.File

public boolean delete()
public void deleteOnExit()
public boolean exists()
public boolean canRead()
public boolean isFile()
public boolean isDirectory()
public boolean isHidden()
public long lastModified()
public long length()
public String[] list()
public String[] list(FilenameFilter filter)
public File[] listFiles()
public File[] listFiles(FilenameFilter filter)
public File[] listFiles(FileFilter filter)
public boolean canWrite()
public boolean createNewFile()
public static File createTempFile(String prefix, String suffix)
public static File createTempFile(String prefix,  String suffix,File directory)
public boolean mkdir()
public boolean mkdirs()
public boolean renameTo(File dest)
public boolean setLastModified(long time)
public boolean setReadOnly()

java.io.RandomAccessFile

RandomAccessFile(String name, String mode)
RandomAccessFile(File file, String mode)

java.io.FileInputStream

FileInputStream(FileDescriptor fdObj)
FileInputStream(String name)
FileInputStream(File file)

java.io.FileOutputStream

FileOutputStream(FileDescriptor fdObj)
FileOutputStream(File file)
FileOutputStream(String name)
FileOutputStream(String name, boolean append)

java.lang.Class

public ProtectionDomain getProtection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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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lang.ClassLoader

ClassLoader()
ClassLoader(ClassLoader parent)

java.lang.Runtime

public Process exec(String command)
public Process exec(String command, String envp[])
public Process exec(String cmdarray[])
public Process exec(String cmdarray[], String envp[])
public void exit(int status)
public static void runFinalizersOnExit(boolean value)
public void addShutdownHook(Thread hook)
public boolean removeShutdownHook(Thread hook)
public void load(String lib)
public void loadLibrary(String lib)

java.lang.System

public static void exit(int status)
public static void runFinalizersOnExit(boolean value)
public static void load(String filename)
public static void loadLibrary( String libname)
public static Properties getProperties()
public static void setProperties(Properties props)
public static String getProperty(String key) // 只允許部分key可以訪問
public static String getProperty(String key, String def) // 只允許部分key可以訪問
public static String setProperty(String key, String value)
public static void setIn(InputStream in)
public static void setOut(PrintStream out)
public static void setErr(PrintStream err)
public static synchronized void setSecurityManager(SecurityManager s)

System.getProperty允許的key列表，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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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version
java.vendor
java.vendor.url
java.class.version
os.name
os.version
os.arch
file.separator
path.separator
line.separator
java.specification.version
java.specification.vendor
java.specification.name
java.vm.specification.version
java.vm.specification.vendor
java.vm.specification.name
java.vm.version
java.vm.vendor
java.vm.name
file.encoding
user.timezone

java.lang.Thread

Thread()
Thread(Runnable target)
Thread(String name)
Thread(Runnable target, String name)
Thread(ThreadGroup group, ...)
public final void checkAccess()
public void interrupt()
public final void suspend()
public final void resume()
public final void setPriority (int newPriority)
public final void setName(String name)
public final void setDaemon(boolean on)
public final void stop()
public final synchronized void stop(Throwable obj)
public static int enumerate(Thread tarray[])
public void setContextClassLoader(ClassLoader cl)

java.lang.Thread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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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adGroup(String name)
ThreadGroup(ThreadGroup parent, String name)
public final void checkAccess()
public int enumerate(Thread list[])
public int enumerate(Thread list[], boolean recurse)
public int enumerate(ThreadGroup list[])
public int enumerate(ThreadGroup list[], boolean recurse)
public final ThreadGroup getParent()
public final void setDaemon(boolean daemon)
public final void setMaxPriority(int pri)
public final void suspend()
public final void resume()
public final void destroy()
public final void interrupt()
public final void stop()

java.lang.reflect.AccessibleObject

public static void setAccessible(...)
public void setAccessible(...)

java.net.InetAddress

public String getHostName()
public static InetAddress[] getAllByName(String host)
public static InetAddress getLocalHost()

java.net.DatagramSocket

public InetAddress getLocalAddress()

java.net.Socket

Socket(...)

java.net.ServerSocket

ServerSocket(...)
public Socket accept()
protected final void implAccept(Socket s)
public static synchronized void setSocketFactory(...)
public static synchronized void setSocketImplFactory(...)

java.net.DatagramSocket

DatagramSocket(...)
public synchronized void receive(DatagramPacket p)

java.net.Mult icastSocket

MulticastSocket(...)

java.net.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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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
public static synchronized void setURLStreamHandlerFactory(...)
java.net.URLConnection
public static synchronized void setContentHandlerFactory(...)
public static void setFileNameMap(FileNameMap map)

java.net.HttpURLConnection

public static void setFollowRedirects(boolean set)
java.net.URLClassLoader
URLClassLoader(...)

java.security.AccessControlContext

public AccessControlContext(AccessControlContext acc, DomainCombiner combiner)
public DomainCombiner getDomainComb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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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為您介紹如何在MaxCompute上輕鬆訪問OSS的資料。

STS模式授予許可權STS模式授予許可權
MaxCompute需要直接存取OSS的資料，前提需要將OSS的資料相關許可權賦給MaxCompute的訪問帳號，
您可通過以下兩種方式授予許可權。

當MaxComput e和OSS的owner是同一個帳號時當MaxComput e和OSS的owner是同一個帳號時，可以直接登入阿里雲帳號後，點擊此處完成一鍵授
權。

自訂授權。

i. 首先需要在RAM中授予MaxCompute訪問OSS的許可權。登入RAM控制台（若MaxCompute和OSS不
是同一個帳號，此處需由OSS帳號登入進行授權），通過控制台中的角色管理建立角色 ，角色名稱如
AliyunODPSDefaultRole或AliyunODPSRoleForOtherUser。

ii. 修改角色策略內容設定，如下所示。

--當MaxCompute和OSS的Owner是同⼀個帳號 { "Statement": [ { "Action": "sts:AssumeRole", "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 "odps.aliyuncs.com" ] } } ], "Version":
"1" } --當MaxCompute和OSS的Owner不是同⼀個帳號 { "Statement": [ { "Action": "sts:AssumeR
ole",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 "MaxCompute的Owner雲帳號id@odps.a
liyuncs.com" ] } } ], "Version": "1" }

iii. 授予角色訪問OSS必要的許可權AliyunODPSRolePolicyAliyunODPSRolePolicy，如下所示。

{ "Version": "1", "Statement": [ { "Action": [ "oss:ListBuckets", "oss:GetObject", "o
ss:ListObjects", "oss:PutObject", "oss:DeleteObject", "oss:AbortMultipartUpload", "os
s:ListParts" ], "Resource": "*", "Effect": "Allow" } ] } --可⾃訂其他許可權

iv. 將許可權AliyunODPSRolePolicyAliyunODPSRolePolicy授權給該角色。

內建extractor訪問OSS資料內建extractor訪問OSS資料
訪問外部資料源時，需要使用者自訂不同的Extractor，同時您也可以使用MaxCompute內建的Extractor，
來讀取按照約定格式儲存的OSS資料。只需要建立一個外部表格，便可把這張表作為源表進行查詢。

假設有一份CSV資料存在OSS上，endpoint為  oss-cn-shanghai-internal.aliyuncs.com ，bucket
為  oss-odps-test ，資料檔案的存放路徑為/demo/vehicle.csv。

建立外部表格建立外部表格
建立外部表格，語句如下：

CREATE EXTERNAL TABLE IF NOT EXISTS ambulance_data_csv_external ( vehicleId int, recordId i
nt, patientId int, calls int, locationLatitute double, locationLongtitue double, recordTime
string, direction string ) STORED BY 'com.aliyun.odps.CsvStorageHandler' -- (1) WITH SERDEP
ROPERTIES ( 'odps.properties.rolearn'='acs:ram::xxxxx:role/aliyunodpsdefaultrole' ) -- (2) 
LOCATION 'oss://oss-cn-shanghai-internal.aliyuncs.com/oss-odps-test/Demo/'; -- (3)(4)

4.處理非結構化資料4.處理非結構化資料
4.1. 访问外部表4.1. 访问外部表
4.1.1. 訪問OSS非結構化資料4.1.1. 訪問OSS非結構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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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語句，說明如下：

 com.aliyun.odps.CsvStorageHandler 是內建的處理CSV格式檔案的  StorageHandler ，它定義了如
何讀寫CSV檔案。您只需指明這個名字，相關邏輯已經由系統實現。

 odps.properties.rolearn 中的資訊是RAM中  AliyunODPSDefaultRole 的  Arn 資訊。您可以通過
RAM控制台中的角色詳情擷取。

LOCATION必須指定一個OSS目錄，預設系統會讀取這個目錄下所有的檔案。

建議您使用OSS提供的內網網域名稱，否則將產生OSS流量費用。

建議您存放OSS資料的地區對應您開通MaxCompute的地區。由於MaxCompute只有在部分地區部署，
我們不承諾跨地區的資料連通性。

OSS的串連格式為  oss://oss-cn-shanghai-internal.aliyuncs.com/Bucket名稱/⽬錄名稱/ 。目錄後
不要加檔案名稱，如下的集中用法都是錯誤的：

http://oss-odps-test.oss-cn-shanghai-internal.aliyuncs.com/Demo/ -- 不⽀援http串連 https
://oss-odps-test.oss-cn-shanghai-internal.aliyuncs.com/Demo/ -- 不⽀援https串連 oss://os
s-odps-test.oss-cn-shanghai-internal.aliyuncs.com/Demo -- 串連地址錯誤 oss://oss://oss-c
n-shanghai-internal.aliyuncs.com/oss-odps-test/Demo/vehicle.csv -- 不必指定檔案名稱

外部表格只是在系統中記錄了與OSS目錄的關聯，當Drop這張表時，對應的  LOCATION 資料不會被刪
除。

如果想查看建立好的外部表格結構資訊，可以執行語句：

desc extended <table_name>;

在返回的資訊裡，除了跟內部表一樣的基礎資訊外，Extended Info包含外部表格StorageHandler 、
Location等資訊。

查詢外部表格查詢外部表格
外部表格建立成功後，便可如同普通表一樣使用這個外部表格。假設  /demo/vehicle.csv 資料如下：

1,1,51,1,46.81006,-92.08174,9/14/2014 0:00,S 1,2,13,1,46.81006,-92.08174,9/14/2014 0:00,NE 
1,3,48,1,46.81006,-92.08174,9/14/2014 0:00,NE 1,4,30,1,46.81006,-92.08174,9/14/2014 0:00,W 
1,5,47,1,46.81006,-92.08174,9/14/2014 0:00,S 1,6,9,1,46.81006,-92.08174,9/14/2014 0:00,S 1,
7,53,1,46.81006,-92.08174,9/14/2014 0:00,N 1,8,63,1,46.81006,-92.08174,9/14/2014 0:00,SW 1,
9,4,1,46.81006,-92.08174,9/14/2014 0:00,NE 1,10,31,1,46.81006,-92.08174,9/14/2014 0:00,N

執行如下SQL語句：

select recordId, patientId, direction from ambulance_data_csv_external where patientId > 25
;

說明 說明 目前外部表格只能通過MaxCompute SQL操作，MaxCompute MapReduce目前無法操作外
部表格。

這條語句會提交一個作業，調用內建csv extractor，從OSS讀取資料進行處理。輸出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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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cordId | patientId | direction | +------------+
------------+-----------+ | 1 | 51 | S | | 3 | 48 | NE | | 4 | 30 | W | | 5 | 47 | S | | 7 
| 53 | N | | 8 | 63 | SW | | 10 | 31 | N | +------------+------------+-----------+

