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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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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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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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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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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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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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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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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危险

重置操作将丢失用户配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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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警告

重启操作将导致业务中断，恢复业务
时间约十分钟。

 注意注意 用于警示信息、补充说明等，是用户必须
了解的内容。

 注意注意

权重设置为0，该服务器不会再接受新
请求。

 说明说明 用于补充说明、最佳实践、窍门等，不是
用户必须了解的内容。

 说明说明

您也可以通过按Ct rl+A选中全部文
件。

> 多级菜单递进。 单击设置设置> 网络网络> 设置网络类型设置网络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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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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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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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 ance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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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或者 {a|b} 表示必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swit ch {act ive|s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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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您介绍使用MaxCompute前需要完成的工作规划及准备工作操作流程。

准备工作规划准备工作规划
在开始使用MaxCompute前，您需要提前规划如下信息后再按照操作流程执行操作。

准备项 说明

用户
规划使用MaxCompute产品的人员名单，以便于准备阿里云账号或RAM用
户。阿里云账号与RAM用户的区别，请参见阿里云账号与RAM用户的操作区
别。

MaxCompute项目
根据业务诉求，规划待创建的MaxCompute项目的归属地域、计费模式、采
用的数据类型版本等信息，以便于创建MaxCompute项目。

角色与权限
根据权限最小化原则，规划用户角色和权限。权限列表信息，请参见权限列
表。

环境及工具

根据业务诉求，选择合适的工具。更多工具信息，请参见工具列表。使用工具
过程中，您需要通过访问域名（Endpoint）连接MaxCompute，请根据购买
的MaxCompute地域及网络连接方式选择正确的Endpoint。更多Endpoint信
息，请参见Endpoint。

操作流程操作流程
准备工作的基本操作流程如下。

流程 说明

步骤一：准备阿里云账号 创建阿里云账号并实名认证。

步骤二：（可选）准备RAM用户
当需要其他用户协同开发时，需要创建RAM用户并将RAM用户信息转交其他用
户。

步骤三：开通MaxCompute和
DataWorks

开通MaxCompute服务和DataWorks服务。

步骤四：创建MaxCompute项目 您需要创建MaxCompute项目后，才可以基于项目使用MaxCompute。

步骤五：（可选）添加工作空间成员
并设置角色

当需要其他用户协同使用MaxCompute时，需要将RAM用户添加至目标工作
空间内。

步骤六：准备环境及安装工具
在正式开始使用MaxCompute前，需要准备工具及环境信息，确保后续作业
可以正常运行。

1.概述1.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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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MaxCompute产品前，您需要准备好阿里云账号。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阿里云账号并完成账号相关
准备工作。

步骤一：注册阿里云账号步骤一：注册阿里云账号
1. 打开阿里云官网。

2. 在阿里云官网右上角，单击免费注册免费注册。

3. 在注册账号注册账号页面，按照操作提示完成账号注册。

创建成功的阿里云账号，会作为阿里云系统识别的资源消费账户，阿里云账号拥有该账户的所有权限。

注意 注意 为保证账号和密码的安全性，请勿借给他人使用，并定期更新密码。为保证账号和密码的安全性，请勿借给他人使用，并定期更新密码。

步骤二：阿里云账号实名认证步骤二：阿里云账号实名认证
为保证后续操作顺利进行，请务必完成实名认证操作。为保证后续操作顺利进行，请务必完成实名认证操作。阿里云账号需要进行实名制认证后，才可以购买
和使用阿里云的产品。

1. 进入账号管理页面。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实名认证实名认证，按照操作提示完成账号实名认证。

步骤三：创建访问密钥AccessKey步骤三：创建访问密钥AccessKey
为保证后续作业可以顺利运行，您需要创建一个运行密钥AccessKey。该密钥与注册阿里云账号时设置的账
号、密码不同，主要用于在阿里云各产品间互相认证使用权限。AccessKey包括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两部分。

1. 进入AccessKey管理页面。

2. 在AccessKey管理AccessKey管理页面，单击创建AccessKey创建AccessKey，系统会自动创建AccessKey。

3. 在创建AccessKey创建AccessKey对话框中，单击 或 图标，保存创建的AccessKey信息，并单击关闭关闭。

您还可以在AccessKey管理AccessKey管理页面，查看已经创建的AccessKey的状态，并对其执行禁用、删除操作。

注意注意

为保证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 的安全性，请勿借给他人使用，一旦有泄漏为保证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 的安全性，请勿借给他人使用，一旦有泄漏
的风险，请及时禁用或更新AccessKey。的风险，请及时禁用或更新AccessKey。

AccessKey只在创建时显示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不提供查询功能，请妥善保
管。

禁用AccessKey后，使用该AccessKey的服务将运行失败并报错，请谨慎操作。如果
AccessKey状态变更，需要及时关注使用该AccessKey的产品和服务。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如果希望添加其他人员共同使用MaxCompute，您还需要创建RAM用户进行安全管控。更多创建RAM用户
信息，请参见准备RAM用户。

如果仅您本人使用MaxCompute，请开通MaxCompute。更多开通MaxCompute信息，请参见开通
MaxCompute和DataWorks。

2.准备阿里云账号2.准备阿里云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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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推荐您创建RAM用户，并通过RAM用户使用MaxCompute，为处理因业务增长可能会产生
的权限管控问题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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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产生项目数据安全性问题，推荐您创建RAM用户并交由其他用户使用，实现对参与MaxCompute项目
的人员权限进行严格把控。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RAM用户。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创建阿里云账号。

更多创建阿里云账号操作，请参见准备阿里云账号。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RAM用户归属于阿里云账号，本身不拥有资源，也没有独立的计量计费机制。

RAM用户在阿里云各产品中操作产生的费用，将在RAM用户归属的阿里云账号下统一计费。

操作流程操作流程
1. 步骤一：创建RAM用户

基于RAM产品，通过阿里云账号创建RAM用户账号。

2. 步骤二：创建访问密钥AccessKey

通过阿里云账号为RAM用户创建AccessKey，保证后续RAM用户提交的作业可以顺利运行。

3. （可选）步骤三：为RAM用户授权

为方便RAM用户使用DataWorks以可视化方式创建项目，阿里云账号需要授予RAM用
户AliyunDataWorksFullAccess权限。

4. 步骤四：将RAM用户账号交由其他用户使用

将新创建的RAM用户账号、AccessKey信息转交给其他用户。

步骤一：创建RAM用户步骤一：创建RAM用户
1. 使用阿里云账号登录RAM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身份管理身份管理 >  > 用户用户。

3. 在用户用户页面，单击创建用户创建用户。

4. 在创建用户创建用户页面的用户账号信息用户账号信息区域，输入登录名称登录名称和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说明 说明 单击添加用户添加用户，可一次性创建多个RAM用户。

5. 在访问方式访问方式区域，选择控制台访问控制台访问。

控制台访问控制台访问：设置控制台登录密码、重置密码策略和多因素认证策略。

Open API调用访问Open API调用访问：自动为RAM用户生成访问密钥（AccessKey），支持通过API或其他开发工具访
问阿里云。

6. 单击确定确定。

7. 在用户信息用户信息页面，单击下载CSV文件下载CSV文件或操作操作列的复制复制，保存RAM用户的登录名称和登录密码。

步骤二：创建访问密钥AccessKey步骤二：创建访问密钥AccessKey

3.准备RAM用户3.准备RAM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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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如