自訂Extractor訪問OSS自訂Extractor訪問OSS
當OSS中的資料格式比較複雜，內建的Extractor無法滿足需求時，需要自訂Extractor來讀取OSS檔案中的資
料。

例如有一個txt資料檔案，並不是CSV格式，記錄之間的列通過  | 分隔。比
如  /demo/SampleData/CustomTxt/AmbulanceData/vehicle.csv 資料如下：

1|1|51|1|46.81006|-92.08174|9/14/2014 0:00|S 1|2|13|1|46.81006|-92.08174|9/14/2014 0:00|NE 
1|3|48|1|46.81006|-92.08174|9/14/2014 0:00|NE 1|4|30|1|46.81006|-92.08174|9/14/2014 0:00|W 
1|5|47|1|46.81006|-92.08174|9/14/2014 0:00|S 1|6|9|1|46.81006|-92.08174|9/14/2014 0:00|S 1|
7|53|1|46.81006|-92.08174|9/14/2014 0:00|N 1|8|63|1|46.81006|-92.08174|9/14/2014 0:00|SW 1|
9|4|1|46.81006|-92.08174|9/14/2014 0:00|NE 1|10|31|1|46.81006|-92.08174|9/14/2014 0:00|N

定義Ext ract or定義Ext ract or

寫一個通用的Extractor，將分隔字元作為參數傳進來，可以處理所有類似格式的text檔案。如下所示：

/** * Text extractor that extract schematized records from formatted plain-text(csv, tsv 
etc.) **/ public class TextExtractor extends Extractor { private InputStreamSet inputs; p
rivate String columnDelimiter; private DataAttributes attributes; private BufferedReader 
currentReader; private boolean firstRead = true; public TextExtractor() { // default to "
,", this can be overwritten if a specific delimiter is provided (via DataAttributes) this
.columnDelimiter = ","; } // no particular usage for execution context in this example @O
verride public void setup(ExecutionContext ctx, InputStreamSet inputs, DataAttributes att
ributes) { this.inputs = inputs; // inputs 是⼀個 InputStreamSet，每次調⽤ next() 返回⼀個 I
nputStream，這個 InputStream 可以讀取⼀個 OSS 檔案的所有內容。 this.attributes = attributes; 
// check if "delimiter" attribute is supplied via SQL query String columnDelimiter = this
.attributes.getValueByKey("delimiter"); //delimiter 通過 DDL 語句傳參。 if ( columnDelimite
r != null) { this.columnDelimiter = columnDelimiter; } // note: more properties can be in
ited from attributes if needed } @Override public Record extract() throws IOException {//
extactor() 調⽤返回⼀條 Record，代表外部表格中的⼀條記錄。 String line = readNextLine(); if (l
ine == null) { return null; // 返回 NULL 來表⽰這個表中已經沒有記錄可讀。 } return textLineToR
ecord(line); // textLineToRecord 將⼀⾏資料按照 delimiter 分割為多個列。 } @Override public v
oid close(){ // no-op } }

textLineToRecord將資料分割的完整實現請參見此處。

定義St orageHandler定義St orageHandler

StorageHandler作為External Table自訂邏輯的統一入口。

package com.aliyun.odps.udf.example.text; public class TextStorageHandler extends OdpsSto
rageHandler { @Override public Class<? extends Extractor> getExtractorClass() { return Te
xtExtractor.class; } @Override public Class<? extends Outputer> getOutputerClass() { retu
rn TextOutputer.class; } }

編譯打包編譯打包

將自訂代碼編譯打包，並上傳到MaxComp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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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 jar odps-udf-example.jar;

建立Ext ernal表建立Ext ernal表

與使用內建Extractor相似，首先需要建立一張外部表格，不同的是在指定外部表格訪問資料的時候，需要
使用自訂的StorageHandler。

建立外部表格語句如下:

CREATE EXTERNAL TABLE IF NOT EXISTS ambulance_data_txt_external ( vehicleId int, recordId
int, patientId int, calls int, locationLatitute double, locationLongtitue double, recordT
ime string, direction string ) STORED BY 'com.aliyun.odps.udf.example.text.TextStorageHan
dler' --STORED BY 指定⾃訂 StorageHandler 的類名。 with SERDEPROPERTIES ( 'delimiter'='\\|'
, --SERDEPROPERITES 可以指定參數，這些參數會通過 DataAttributes 傳遞到 Extractor 代碼中。 'odp
s.properties.rolearn'='acs:ram::xxxxxxxxxxxxx:role/aliyunodpsdefaultrole' ) LOCATION 'oss
://oss-cn-shanghai-internal.aliyuncs.com/oss-odps-test/Demo/SampleData/CustomTxt/Ambulanc
eData/' USING 'odps-udf-example.jar'; --同時需要指定類定義所在的jar包。

查詢外部表格查詢外部表格

執行如下SQL語句：

select recordId, patientId, direction from ambulance_data_txt_external where patientId > 
25;

自訂Extractor訪問非文字檔資料自訂Extractor訪問非文字檔資料
在前面我們看到了通過內建與自訂的Extractor可以輕鬆處理儲存在OSS上的CSV等文本資料。接下來以語音
資料（wav格式檔案）為例，為您介紹如何通過自訂的Extractor訪問並處理OSS上的非文字檔。

這裡從最終執行的SQL開始，介紹以MaxComput e SQL為入口，處理存放在OSS上的語音檔案的使用這裡從最終執行的SQL開始，介紹以MaxComput e SQL為入口，處理存放在OSS上的語音檔案的使用
方法。方法。

建立外部表格SQL如下：

CREATE EXTERNAL TABLE IF NOT EXISTS speech_sentence_snr_external ( sentence_snr double, id 
string ) STORED BY 'com.aliyun.odps.udf.example.speech.SpeechStorageHandler' WITH SERDEPROP
ERTIES ( 'mlfFileName'='sm_random_5_utterance.text.label' , 'speechSampleRateInKHz' = '16' 
) LOCATION 'oss://oss-cn-shanghai-internal.aliyuncs.com/oss-odps-test/dev/SpeechSentenceTes
t/' USING 'odps-udf-example.jar,sm_random_5_utterance.text.label';

如上所示，同樣需要建立外部表格，然後通過外部表格的Schema定義了希望通過外部表格從語音檔案中抽
取出來的資訊：

一個語音檔案中的語句信噪比（SNR）：sentence_snr。

對應語音檔案的名字：id。

建立外部表格後，通過標準的Select語句進行查詢，則會觸發Extractor運行計算。此處便可感受到，在讀取
處理OSS資料時，除了可以對文字檔做簡單的還原序列化處理，還可以通過自訂Extractor實現更複雜的資料
處理抽取邏輯。比如：在此樣本中，通過自訂
的  com.aliyun.odps.udf.example.speech.SpeechStorageHandler  中封裝的Extractor，實現了對語音檔
案計算平均有效語句信噪比的功能，並將抽取出來的結構化資料直接進行SQL運算（WHERE sentence_snr >
10），最終返回所有信噪比大於10的語音檔案以及對應的信噪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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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OSS地址  oss://oss-cn-hangzhou-zmf.aliyuncs.com/oss-odps-test/dev/SpeechSentenceTest/ 上，
儲存了原始的多個WAV格式的語音檔案，MaxCompute架構將讀取該地址上的所有檔案，並在必要的時候進
行檔案層級的分區，自動將檔案分配給多個計算節點處理。每個計算節點上的Extractor則負責處理通過
InputStreamSet分配給該節點的檔案集。具體的處理邏輯則與使用者單機程式相仿，您不需關心分布計算中
的種種細節，按照類單機方式實現其使用者演算法即可。

定製化的  SpeechSentenceSnrExtractor 主體邏輯，說明如下。

首先在  setup 介面中讀取參數，進行初始化，並且匯入語音處理模型（通過resource引入）。

public SpeechSentenceSnrExtractor(){ this.utteranceLabels = new HashMap<String, UtteranceLa
bel>(); } @Override public void setup(ExecutionContext ctx, InputStreamSet inputs, DataAttr
ibutes attributes){ this.inputs = inputs; this.attributes = attributes; this.mlfFileName = 
this.attributes.getValueByKey(MLF_FILE_ATTRIBUTE_KEY); String sampleRateInKHzStr = this.att
ributes.getValueByKey(SPEECH_SAMPLE_RATE_KEY); this.sampleRateInKHz = Double.parseDouble(sa
mpleRateInKHzStr); try { // read the speech model file from resource and load the model int
o memory BufferedInputStream inputStream = ctx.readResourceFileAsStream(mlfFileName); loadM
lfLabelsFromResource(inputStream); inputStream.close(); } catch (IOException e) { throw new
RuntimeException("reading model from mlf failed with exception " + e.getMessage()); } } 

Extractor()介面中，實現了對語音檔案的具體讀取和處理邏輯，對讀取的資料根據語音模型進行信噪比的計
算，並且將結果填充成[snr, id]格式的Record。

上述樣本對實現進行了簡化，同時也沒有包括涉及語音處理的演算法邏輯，具體實現請參見MaxCompute
SDK在開源社區中提供的範例代碼。

@Override public Record extract() throws IOException { SourceInputStream inputStream = inpu
ts.next(); if (inputStream == null){ return null; } // process one wav file to extract one 
output record [snr, id] String fileName = inputStream.getFileName(); fileName = fileName.su
bstring(fileName.lastIndexOf('/') + 1); logger.info("Processing wav file " + fileName); Str
ing id = fileName.substring(0, fileName.lastIndexOf('.')); // read speech file into memory 
buffer long fileSize = inputStream.getFileSize(); byte[] buffer = new byte[(int)fileSize]; 
int readSize = inputStream.readToEnd(buffer); inputStream.close(); // compute the avg sente
nce snr double snr = computeSnr(id, buffer, readSize); // construct output record [snr, id]
Column[] outputColumns = this.attributes.getRecordColumns(); ArrayRecord record = new Array
Record(outputColumns); record.setDouble(0, snr); record.setString(1, id); return record; } 
private void loadMlfLabelsFromResource(BufferedInputStream fileInputStream) throws IOExcept
ion { // skipped here } // compute the snr of the speech sentence, assuming the input buffe
r contains the entire content of a wav file private double computeSnr(String id, byte[] buf
fer, int validBufferLen){ // computing the snr value for the wav file (supplied as byte buf
fer array), skipped here }

執行查詢，如下所示：

select sentence_snr, id from speech_sentence_snr_external where sentence_snr > 10.0;

獲得計算結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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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ntence_snr | id | ------
-------------------------------------------------------- | 34.4703 | J310209090013_H02_K03_
042 | -------------------------------------------------------------- | 31.3905 | tsh148_seg
_2_3013_3_6_48_80bd359827e24dd7_0 | -------------------------------------------------------
------- | 35.4774 | tsh148_seg_3013_1_31_11_9d7c87aef9f3e559_0 | --------------------------
------------------------------------ | 16.0462 | tsh148_seg_3013_2_29_49_f4cb0990a6b4060c_0
| -------------------------------------------------------------- | 14.5568 | tsh_148_3013_5
_13_47_3d5008d792408f81_0 | --------------------------------------------------------------

綜上所述，通過自訂Extractor，便可在SQL語句上分布式地處理多個OSS上的語音資料檔案。同樣的方法，
也可以方便地利用MaxCompute的大規模計算能力，完成對映像，視頻等各種類型非結構化資料的處理。

資料的分區資料的分區
在前面的例子中，一個外部表格關聯的資料通過LOCATION上指定的OSS目錄來實現，而在處理的時
候，MaxCompute是讀取目錄下的所有資料，包括子目錄中的所有檔案包括子目錄中的所有檔案。在資料量比較大，尤其是對於隨
著時間不斷積累的資料目錄，對全目錄掃描可能帶來不必要的I/O以及資料處理時間。 解決這個問題通常有
兩種做法：

直接的方法：您對資料存放地址做好規劃，考慮使用多個EXTERNAL TABLE來描述不同部分的資料，讓每
個EXTERNALTABLE的LOCATION指向資料的一個子集。

資料分區方法：EXTERNAL TABLE與內部表一樣，支援分區表的功能支援分區表的功能，可以通過這個功能來對資料做系統
化的管理。

本章節主要介紹EXTERNAL TABLE的資料分割函數。

分區資料在OSS上的標準組織方式和路徑格式分區資料在OSS上的標準組織方式和路徑格式

與MaxCompute內部表不同，對於存放在外部儲存上(如OSS)上面的資料，MaxComput沒有資料的管理
權，因此如果需要使用分區表功能，在OSS上資料檔案的存放路徑必須符合一定的格式，路徑格式如下：

partitionKey1=value1\partitionKey2=value2\...

情境樣本情境樣本

將每天產生的LOG檔案存放在OSS上，並需要通過MaxCompute進行資料處理，資料處理時需按照粒度
為“天”來訪問一部分資料。假設這些LOG檔案為CSV格式且可以用內建extractor訪問（複雜自訂格式用
法也類似），那麼 外部分區表外部分區表定義資料如下：

CREATE EXTERNAL TABLE log_table_external ( click STRING, ip STRING, url STRING, ) PARTITI
ONED BY ( year STRING, month STRING, day STRING ) STORED BY 'com.aliyun.odps.CsvStorageHa
ndler' WITH SERDEPROPERTIES ( 'odps.properties.rolearn'='acs:ram::xxxxx:role/aliyunodpsde
faultrole' ) LOCATION 'oss://oss-cn-hangzhou-zmf.aliyuncs.com/oss-odps-test/log_data/';

如上建表語句，和前面的例子區別在於定義EXTERNAL TABLE時，通過PARTITIONED BY的文法指定該外部
表格為分區表，該例子是一個三層分區分區表，分區的key分別是year，month和day。

為了讓分區生效，在OSS上儲存資料時需要遵循location的路徑格式。如有效路徑儲存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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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scmd ls oss://oss-odps-test/log_data/ 2017-01-14 08:03:35 128MB Standard oss://oss-odps
-test/log_data/year=2016/month=06/day=01/logfile 2017-01-14 08:04:12 127MB Standard oss:/
/oss-odps-test/log_data/year=2016/month=06/day=01/logfile.1 2017-01-14 08:05:02 118MB Sta
ndard oss://oss-odps-test/log_data/year=2016/month=06/day=02/logfile 2017-01-14 08:06:45 
123MB Standard oss://oss-odps-test/log_data/year=2016/month=07/day=10/logfile 2017-01-14 
08:07:11 115MB Standard oss://oss-odps-test/log_data/year=2016/month=08/day=08/logfile ..
.

說明 說明 因為資料是離線準備的，即通過osscmd或者其他OSS工具上傳到OSS儲存服務，所以資料
路徑格式也在上傳時決定。

通過ALT ER T ABLE ADD PART IT IONDDLALT ER T ABLE ADD PART IT IONDDL語句，即可把這些分區資訊引入MaxCompute。

對應的DDL語句：

ALTER TABLE log_table_external ADD PARTITION (year = '2016', month = '06', day = '01') AL
TER TABLE log_table_external ADD PARTITION (year = '2016', month = '06', day = '02') ALTE
R TABLE log_table_external ADD PARTITION (year = '2016', month = '07', day = '10') ALTER 
TABLE log_table_external ADD PARTITION (year = '2016', month = '08', day = '08') ...

說明 說明 以上這些操作與標準的MaxCompute內部表操作一樣，分區的詳情請參見 分區。在資料準
備好並且PARTITION資訊引入MaxCompute之後，即可通過SQL語句對OSS外表資料的分區進行操作。

此時分析資料時，可以指定指需分析某天的資料，如只想分析2016年6月1號當天，有多少不同的IP出現在
LOG裡面，可以通過如下語句實現。

SELECT count(distinct(ip)) FROM log_table_external WHERE year = '2016' AND month = '06' A
ND day = '01';

該語句對log_table_external這個外表對應的目錄，將只訪
問  log_data/year=2016/month=06/day=01 子目錄下的檔案（logfile和logfile.1），不會對整不會對整
個個log_data/目錄作全量資料掃描，避免大量無用的I/O操作。目錄作全量資料掃描，避免大量無用的I/O操作。

同樣如果只希望對2016年下半年的資料做分析，則執行如下語句。

SELECT count(distinct(ip)) FROM log_table_external WHERE year = '2016' AND month > '06';

只訪問OSS上面儲存的下半年的LOG資料。

分區資料在OSS上的自訂路徑分區資料在OSS上的自訂路徑

如果事先存在OSS上的曆史資料，但是又不是根
據  partitionKey1=value1\partitionKey2=value2\... 路徑格式來組織存放，也需要通過MaxCompute
的分區方式來進行訪問計算時，MaxCompute也提供了通過自訂路徑來引入partit ion的方法。

假設OSS資料路徑只有簡單的分區值（而無分區key資訊），也就是資料的layout為：

osscmd ls oss://oss-odps-test/log_data_customized/ 2017-01-14 08:03:35 128MB Standard oss
://oss-odps-test/log_data_customized/2016/06/01/logfile 2017-01-14 08:04:12 127MB Standar
d oss://oss-odps-test/log_data_customized/2016/06/01/logfile.1 2017-01-14 08:05:02 118MB 
Standard oss://oss-odps-test/log_data_customized/2016/06/02/logfile 2017-01-14 08:06:45 1
23MB Standard oss://oss-odps-test/log_data_customized/2016/07/10/logfile 2017-01-14 08:07
:11 115MB Standard oss://oss-odps-test/log_data_customized/2016/08/08/logfi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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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表格建表DDL可參看前面的樣本，同樣在建表語句裡指定好分區key。

不同的子目錄指定到不同的分區，可通過類似如下自訂分區路徑的DDL語句實現。

ALTER TABLE log_table_external ADD PARTITION (year = '2016', month = '06', day = '01') LOCA
TION 'oss://oss-cn-hangzhou-zmf.aliyuncs.com/oss-odps-test/log_data_customized/2016/06/01/'
;

在ADD PARTITION的時候增加了LOCATION資訊，從而實現自訂分區資料路徑後，即使資料存放不符合推薦
的  partitionKey1=value1\partitionKey2=value2\... 格式，也能正確的實現對子目錄資料的分區訪問
了。

訪問OSS非結構化資料為您介紹了如何在MaxCompute上訪問儲存在OSS上的文本、音頻、映像等格式的資
料。本文將為您介紹對於儲存在OSS上的各種流行的開來源資料格式（ORC、PARQUET、SEQUENCEFILE、
RCFILE、AVRO和TEXTFILE）如何通過非結構化架構在MaxCompute進行處理。

非結構架構會直接調用開源社區的實現來進行開來源資料格式的解析，並且與MaxCompute系統無縫對接。

說明 說明 處理OSS的開源格式資料前，需要首先對OSS進行 STS模式授權。

建立External Table建立External Table
MaxCompute非結構化資料架構通過External Table與各種資料的關聯，關聯OSS上開源格式資料的External
Table建表的DDL語句格式如下所示。

DROP TABLE [IF EXISTS] <external_table>; CREATE EXTERNAL TABLE [IF NOT EXISTS] <external_ta
ble> (<column schemas>) [PARTITIONED BY (partition column schemas)] [ROW FORMAT SERDE '<ser
de class>' [WITH SERDEPROPERTIES ('odps.properties.rolearn'='${roleran}' [,'name2'='value2'
,...])] ] STORED AS <file format> LOCATION 'oss://${endpoint}/${bucket}/${userfilePath}/';

說明 說明 該文法格式與Hive的文法相當接近，但需注意以下問題。

STORED AS關鍵字，在該文法格式中不是普通非結構化外表用的STORED BY關鍵字，這是目前在
讀取開源相容資料時專屬的。

STORED AS後面接的是檔案格式名字， 比如ORC/PARQUET/RCFILE/SEQUENCEFILE/TEXTFILE
等。

外部表格的column schemas必須與具體OSS上儲存儲存資料的schema相符合。

ROW FORMAT SERDE非必選選項，只有在使用一些特殊的格式上，比如TEXTFILE時才需要使用。

WITH SERDEPROPERTIES當關聯OSS許可權使用STS模式授權時，需要該參數指定
odps.propert ies.rolearn 屬性，屬性值為RAM中具體使用的Role的Arn的資訊。

若不用STS模式，則無需指定該屬性，直接在Location傳入明文AccessKeyId和
AccessKeySecret。

Location若關聯OSS需使用明文AK，寫法如下所示。

LOCATION 'oss://${accessKeyId}:${accessKeySecret}@${endpoint}/${bucket}/${userPat
h}/'

4.1.2. 處理OSS的開源格式資料4.1.2. 處理OSS的開源格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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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OSS的PARQUET資料樣本關聯OSS的PARQUET資料樣本
假設有一些PARQUET檔案存放在一個OSS路徑上，每個檔案都是PARQUET格式，存放的schema為16列（4
列Bigint、4列Double和8列String）的資料，建表DDL語句如下所示。

CREATE EXTERNAL TABLE tpch_lineitem_parquet ( l_orderkey bigint, l_partkey bigint, l_suppke
y bigint, l_linenumber bigint, l_quantity double, l_extendedprice double, l_discount double
, l_tax double, l_returnflag string, l_linestatus string, l_shipdate string, l_commitdate s
tring, l_receiptdate string, l_shipinstruct string, l_shipmode string, l_comment string ) S
TORED AS PARQUET LOCATION 'oss://${accessKeyId}:${accessKeySecret}@oss-cn-hangzhou-zmf.aliy
uncs.com/bucket/parquet_data/';

關聯OSS的TEXTFILE資料分區表示例關聯OSS的TEXTFILE資料分區表示例
如果資料是每行以JSON格式，儲存成OSS上TEXTFILE檔案，同時資料在OSS通過多個目錄組織，這時可以使
用MaxCompute分區表和資料關聯，建表DDL語句如下所示。

CREATE EXTERNAL TABLE tpch_lineitem_textfile ( l_orderkey bigint, l_partkey bigint, l_suppk
ey bigint, l_linenumber bigint, l_quantity double, l_extendedprice double, l_discount doubl
e, l_tax double, l_returnflag string, l_linestatus string, l_shipdate string, l_commitdate 
string, l_receiptdate string, l_shipinstruct string, l_shipmode string, l_comment string ) 
PARTITIONED BY (ds string) ROW FORMAT serde 'org.apache.hive.hcatalog.data.JsonSerDe' STORE
D AS TEXTFILE LOCATION 'oss://${accessKeyId}:${accessKeySecret}@oss-cn-hangzhou-zmf.aliyunc
s.com/bucket/text_data/';

如果OSS表目錄下面的子目錄是以Partit ion Name方式組織，樣本如下。

oss://${accessKeyId}:${accessKeySecret}@oss-cn-hangzhou-zmf.aliyuncs.com/bucket/text_data/d
s=20170102/' oss://${accessKeyId}:${accessKeySecret}@oss-cn-hangzhou-zmf.aliyuncs.com/bucke
t/text_data/ds=20170103/' ...

則可以使用以下DDL語句ADD PARTITION。
ALTER TABLE tpch_lineitem_textfile ADD PARTITION(ds="20170102"); ALTER TABLE tpch_lineitem_
textfile ADD PARTITION(ds="20170103");

如果OSS分區目錄不是按這種方式組織，或者根本不在表目錄下，樣本如下。

oss://${accessKeyId}:${accessKeySecret}@oss-cn-hangzhou-zmf.aliyuncs.com/bucket/text_data_2
0170102/; oss://${accessKeyId}:${accessKeySecret}@oss-cn-hangzhou-zmf.aliyuncs.com/bucket/t
ext_data_20170103/; ...

則可以使用以下DDL語句ADD PARTITION。
ALTER TABLE tpch_lineitem_textfile ADD PARTITION(ds="20170102") LOCATION 'oss://${accessKey
Id}:${accessKeySecret}@oss-cn-hangzhou-zmf.aliyuncs.com/bucket/text_data_20170102/'; ALTER 
TABLE tpch_lineitem_textfile ADD PARTITION(ds="20170103") LOCATION 'oss://${accessKeyId}:${
accessKeySecret}@oss-cn-hangzhou-zmf.aliyuncs.com/bucket/text_data_20170103/'; ...

讀取以及處理OSS的開源格式資料讀取以及處理OSS的開源格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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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前文的兩個建立外部表格樣本，可以看出對於不同檔案類型，只要簡單修改STORED AS後的格式名。在
下述樣本中將只集中描述對上面PARQUET資料對應的外表（tpch_lineitem_parquet）的處理。如果要處理
不同的檔案類型，只要在DDL建立外表時指定是PARQUET/ORC/TEXTFILE/RCFILE/TEXTFILE即可，處理資料
的語句一樣。

直接讀取以及處理OSS的開來源資料直接讀取以及處理OSS的開來源資料

建立資料外表進行關聯後，直接對外表就可以進行與普通MaxCompute表一樣的操作，如下所示。

SELECT l_returnflag, l_linestatus, SUM(l_extendedprice*(1-l_discount)) AS sum_disc_price,
AVG(l_quantity) AS avg_qty, COUNT(*) AS count_order FROM tpch_lineitem_parquet WHERE l_sh
ipdate <= '1998-09-02' GROUP BY l_returnflag, l_linestatus;

外表tpch_lineitem_parquet被當作一個普通的內部表一樣使用，不同在於MaxCompute內部計算引擎是
直接從OSS讀取對應的PARQUET資料進行處理。

前文建立的關聯textfile的外部分區表tpch_lineitem_textfile，因為使用了  ROW FORMAT  +  STORED AS
 ，需要手動設定flag（只使用STORED AS，odps.sql.hive.compatible預設為FALSE），再進行讀取，否
則會有報錯。

SELECT * FROM tpch_lineitem_textfile LIMIT 1; FAILED: ODPS-0123131:User defined function 
exception - Traceback: com.aliyun.odps.udf.UDFException: java.lang.ClassNotFoundException
: com.aliyun.odps.hive.wrapper.HiveStorageHandlerWrapper --需要⼿動設定hive相容flag set odp
s.sql.hive.compatible=true; SELECT * FROM tpch_lineitem_textfile LIMIT 1; +------------+-
-----------+------------+--------------+------------+-----------------+------------+-----
-------+--------------+--------------+------------+--------------+---------------+-------
---------+------------+-----------+ | l_orderkey | l_partkey | l_suppkey | l_linenumber |
l_quantity | l_extendedprice | l_discount | l_tax | l_returnflag | l_linestatus | l_shipd
ate | l_commitdate | l_receiptdate | l_shipinstruct | l_shipmode | l_comment | +---------
---+------------+------------+--------------+------------+-----------------+------------+
------------+--------------+--------------+------------+--------------+---------------+--
--------------+------------+-----------+ | 5640000001 | 174458698 | 9458733 | 1 | 14.0 | 
23071.58 | 0.08 | 0.06 | N | O | 1998-01-26 | 1997-11-16 | 1998-02-18 | TAKE BACK RETURN 
| SHIP | cuses nag silently. quick | +------------+------------+------------+------------
--+------------+-----------------+------------+------------+--------------+--------------
+------------+--------------+---------------+----------------+------------+-----------+

說明 說明 直接使用外表，每次讀取資料都需要涉及外部OSS的I/O操作，且MaxCompute系統本身針
對內部儲存做的許多高效能最佳化都用不上，如此一來效能上就會有所損失。 因此如果是需要對資料
進行反覆計算以及對計算的高效性比較敏感的情境，推薦使用下文介紹的用法：先將資料匯入
MaxCompute內部再進行計算。

SQL（ create、select、insert等操作）中涉及到這幾個複雜資料類型，需在SQL語句前加語句  set o
dps.sql.type.system.odps2=true; ，執行時set語句和SQL語句一起提交執行。詳情請參見資料類
型。

將OSS的開來源資料匯入MaxComput e再進行計算將OSS的開來源資料匯入MaxComput e再進行計算

首先建立一個與外部表格schema一樣的內部表tpch_lineitem_internal，然後將OSS上的開來源資料匯入
MaxCompute內部表，以MaxCompute內部資料存放區格式進行儲存。

CREATE TABLE tpch_lineitem_internal LIKE tpch_lineitem_parquet; INSERT OVERWRITE TABLE tp
ch_lineitem_internal; SELECT * FROM tpch_lineitem_parqu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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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直接對內部表進行同樣的操作。

SELECT l_returnflag, l_linestatus, SUM(l_extendedprice*(1-l_discount)) AS sum_disc_price,
AVG(l_quantity) AS avg_qty, COUNT(*) AS count_order FROM tpch_lineitem_internal WHERE l_s
hipdate <= '1998-09-02' GROUP BY l_returnflag, l_linestatus;

通過此方式將資料先匯入MaxCompute系統進行儲存，對同樣資料進行計算處理會更高效。

Table Store（Table Store）是構建在阿里雲飛天分布式系統之上的NoSQL資料存放區服務，提供海量結構
化資料的儲存和即時訪問。您可以通過TableStore文檔對其進行瞭解。

MaxCompute與TableStore是兩個獨立的大資料計算和儲存服務，所以兩者之間的網路必須保證連通性。
MaxCompute公用雲端服務訪問TableStore儲存時，推薦您使用TableStore私網私網地址，也就是host名以
ots-internal.aliyuncs.com作為結尾的地址，例如tablestore://odps-ots-dev.cn-shanghai.ots-
internal.aliyuncs.com。

前文為您介紹了如何訪問OSS非結構化資料，本文將進一步為您介紹如何將來自TableStore（OTS）的資料納
入MaxCompute上的計算生態，實現多種資料來源之間的無縫串連。

TableStore與MaxCompute都有其自身的類型系統。在MaxCompute處理TableStore資料時，兩者之間的類
型對應關係如下所示：

MaxCompute Type TableStore Type

STRING STRING

BIGINT INTEGER

DOUBLE DOUBLE

BOOLEAN BOOLEAN

BINARY BINARY

STS模式授權STS模式授權
MaxCompute計算服務訪問Table Store資料需要有一個安全的授權通道。在此問題上，MaxCompute結合
了阿里雲的存取控制服務（RAM）和令牌服務（STS）來實現對資料的安全訪問。

您可以通過以下兩種方式授予許可權：

當MaxCompute和Table Store的Owner是同一個帳號時，登入阿里雲帳號後，單擊此處完成一鍵授權。

自訂授權

i. 首先在RAM控制台中授予MaxCompute訪問Table Store的許可權。

登入 RAM控制台（若MaxCompute和Table Store不是同一個帳號，此處需由Table Store帳號登入進
行授權），建立角色，角色名稱叫AliyunODPSDefaultRole或AliyunODPSRoleForOtherUser。

ii. 修改策略內容設定，如下所示：

4.2. 訪問OTS非結構化資料4.2. 訪問OTS非結構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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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MaxCompute和Table Store的Owner是同⼀個帳號 { "Statement": [ { "Action": "sts:Assume
Role",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 "odps.aliyuncs.com" ] } } ], "V
ersion": "1" } --當MaxCompute和Table Store的Owner不是同⼀個帳號 { "Statement": [ { "Acti
on": "sts:AssumeRole",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 "MaxCompute的Ow
ner雲帳號的UID@odps.aliyuncs.com" ] } } ], "Version": "1" }

說明 說明 您可單擊右上方的登入帳號，進入帳號管理頁面查看雲帳號的UID。

iii. 編輯該角色的授權策略AliyunODPSRolePolicy，如下所示：

{ "Version": "1", "Statement": [ { "Action": [ "ots:ListTable", "ots:DescribeTable", 
"ots:GetRow", "ots:PutRow", "ots:UpdateRow", "ots:DeleteRow", "ots:GetRange", "ots:Ba
tchGetRow", "ots:BatchWriteRow", "ots:ComputeSplitPointsBySize" ], "Resource": "*", "
Effect": "Allow" } ] } --還可⾃訂其他許可權

iv. 將許可權AliyunODPSRolePolicy授權給該角色。

建立外部表格建立外部表格
MaxCompute通過建立外部表格，把對TableStore表資料的描述引入到MaxCompute的meta系統內部後，
即可輕鬆實現對TableStore資料的處理。本節將以下述樣本為例，來為您說明MaxCompute對接TableStore
的一些概念和實現。

建外部表格語句如下所示：

DROP TABLE IF EXISTS ots_table_external; CREATE EXTERNAL TABLE IF NOT EXISTS ots_table_exte
rnal ( odps_orderkey bigint, odps_orderdate string, odps_custkey bigint, odps_orderstatus s
tring, odps_totalprice double ) STORED BY 'com.aliyun.odps.TableStoreStorageHandler' -- (1)
WITH SERDEPROPERTIES ( -- (2) 'tablestore.columns.mapping'=':o_orderkey,:o_orderdate,o_cust
key, o_orderstatus,o_totalprice', -- ① 'tablestore.table.name'='ots_tpch_orders' -- ② 'odp
s.properties.rolearn'='acs:ram::xxxxx:role/aliyunodpsdefaultrole' --③ ) LOCATION 'tablesto
re://odps-ots-dev.cn-shanghai.ots-internal.aliyuncs.com'; -- （3）

語句說明如下所示：

（1）com.aliyun.odps.TableStoreStorageHandler是MaxCompute內建的處理TableStore資料的
StorageHandler，定義了MaxCompute和TableStore的互動，相關邏輯由MaxCompute實現。

（2）SERDEPROPERITES是提供參數選項的介面，在使用TableStoreStorageHandler時，有兩個必須指定的
選項，分別是下文介紹的tablestore.columns.mapping、tablestore.table.name和
odps.propert ies.rolearn。

①tablestore.columns.mapping選項：必選項，用來描述MaxCompute將訪問的Table Store表的列，包括
主鍵和屬性列。

以  : 打頭的用來表示Table Store主鍵，例如此語句中的  :o_orderkey 和  :o_orderdate ，其他的均
為屬性列。

Table Store支援1-4個主鍵，主鍵類型為String、Integer和Binary，其中第一個主鍵為分區鍵。

在指定映射時，您必須提供指定Table Store表的所有主鍵，對於屬性列則沒有必要全部提供，可以只提
供需要通過MaxCompute來訪問的屬性列。

②tablestore.table.name：需要訪問的Table Store表名。如果指定的Table Store表名錯誤（不存在），則
會報錯，MaxCompute不會主動去建立Table Store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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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odps.propert ies.rolearn中的資訊是RAM中AliyunODPSDefaultRole的Arn資訊。您可以通過RAM控制台中
的角色詳情角色詳情進行擷取。

（3）LOCATION clause：用來指定Table Storeinstance名字、endpoint等具體資訊。這裡的Table Store資
料的安全訪問建立在前文介紹的RAM/STS授權的前提上。

如果您想要查看建立好的外部表格結構資訊，可以執行如下語句：

desc extended <table_name>; 

在返回的資訊裡，除了跟內部表一樣的基礎資訊外，Extended Info包含外部表格StorageHandler 、
Location等資訊。

查詢外部表格查詢外部表格
建立External Table後，Table Store的資料便引入到了MaxCompute生態中，即可通過正常的MaxCompute
SQL文法訪問Table Store資料，如下所示：

SELECT odps_orderkey, odps_orderdate, SUM(odps_totalprice) AS sum_total FROM ots_table_exte
rnal WHERE odps_orderkey > 5000 AND odps_orderkey < 7000 AND odps_orderdate >= '1996-05-03'
AND odps_orderdate < '1997-05-01' GROUP BY odps_orderkey, odps_orderdate HAVING sum_total> 
400000.0;

由上可見，使用常見的MaxCompute SQL文法，訪問Table Store的所有細節由MaxComput 內部處理。這包
括在列名的選擇上，比如上述SQL中，使用的列名是odps_orderkey，odps_totalprice等，而不是原始
Table Store中的主鍵名o_orderkey或屬性列名o_totalprice，因為在建立External Table的DDL語句中，已經
做了對應的mapping。當然您也可根據自己的需求在建立External Table時選擇保留原始的TableStore主鍵/
列名。

如果需要對一份資料做多次計算多次計算，相較每次從Table Store去遠程讀資料，有個更高效的辦法是先一次性把
需要的資料匯入到MaxCompute內部成為一個MaxCompute（內部）表，樣本如下：

CREATE TABLE internal_orders AS SELECT odps_orderkey, odps_orderdate, odps_custkey, odps_to
talprice FROM ots_table_external WHERE odps_orderkey > 5000 ;

現在internal_orders就是一個MaxCompute表了，也擁有所有MaxCompute內部表的特性，包括高效的壓縮
列儲存資料格式、完整的內部宏資料以及統計資訊等。同時因為儲存在MaxCompute內部，訪問速度會比訪
問外部的Table Store更快，尤其適用於需要進行多次計算的熱點資料。

MaxCompute匯出資料到Table StoreMaxCompute匯出資料到Table Store

說明 說明 MaxCompute不會主動建立外部的Table Store表，所以在對Table Store表進行資料輸出之
前，必須保證該表已經在Table Store上建立過（否則將報錯）。

根據上面的操作，您已建立了外部表格ots_table_external來打通MaxCompute與Table Storeb資料表
ots_tpch_orders的鏈路，同時還有一份儲存在MaxCompute內部表internal_orders的資料，現在希望對
internal_orders中的資料進行一定處理後再寫回 Table Store，可通過對外部表格做INSERT  OVERWIT EINSERT  OVERWIT E
T ABLET ABLE操作來實現，如下所示：

INSERT OVERWRITE TABLE ots_table_external SELECT odps_orderkey, odps_orderdate, odps_custke
y, CONCAT(odps_custkey, 'SHIPPED'), CEIL(odps_totalprice) FROM internal_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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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Table Store這種KV資料的NoSQL儲存介質，從MaxCompute的輸出將隻影響相對應主鍵所在的行，比
如樣本中隻影響所有odps_orderkey + odps_orderdate這兩個主索引值能對應行上的資料。而且在這些
Tabele Store行上面，也只會去更新在建立External Table（ots_table_external）時指定的屬性列，而不會
去修改未在External Table中出現的資料列。

4.3. 处理外部表数据4.3. 处理外部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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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Compute Lightning是MaxCompute產品的互動式查詢服務，支援以PostgreSQL協議及文法串連訪問
Maxcompute項目，讓您使用熟悉的工具以標準 SQL查詢分析MaxCompute項目中的資料，快速擷取查詢結
果。

您可使用主流BI工具（如Tableau、帆軟等）或SQL用戶端輕鬆串連到MaxCompute項目，開展BI分析或即席
查詢。或者利用MaxCompute Lightning的快速查詢特性，將項目表資料封裝成API對外服務，無需資料移轉
就能夠支援更豐富的應用情境。

MaxCompute Lightning提供無伺服器計算（Serverless）的服務方式，您無需管理任何基礎設施，只需為啟
動並執行查詢付費。

關鍵特性關鍵特性
相容PostgreSQL

MaxCompute Lightning提供相容PostgreSQL協議的JDBC/ODBC介面，所有支援PostgreSQL資料庫的工具
或應用使用預設驅動都可以輕鬆地串連到MaxCompute項目。您也可以使用更廣泛的PostgreSQL生態工具
來分析MaxCompute的資料。

顯著提升效能

針對MaxCompute表的快速查詢進行了最佳化，特別是在小資料集、並發情境下有更好的效能表現。從而
能夠支撐更豐富的應用情境，如固定報表、API開放等。

統一的許可權管理

作為MaxCompute產品內的服務，通過MaxCompute Lightning串連到MaxCompute項目的訪問完全遵循
Maxcompute項目的許可權體系，在訪問使用者權限範圍內安全地查詢資料。

開箱即用，按查詢付費

MaxCompute Lightning是在MaxCompute已有的計算資源之外提供的無伺服器的計算服務，您不需要設
定、管理或營運MaxCompute Lightning資源，通過MaxCompute Lightning串連後即可開展查詢。

使用MaxCompute Lightning時，只需為每次查詢所實際處理的資料量付費，不查詢時不產生費用。

系統結構系統結構
作為Maxcompute的互動式查詢服務，MaxCompute Lightning提供了配套的接入訪問網域名稱地址
(Endpoint)，用戶端工具及應用通過PostgreSQL驅動串連訪問Lightning JDBC/ODBC介面服務，在
MaxCompute項目統一的許可權體系下安全地訪問項目資料。

通過該服務介面串連並提交的查詢任務，都將使用MaxCompute Lightning的Serverless計算資源以保障互動
式查詢的服務品質。

應用情境應用情境
即席查詢（Ad Hoc）

利用MaxCompute Lightning面向小規模資料集（百GB規模內）查詢效能最佳化的特性，使用者可以直接
對MaxCompute表開展低時延的查詢操作，而不需要再把資料再匯入到其它各種系統進行加速（比如
ADS、RDS），節約資源和管理成本。

5.Lightning5.Lightning
5.1. Lightning概述5.1. Lightning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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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特點：查詢的資料對象自由不固定，邏輯相對複雜，期望快速擷取查詢結果並調整查詢邏輯，對查詢
時延的要求在幾十秒內。使用者往往是掌握SQL技能的資料分析師，希望使用熟悉的用戶端工具來開展查
詢分析。

Report ing報表分析

對MaxCompute項目中通過ETL加工匯總後的結果資料製作分析報表，提供給管理者和業務人員定期查
看。

情境特點：查詢的資料對象通常為彙總後的結果資料， 資料量較小、查詢邏輯固定且較簡單。時延要求
低：秒級返回（例如大部分查詢不超過5秒，不同查詢根據其資料規模和查詢複雜度有較大差異）。

面向線上應用的消費情境

直接將MaxCompute項目中的資料封裝成為restful api，支撐線上應用。

情境特點：利用MaxCompute Lightning作為加速查詢引擎，結合阿里雲Dataworks的資料服務組件，零開
發、無營運地將MaxCompute的表資料開放為API服務。

MaxCompute Lightning提供了單獨的網域名稱訪問地址（Endpoint），通過該地址您可以訪問到阿里雲不
同地區的MaxCompute Lightning服務。

MaxCompute Lightning在公用雲的不同Region及網路環境下的服務串連對照表如下。

外網網路下Region和服務串連對照表

Region 開服狀態 外網Endpoint

華東1 公測中 lightning.cn-hangzhou.maxcompute.aliyun.com

華東2 公測中 lightning.cn-shanghai.maxcompute.aliyun.com

華北2 公測中 lightning.cn-beijing.maxcompute.aliyun.com

亞太地區東南1 公測中 lightning.ap-southeast-1.maxcompute.aliyun.com

其他地區 暫未開服 -

傳統網路下Region和服務串連對照表

Region 開服狀態 傳統網路Endpoint

華東1 公測中 lightning.cn-hangzhou.maxcompute.aliyun-inc.com

華東2 公測中 lightning.cn-shanghai.maxcompute.aliyun-inc.com

華北2 公測中 lightning.cn-beijing.maxcompute.aliyun-inc.com

亞太地區東南1 公測中 lightning.ap-southeast-1.maxcompute.aliyun-inc.com

其他地區 暫未開服 -

VPC網路下Region和服務串連對照表

5.2. 訪問網域名稱5.2. 訪問網域名稱

開發··Light ning 大数据计算服务

132 > Document  Version: 20220331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73263.htm#concept-ewh-bsh-r2b


Region 開服狀態 VPC網路Endpoint

華東1 公測中 lightning.cn-hangzhou.maxcompute.aliyun-inc.com

華東2 公測中 lightning.cn-shanghai.maxcompute.aliyun-inc.com

華北2 公測中 lightning.cn-beijing.maxcompute.aliyun-inc.com

亞太地區東南1 公測中 lightning.ap-southeast-1.maxcompute.aliyun-inc.com

其他地區 暫未開服 -

DDL/DML的約束限制DDL/DML的約束限制
MaxCompute Lightning目前不支援update、create、delete、insert操作，僅支援對MaxCompute表進行
select，後續版本將陸續開放相關能力。

查詢約束限制查詢約束限制
查詢分區表時，掃描分區數的最大值為1024。

目前不支援建立和使用View。

目前不支援的資料類型：map、array、tinyint和timestamp（陸續支援中）。

每個查詢中對單張表最大的資料掃描量為1TB。

提交的查詢語句的長度不超過100KB。

查詢逾時時間為1小時。

UDF約束限制UDF約束限制
當前不支援在Maxcompute Lightning使用MaxCompute建立的UDF。

當前不支援在Maxcompute Lightning中建立和使用PostgreSQL UDF（支援使用PostgreSQL內建函數）。

Query並發約束Query並發約束
單個MaxCompute項目的MaxCompute Lightning查詢並發數限制為20。

Maxcompute Lightning查詢引擎基於PostgreSQL 8.2，當前僅支援對已有MaxCompute表進行SELECT查
詢，更多詳情請參見查詢文法及函數。

如果您的MaxCompute項目還沒有資料或需要對現有資料進行加工處理，請參見MaxCompute文檔，通
過MaxCompute用戶端或DataWorks串連MaxCompute項目進行資料對象建立和加工處理。

MaxCompute提供完全相容PostgreSQL訊息協議的Java資料庫連接（JDBC）介面，使用者可以通過JDBC將
SQL用戶端工具串連到MaxCompute Lightning服務。

5.3. 約束與限制5.3. 約束與限制

5.4. 使用说明5.4. 使用说明
5.4.1. 通過JDBC串連服務5.4.1. 通過JDBC串連服務

5.4.1.1. JDBC驅動程式5.4.1.1. JDBC驅動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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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Compute Lightning支援PostgeSQL官方驅動串連，同時也提供了為Lightning服務而最佳化的驅動程式
供選擇。

1. 使用PostgeSQL官方提供的JDBC驅動程式。

說明 說明 很多用戶端工具預設整合了PostgreSQL資料庫的驅動，直接使用工具內建的驅動即可。
如果未整合，可從官網下載。以SQL Workbench/J用戶端為例，建立串連時可選擇PostgreSQL官方
驅動。

2. 使用阿里雲MaxCompute Lightning最佳化過的JDBC驅動，以擷取更好的效能。

下載後的MaxCompute Lightning的JDBC驅動程式儲存為MaxComputeLightningJDBC.jar檔案。以SQL
Workbench/J用戶端為例，在驅動管理驅動管理菜單中，添加MaxCompute Lightning JDBC驅動程式項。

在建立串連時，從Driver列表中選擇剛才添加的MaxCompute Lightning JDBC驅動。

您需要獲得您的MaxCompute項目JDBC URL，才能將SQL用戶端工具串連到該項目。

JDBC URL命名方式如下：

jdbc:postgresql://endpoint:port/database

串連參數說明如下：

參數 取值 說明

endpoint
所在地區不同網路環境下的
Lightning訪問網域名稱

詳情請參見訪問網域名稱，例如通過外網訪問上海
Region的服務使用  lightning.cn-
shanghai.maxcompute.aliyun.com 

port 443 -

database 填寫MaxCompute的項目名稱 -

user 訪問使用者的Access Key ID -

password 訪問使用者的Access Key Secret -　

ssl true
MaxCompute Lightning服務端預設開啟SSL服務，
用戶端需要使用SSL進行串連。

prepareThreshold 0
可選。需要使用JDBC PrepareStatement功能時，
建議設定  prepareThreshold=0 。

例如  jdbc:postgresql://lightning.cn-shanghai.maxcompute.aliyun.com:443/myproject 

同時，設定user、password、SSL串連參數後進行串連。

您也可以將參數添加到JDBC URL來串連到MaxCompute項目，如下所示：

5.4.1.2. 配置JDBC串連5.4.1.2. 配置JDBC串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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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bc:postgresql://lightning.cn-shanghai.maxcompute.aliyun.com:443/myproject?ssl=true& prepa
reThreshold=0&user=xxx&password=yyy

說明如下：

lightning.cn-shanghai.maxcompute.aliyun.com是華東2地區的Endpoint。

myproject是需要訪問的MaxCompute項目名稱。

ssl=true是指定通過SSL方式串連。

xxx是訪問使用者的Access Key ID。

yyy是訪問使用者的Access Key Secret。

本文將為您介紹幾款常見用戶端工具的接入說明，除此之外，原則上支援PostgresSQL的工具都可以通過
Lightning來對接訪問MaxCompute。

阿里雲Quick BI阿里雲Quick BI
1. 登入Quick BI控制台，單擊左側導覽列中的資料來源資料來源。

2. 單擊資料來源管理頁面右上方的建立資料來源建立資料來源。

3. 選擇雲資料庫或自建資料來源中的PostgeSQL資料庫類型添加資料來源。

4. 填寫對話方塊中的MaxCompute Lightning的串連資訊並測試連接連通狀態。

參數 說明

資料庫地址
MaxCompute Lightning對應地區的Endpoint，可使用公網訪問的Endpoint，也可
以使用傳統網路及VPC網路訪問的Endpoint。

資料庫
需要訪問的MaxCompute項目的名稱加  ?ssl=true ，如上圖中的  lightning?
ssl=true 。

Schema MaxCompute項目名稱。

使用者名/密碼 使用者的Access Key ID/Access Key Secret。

SQL Workbench/JSQL Workbench/J
SQL Workbench/J是一款流行的免費、跨平台SQL查詢分析工具，使用SQL Workbench/J可以通過PostgreSQL
驅動串連MaxCompute Lightning服務。

1. 下載並安裝SQL Workbench/J 。

2. 啟動SQL Workbench/J，建立資料庫連接。

選擇PostgreSQL驅動，串連MaxCompute項目所對應的Lightning URL地址，同時輸入訪問使用者的使用
者名和密碼，即Access Key ID和Access Key Secret。

您也可通過擴充屬性（Extended Properit ies）設定ssl取值為true。

3. 串連後，在Workbench工作區查看MaxCompute項目的表資料、查詢分析。

5.4.1.3. 常見工具的串連5.4.1.3. 常見工具的串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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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ql工具串連psql工具串連
psql是PostgreSQL的一個命令列互動式用戶端工具，在本機安裝PostgreSQL資料庫將預設安裝psql用戶
端。

通過psql在命令列下可以串連MaxCompute Lightning，文法與串連PostgreSQL資料庫一致。

psql -h <endpoint> -U <userid> -d <databasename> -p <port>

參數說明：

<endpoint>：MaxCompute Lightning的Endpoint，詳情請參見訪問網域名稱。

<userid>：訪問使用者Access Key ID。

<databasename>：Maxcompute項目名。

<port>：443

執行後，在psql密碼提示符處，輸入<userid>使用者的密碼，即訪問使用者的Access Key Secret。

樣本如下：

說明 說明 psql預設優先通過ssl方式串連。

Tableau DesktopTableau Desktop
使用BI工具，選擇PostgreSQL資料來源，配置串連。

配置串連時，需勾選需要SSL需要SSL。

登入後，通過Tableau建立工作表進行可視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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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說明 為了獲得更好的效能和體驗，建議您使用Tableau支援的TDC檔案方式，對Lightning資料來
源進行串連定製最佳化。具體操作如下：

1. 將如下xml內容儲存為postgresql.tdc檔案。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 <connection-customization class='postgres' 
enabled='true' version='8.10'> <vendor name='postgres'/> <driver name='postgres'/> 
<customizations> <customization name='CAP_CREATE_TEMP_TABLES' value='no' /> <custom
ization name='CAP_STORED_PROCEDURE_TEMP_TABLE_FROM_BUFFER' value='no' /> <customiza
tion name='CAP_CONNECT_STORED_PROCEDURE' value='no' /> <customization name='CAP_SEL
ECT_INTO' value='no' /> <customization name='CAP_SELECT_TOP_INTO' value='no' /> <cu
stomization name='CAP_ISOLATION_LEVEL_SERIALIZABLE' value='yes' /> <customization n
ame='CAP_SUPPRESS_DISCOVERY_QUERIES' value='yes' /> <customization name='CAP_SKIP_C
ONNECT_VALIDATION' value='yes' /> <customization name='CAP_ODBC_TRANSACTIONS_SUPPRE
SS_EXPLICIT_COMMIT' value='yes' /> <customization name='CAP_ODBC_TRANSACTIONS_SUPPR
ESS_AUTO_COMMIT' value='yes' /> <customization name='CAP_ODBC_REBIND_SKIP_UNBIND' v
alue='yes' /> <customization name='CAP_FAST_METADATA' value='no' /> <customization 
name='CAP_ODBC_METADATA_SUPPRESS_SELECT_STAR' value='yes' /> <customization name='C
AP_ODBC_METADATA_SUPPRESS_EXECUTED_QUERY' value='yes' /> <customization name='CAP_O
DBC_UNBIND_AUTO' value='yes' /> <customization name='SQL_TXN_CAPABLE' value='0' /> 
<customization name='CAP_ODBC_CURSOR_FORWARD_ONLY' value='yes' /> <customization na
me='CAP_ODBC_TRANSACTIONS_COMMIT_INVALIDATES_PREPARED_QUERY' value='yes' /> </custo
mizations> </connection-customization> 

2. 將檔案儲存到\My Documents\My Tableau Repository\Datasources目錄下。如果是Tableau
Server，Windows下請儲存在C:\ProgramData\Tableau\Tableau Server\data\tabsvc\vizqlserve
r\Datasources，Linux下請儲存在/var/opt/tableau/tableau_server/data/tabsvc/vizqlserver/Da
tasources/。

3. 重新開啟Tableau，使用PostgreSQL資料來源串連MaxCompute Lightning服務。關於tdc檔案定製
資料來源的更多內容，請參見Tableau官方協助文檔。

帆軟Report帆軟Report
1. 開啟帆軟Report，選擇伺服器伺服器 >  > 定義資料庫連接定義資料庫連接。

2. 添加JDBC串連。

參數說明如下：

參數 說明

資料庫 Postgre

磁碟機 帆軟Report內建的org.postgresql.Driver

URL

 jdbc:postgresql://<MaxCompute Lightning Endpoint>:443/<Project
_Name>?ssl=true&prepareThreshold=0 

例如：  jdbc:postgresql://lightning.cn-shanghai.maxcompute.aliyun
.com:443/lightning_demo?ssl=true&prepareThreshold=0 

使用者名/密碼 訪問使用者的Access Key ID和Access Key Sec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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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文法查詢文法
MaxCompute Lightning查詢引擎基於PostgreSQL 8.2，當前僅支援對已有MaxCompute表進行SELECT查
詢，相關文法參見PostgreSQL官方文檔。

函數函數
MaxCompute Lightning查詢引擎基於PostgreSQL 8.2提供內建函數，請參見 PostgreSQL官方文檔。

在PostgreSQL官方函數基礎上，MaxCompute Lightning補充了以下內建函數。

MAX_PTMAX_PT

命令格式命令格式

 max_pt(table_full_name) 

命令說明命令說明

對於分區的表，此函數返回該分區表的一級分區的最大值，按字母排序，且該分區下有對應的資料檔案。

參數說明參數說明

table_full_name：String類型，用於指定表名（必須攜帶project名稱，例如prj.src），您必須對此表有讀
許可權。

傳回值傳回值

返回最大的一級分區的值。

樣本樣本

假設tbl為分區表，對應分區如下，且都包含資料檔案：

pt =‘20120901’ pt =‘20120902’

則以下語句中分區max_pt傳回值為‘20120902’，MaxCompute SQL語句讀出pt=‘20120902’分區下的資
料。

 select * from tbl where pt=max_pt('myproject.tbl'); 

查看運行中的查詢查看運行中的查詢
Lightning為使用者提供了一個系統檢視表表stv_recents，通過查詢該表能夠擷取目前使用者正在執行中的
所有查詢作業，查看這些作業的ID、使用者、SQL語句、發起開始時間、已耗用時間、是否等待資源（t為等
待資源未執行，f為擷取資源並執行中）等資訊。

執行查詢命令：

select * from stv_recents;

查詢結果如下所示：

取消正在啟動並執行查詢取消正在啟動並執行查詢

5.4.2. SQL參考5.4.2. SQL參考

5.4.3. 查看作業5.4.3. 查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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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查詢stv_recents獲得運行中查詢的資訊，如果想要取消某個查詢，可以執行下述語句：

select cancel('query_id');

其中的query_id，是運行中查詢的query_id資訊，樣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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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Compute Graph 是一套面向迭代的圖計算處理架構。圖計算作業使用圖進行建模，圖由點（Vertex）和
邊（Edge）組成，點和邊包含權值（Value）。

MaxCompute Graph 支援以下圖編輯操作：

修改點或邊的權值。

增加/刪除點。

增加/刪除邊。

說明 說明 編輯點和邊時，點與邊的關係需要您來維護。

通過迭代對圖進行編輯、演化，最終求解出結果，典型應用有：PageRank，單源最短距離演算法 ，K-均值聚類
演算法 等。您可以使用 MaxCompute Graph 提供的介面 Java SDK 編寫圖計算程式。

Graph 資料結構Graph 資料結構
MaxCompute Graph 能夠處理的圖必須是是一個由點（Vertex）和邊（Edge）組成的有向圖。由於
MaxCompute 僅提供二維表的儲存結構，因此需要您自行將圖資料分解為二維表格式儲存在 MaxCompute
中。

在進行圖計算分析時，使用自訂的 GraphLoader 將二維表資料轉換為 MaxCompute Graph 引擎中的點和
邊。至於如何將圖資料分解為二維表格式，您可以根據自身的業務情境做決定。

點的結構可以簡單表示為 < ID, Value, Halted, Edges >，分別表示點標識符（ID），權值（Value），狀態
（Halted, 表示是否要停止迭代），出邊集合（Edges，以該點為起始點的所有邊列表）。邊的結構可以簡單
表示為 <DestVertexID，Value >，分別表示目標點（DestVertexID）和權值（Value）。

例如，上圖由下面的點組成：

Vertex <ID, Value, Halted, Edges>

v0 <0, 0, false, [ <1, 5 >, <2, 10 > ] >

v1 <1, 5, false, [ <2, 3>, <3, 2>, <5, 9>]>

v2 <2, 8, false, [<1, 2>, <5, 1 >]>

v3 <3, Long.MAX_VALUE, false, [<0, 7>, <5, 6>]>

v5 <5, Long.MAX_VALUE, false, [<3, 4 > ]>

Graph 程式邏輯Graph 程式邏輯
圖載入圖載入

圖載入：架構調用您自訂的 GraphLoader，將輸入表的記錄解析為點或邊。

分布式化：架構調用您自訂的 Part it ioner 對點進行分區（預設分區邏輯：點 ID 雜湊值，然後對 Worker 數模
數），分配到相應的Worker。

6.圖模型6.圖模型
6.1. 圖模型概述6.1. 圖模型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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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上圖假設 Worker 數是 2，那麼 v0，v2 會被分配到 Worker0，因為 ID 對 2 模數結果為 0，而
v1，v3，v5 將被分配到 Worker1，ID 對 2 模數結果為 1。

迭代計算迭代計算

一次迭代為一個 超步（SuperSt ep）超步（SuperSt ep），遍曆所有非結束狀態（Halted 值為 false）的點或者收到訊息的
點（處於結束狀態的點收到資訊會被自動喚醒），並調用其 compute(ComputeContext  context,
Iterable messages) 方法。

在您實現的 compute(ComputeContext  context, Iterable messages) 方法中：

處理上一個超步發給當前點的訊息（Messages）。

根據需要對圖進行編輯：

修改點/邊的取值。

發送訊息給某些點。

增加/刪除點或邊。

通過 Aggregator 匯總資訊到全域資訊。

設定當前點狀態，結束或非結束狀態。

迭代進行過程中，架構會將訊息以非同步方式發送到對應 Worker，並在下一個超步進行處理，您無需
關心。

迭代終止迭代終止

滿足以下任意一條，迭代即終止。

所有點處於結束狀態（Halted 值為 true）且沒有新訊息產生。

達到最大迭代次數。

某個 Aggregator 的 terminate 方法返回 true。

虛擬碼描述如下所示：

// 1. load for each record in input_table { GraphLoader.load(); } // 2. setup WorkerCompute
r.setup(); for each aggr in aggregators { aggr.createStartupValue(); } for each v in vertic
es { v.setup(); } // 3. superstep for (step = 0; step < max; step ++) { for each aggr in ag
gregators { aggr.createInitialValue(); } for each v in vertices { v.compute(); } } // 4. cl
eanup for each v in vertices { v.cleanup(); } WorkerComputer.cleanup();

本文將以SSSP演算法為例，為您介紹如何提交Graph作業。

Graph作業的提交方式與MapReduce基本相同。如果您使用Maven，可以從Maven庫中搜尋  odps-sdk-
graph 擷取不同版本的Java SDK，相關配置資訊如下所示：

<dependency> <groupId>com.aliyun.odps</groupId> <artifactId>odps-sdk-graph</artifactId> <ve
rsion>0.20.7</version> </dependency>

操作步驟操作步驟
1. 進入console並運行odpscmd。

2. 建立輸入表和輸出表 。

6.2. 編寫Graph6.2. 編寫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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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table sssp_in (v bigint, es string); create table sssp_out (v bigint, l bigint);

建立表的更多語句請參見表操作。

3. 上傳資料。

本機資料的內容如下：

1 2:2,3:1,4:4 2 1:2,3:2,4:1 3 1:1,2:2,5:1 4 1:4,2:1,5:1 5 3:1,4:1

以空格鍵做兩列的分隔字元，執行Tunnel命令上傳資料。

tunnel u -fd " " sssp.txt sssp_in;

4. 編寫SSSP樣本。

根據Graph開發外掛程式的介紹，本地編譯、調試SSSP演算法樣本。本樣本中假設代碼被打包為odps-grap
h-example-sssp.jar。

說明 說明 僅需要將SSSP代碼打包即可，不需要同時將SDK打入 odps-graph-example-
sssp.jar中。

5. 添加Jar資源。

add jar $LOCAL_JAR_PATH/odps-graph-example-sssp.jar;

說明 說明 建立資源的介紹請參見 資源操作。

6. 運行SSSP。

jar -libjars odps-graph-example-sssp.jar -classpath $LOCAL_JAR_PATH/odps-graph-example-
sssp.jar com.aliyun.odps.graph.example.SSSP 1 sssp_in sssp_out;

Jar命令用於運行MaxCompute Graph作業，用法與MapReduce作業的運行命令完全一致。

Graph作業執行時命令列會列印工作執行個體ID，執行進度，結果Summary等。

輸出樣本如下所示：

ID = 20130730160742915gl205u3 2013-07-31 00:18:36 SUCCESS Summary: Graph Input/Output T
otal input bytes=211 Total input records=5 Total output bytes=161 Total output records=
5 graph_input_[bsp.sssp_in]_bytes=211 graph_input_[bsp.sssp_in]_records=5 graph_output_
[bsp.sssp_out]_bytes=161 graph_output_[bsp.sssp_out]_records=5 Graph Statistics Total e
dges=14 Total halted vertices=5 Total sent messages=28 Total supersteps=4 Total vertice
s=5 Total workers=1 Graph Timers Average superstep time (milliseconds)=7 Load time (mil
liseconds)=8 Max superstep time (milliseconds) =14 Max time superstep=0 Min superstep t
ime (milliseconds)=5 Min time superstep=2 Setup time (milliseconds)=277 Shutdown time (
milliseconds)=20 Total superstep time (milliseconds)=30 Total time (milliseconds)=344 O
K

說明 說明 如果您需要使用Graph功能，直接開通提交圖計算作業即可。

相關文檔相關文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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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jkstra 演算法是求解有向圖中單源最短距離（Single Source Shortest  Path，簡稱為 SSSP）的經典演算
法。

最短距離：對一個有權重的有向圖 G=(V,E)，從一個源點 s 到匯點 v 有很多重路徑，其中邊權和最小的路
徑，稱從 s 到 v 的最短距離。

演算法基本原理，如下所示：

初始化：源點 s 到 s 自身的距離（d[s]=0），其他點 u 到 s 的距離為無窮（d[u]=∞）。

迭代：若存在一條從 u 到 v 的邊，那麼從 s 到 v 的最短距離更新為：d[v]=min(d[v], d[u]+weight(u, v))，直
到所有的點到 s 的距離不再發生變化時，迭代結束。

由演算法基本原理可以看出，此演算法非常適合使用 MaxCompute Graph 程式進行求解：每個點維護到源
點的當前最短距離值，當這個值變化時，將新值加上邊的權值發送訊息通知其鄰接點，下一輪迭代時，鄰接
點根據收到的訊息更新其當前最短距離，當所有點當前最短距離不再變化時，迭代結束。

程式碼範例程式碼範例
單源最短距離的代碼，如下所示：

import java.io.IOException;
import com.aliyun.odps.io.WritableRecord;
import com.aliyun.odps.graph.Combiner;
import com.aliyun.odps.graph.ComputeContext;
import com.aliyun.odps.graph.Edge;
import com.aliyun.odps.graph.GraphJob;
import com.aliyun.odps.graph.GraphLoader;
import com.aliyun.odps.graph.MutationContext;
import com.aliyun.odps.graph.Vertex;
import com.aliyun.odps.graph.WorkerContext;
import com.aliyun.odps.io.LongWritable;
import com.aliyun.odps.data.TableInfo;
public class SSSP {
  public static final String START_VERTEX = "sssp.start.vertex.id";
  public static class SSSPVertex extends
      Vertex<LongWritable, LongWritable, LongWritable, LongWritable> {
    private static long startVertexId = -1;
    public SSSPVertex() {
      this.setValue(new LongWritable(Long.MAX_VALUE));
    }
    public boolean isStartVertex(
        ComputeContext<LongWritable, LongWritable, LongWritable, LongWritable> context) {
      if (startVertexId == -1) {
        String s = context.getConfiguration().get(START_VERTEX);
        startVertexId = Long.parseLong(s);
      }
      return getId().get() == startVertexId;
    }
    @Override
    public void compute(
        ComputeContext<LongWritable, LongWritable, LongWritable, LongWritable> context,
        Iterable<LongWritable> messages) throws IOException {

6.3. 樣本程式6.3. 樣本程式
6.3.1. 單源最短距離6.3.1. 單源最短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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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rable<LongWritable> messages) throws IOException {
      long minDist = isStartVertex(context) ? 0 : Integer.MAX_VALUE;
      for (LongWritable msg : messages) {
        if (msg.get() < minDist) {
          minDist = msg.get();
        }
      }
      if (minDist < this.getValue().get()) {
        this.setValue(new LongWritable(minDist));
        if (hasEdges()) {
          for (Edge<LongWritable, LongWritable> e : this.getEdges()) {
            context.sendMessage(e.getDestVertexId(), new LongWritable(minDist
                + e.getValue().get()));
          }
        }
      } else {
        voteToHalt();
      }
    }
    @Override
    public void cleanup(
        WorkerContext<LongWritable, LongWritable, LongWritable, LongWritable> context)
        throws IOException {
      context.write(getId(), getValue());
    }
  }
  public static class MinLongCombiner extends
      Combiner<LongWritable, LongWritable> {
    @Override
    public void combine(LongWritable vertexId, LongWritable combinedMessage,
        LongWritable messageToCombine) throws IOException {
      if (combinedMessage.get() > messageToCombine.get()) {
        combinedMessage.set(messageToCombine.get());
      }
    }
  }
  public static class SSSPVertexReader extends
      GraphLoader<LongWritable, LongWritable, LongWritable, LongWritable> {
    @Override
    public void load(
        LongWritable recordNum,
        WritableRecord record,
        MutationContext<LongWritable, LongWritable, LongWritable, LongWritable> context)
        throws IOException {
      SSSPVertex vertex = new SSSPVertex();
      vertex.setId((LongWritable) record.get(0));
      String[] edges = record.get(1).toString().split(",");
      for (int i = 0; i < edges.length; i++) {
        String[] ss = edges[i].split(":");
        vertex.addEdge(new LongWritable(Long.parseLong(ss[0])),
            new LongWritable(Long.parseLong(ss[1])));
      }
      context.addVertexRequest(verte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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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IOException {
    if (args.length < 2) {
      System.out.println("Usage: <startnode> <input> <output>");
      System.exit(-1);
    }
    GraphJob job = new GraphJob();
    job.setGraphLoaderClass(SSSPVertexReader.class);
    job.setVertexClass(SSSPVertex.class);
    job.setCombinerClass(MinLongCombiner.class);
    job.set(START_VERTEX, args[0]);
    job.addInput(TableInfo.builder().tableName(args[1]).build());
    job.addOutput(TableInfo.builder().tableName(args[2]).build());
    long startTime = System.currentTimeMillis();
    job.run();
    System.out.println("Job Finished in "
        + (System.currentTimeMillis() - startTime) / 1000.0 + " seconds");
  }
}

上述代碼，說明如下：

第 19 行：定義 SSSPVertex ，其中：

點值表示該點到源點 startVertexId 的當前最短距離。

compute() 方法使用迭代公式：d[v]=min(d[v], d[u]+weight(u, v)) 更新點值。

cleanup() 方法把點及其到源點的最短距離寫到結果表中。

第 58 行：當點值沒發生變化時，調用 voteToHalt() 告訴架構該點進入 halt  狀態，當所有點都進入 halt
狀態時，計算結束。

第 70 行：定義 MinLongCombiner，對發送給同一個點的訊息進行合并，最佳化效能，減少記憶體佔用。

第 83 行：定義 SSSPVertexReader 類，載入圖，將表中每一條記錄解析為一個點，記錄的第一列是點標
識，第二列儲存該點起始的所有的邊集，內容如：2:2，3:1，4:4。

第 106 行：主程式（main 函數），定義 GraphJob，指定 Vertex/GraphLoader/Combiner 等的實現，指
定輸入輸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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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view 是 MaxCompute Job 提交後查看和 Debug 任務的工具。

通過 Logview 可看到一個 Job 的如下內容：

任務的運行狀態。

任務的運行結果。

任務的細節和每個步驟的進度。

Job 提交到 MaxCompute 後，會產生 Logview 的連結，您可以直接在瀏覽器上開啟 Logview 連結，進入查
看 Job 的資訊，每個 Job 的 Logview 頁面的有效期間為一周。

Logview 功能組件Logview 功能組件
下面結合具體的 Logview Web UI 介面，為您介紹每個組件的含義。

Logview 的首頁分成上下兩部分：

Instance 資訊。

Task 資訊。

Inst ance 資訊Inst ance 資訊

Logview 首頁中，上半部分是您提交的 SQL 產生的 MaxCompute Instance，每個 SQL 提交後會產生唯一的
ID。Latency 指運行總共消耗的時間，其他頁面的 latency 含義類似。下面重點介紹 Status。

Status 包含四種狀態：

Waiting：說明當前作業正在 MaxCompute 中處理，並沒有提交到 Fuxi 中運行。

Wait ing List  : n 說明作業已提交到 Fuxi 並在 Fuxi 中排隊，在隊列中處於第 n 位。

Running：作業在 Fuxi 中運行。

Terminated：作業已結束，此時無隊列資訊。

其中非 Terminated 狀態都可以單擊查看詳細隊列資訊。

單擊 Status 查看隊列詳細資料：

Sub Status：表示當前子狀態資訊。

WaitPos：表示排隊位置，如果是  0 表示正在運行，如果為  - 表示尚未到 Fuxi。

QueueLength：表示 Fuxi 中總的隊列長度。

Total Priority：表示作業運行時經過系統判斷後授予的優先順序。

SubStatus History：單擊後，可以查看作業執行的詳細曆史狀態，包含狀態代碼、狀態原因、開始時間、
期間等（某些版本暫時無曆史資訊）。

T ask 資訊T ask 資訊

Logview 首頁中，下半部分是該 task 的說明，下面重點說明 Result  與 Detail。

Result：

在 Job 運行結束後，可以看到運行結果，如一條 select  SQL 的結果，如下圖所示：

7.Job運行資訊查看7.Job運行資訊查看
7.1. Logview7.1. Log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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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

一個 Job 在運行中和結束後，均可以單擊 Det ail Det ail 來查看任務啟動並執行具體情況。

一個 MaxCompute Task 由一個或者多個 Fuxi Job 組成。例如當您的 SQL 任務十分複雜時，MaxCompute
會向 Fuxi 提交多個 Fuxi Job。

每個 Fuxi Job 由一個或者多個 Fuxi Task 組成。簡單的 MapReduce 通常會產生兩個 Fuxi Task，一個是
Map，一個是 Reduce，您會見到兩個 Fuxi Task 的名字分別為 M1 和 R2，當 SQL 比較複雜時，可能會產
生多個 Fuxi Task，如上圖所示。

在每個 Task 中，可以看到 Task 的名字，對於 M1，表示這是一個 Map task，R5_4 中的 4 表示它依賴 J4
執行結束才能開始執行。同理，J4_1_2_3 表示 Join4 這個階段要依賴 M1、M2、M3 三個 task 完全成才能
啟動運行。

I/O Records 表示這個 task 的輸入和輸出的 records 數。

單擊任一 Fuxi Task，可查看 Fuxi Instance 內容，如下圖所示：

每個 Fuxi Task 由一個或者多個 Fuxi Instance 組成，當您的輸入資料量變大時，MaxCompute 會在每個
Task 啟動更多的節點來處理資料。每個節點就是一個 Fuxi Instance。雙擊 Fuxi Task 最右邊一欄 查看查看，或者
直接雙擊該行，就可以開啟具體的 Fuxi Instance 資訊。

在頁面的下方，Logview 為不同階段的 Instance 進行了分組，查看出錯的節點可以選擇 Failed 欄。

在 StdOut 和 StdErr 兩欄中，可以查看標準輸出和標準錯誤資訊，您自己列印的資訊也可以在這裡查看。

通過 Logview 進行問題排查通過 Logview 進行問題排查
出錯的任務出錯的任務

當有任務出錯時，您可以在 Logview 頁面的 Result  中看到錯誤的提示資訊，也可以在 Detail 頁面中通過
Fuxi Instance 的 stderr，查看具體某個 Instance 出錯的資訊。

資料扭曲資料扭曲

運行緩慢有時是由於在某個 Fuxi Task 的所有 Fuxi Instance 中，有個別 Instance 形成長尾造成，長尾的現
象就是同一個 Task 內任務分配不均。這時可以在任務運行完後，在 Summay 標籤頁中看運行結果。在每
個 Task 中都可以看到形如這樣的輸出：

output records:
R2_1_Stg1: 199998999  (min: 22552459, max: 177446540, avg: 99999499)

在這裡如果看到 min 和 max 相差很大，就說明在這一階段出現了資料扭曲。比如在 Join 時，某個欄位中
有一個值出現的比例很高，在這一欄位上做 Join 就會出現資料扭曲。

MaxCompute 編譯器基於 MaxCompute2.0 新一代的 SQL 引擎，顯著提升了 SQL 語言編譯過程的易用性與
語言的表達能力。本文將為您介紹編譯器的易用性改進。

編譯器的易用性改進編譯器的易用性改進
為了充分展示 MaxCompute 編譯器的易用性改進，推薦您配合使用 MaxCompute Studio。

首先，請 安裝 MaxCompute Studio，添加 MaxCompute 項目並建立工程，然後建立 MaxCompute 指令檔，
如下所示：

由上圖可以發現以下問題：

7.2. 巧用MaxCompute編譯器的錯誤和警告7.2. 巧用MaxCompute編譯器的錯誤和警告

大数据计算服务 開發··Job運行資訊查看

> Document  Version: 20220331 147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50892.htm#t12117.html


第一個 insert  語句中 wm_concat 函數使用有錯誤。

第二個 insert  語句中有一個錯誤和一個警告，錯誤是列名寫錯了，警告則是 MaxCompute 中，比較
Bigint  與 Double 時，會隱式轉換為 Double。因為從 String 到 Double 是有可能在運行時導致錯誤的轉
換，所以 MaxCompute 編譯器會在此警告，請您確定此行為是否是您希望的。

滑鼠停止在錯誤或者警告上，會直接提示具體錯誤或者警告資訊。如果您不修改錯誤，直接提交，會被
MaxCompute Studio 阻攔，如下圖所示：

所以，請您按照提示修改錯誤和警告，如下所示：

修改完畢後，再次提交指令碼，便可以順暢運行。

您也可以通過 MaxCompute Studio 把所有警告都設定為錯誤，如下圖所示：

通過以上設定，可以保證不會不小心漏掉任何有可能的錯誤。

建議您在提交任何指令碼之前，都使用 MaxCompute Studio 對指令碼進行靜態編譯檢查，並強烈推薦將警
告設定為錯誤，在提交前修改所有的警告，這樣可以避免浪費時間和資源。另外，提交有錯誤的指令碼會被
扣您的計算健康分，導致以後提交任務的優先順序被下調，未來沒有修改的警告也會被納入到健康分體系，
所以使用 MaxCompute Compiler 和 Studio，可以永不降級。

警告中有很多情況是不安全的隱式類型轉換，如果確實是您想要的轉換，可以用 cast  (xxx as) 的方式消除警
告；如果覺得這麼寫麻煩，MaxCompute 編譯器還提供一種簡潔的方式（xxx），如上面修改過的指令碼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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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Compute Lightning是MaxCompute提供的互動式查詢服務，您需要先開通並建立MaxCompute項目方
可使用MaxCompute Lightning。

MaxCompute Lightning服務目前處於公測階段，未對全網使用者開放。

商業化後，預設為MaxCompute項目開通MaxCompute Lightning服務。

8.開通Lightning服務8.開通Lightning服務

大数据计算服务 開發··開通Light ning服務

> Document  Version: 20220331 149


	1.常用命令
	1.1. 常用命令概述
	1.2. 函數操作

	2.SQL
	2.1. SQL概述
	2.2. DDL語句
	2.2.1. 分區/列操作
	2.2.2. 生命週期操作
	2.2.3. 視圖操作

	2.3. INSERT操作
	2.3.1. 輸出到動態分區（DYNAMIC PARTITION）

	2.4. SELECT操作
	2.4.1. Select文法介紹
	2.4.2. Select語序
	2.4.3. 子查詢
	2.4.4. UNION ALL/UNION [DISTINCT]
	2.4.5. JOIN操作
	2.4.6. SEMI JOIN
	2.4.7. MAPJOIN HINT
	2.4.8. HAVING子句
	2.4.9. Select Transform文法

	2.5. SQL增强操作
	2.5.1. Explain

	2.6. 內建函數
	2.6.1. 視窗函數
	2.6.2. 字串函數
	2.6.3. 其他函數

	2.7. UDF
	2.7.1. UDF概述
	2.7.2. UDF
	2.7.2.1. Java UDF
	2.7.2.2. Python UDF
	2.7.2.3. Python UDF使用樣本


	2.8. 附錄
	2.8.1. 運算子
	2.8.2. 逸出字元
	2.8.3. LIKE字元匹配
	2.8.4. 類型轉換


	3.MapReduce
	3.1. 概要
	3.1.1. MapReduce概述

	3.2. 編寫MapReduce
	3.3. 功能介紹
	3.3.1. 基本概念
	3.3.2. 作業提交
	3.3.3. 輸入與輸出
	3.3.4. 資源使用
	3.3.5. 本地運行

	3.4. 樣本程式
	3.4.1. WordCount樣本

	3.5. Java SDK
	3.5.1. 原生SDK概述
	3.5.2. Java沙箱


	4.處理非結構化資料
	4.1. 访问外部表
	4.1.1. 訪問OSS非結構化資料
	4.1.2. 處理OSS的開源格式資料

	4.2. 訪問OTS非結構化資料
	4.3. 处理外部表数据

	5.Lightning
	5.1. Lightning概述
	5.2. 訪問網域名稱
	5.3. 約束與限制
	5.4. 使用说明
	5.4.1. 通過JDBC串連服務
	5.4.1.1. JDBC驅動程式
	5.4.1.2. 配置JDBC串連
	5.4.1.3. 常見工具的串連

	5.4.2. SQL參考
	5.4.3. 查看作業


	6.圖模型
	6.1. 圖模型概述
	6.2. 編寫Graph
	6.3. 樣本程式
	6.3.1. 單源最短距離


	7.Job運行資訊查看
	7.1. Logview
	7.2. 巧用MaxCompute編譯器的錯誤和警告

	8.開通Lightning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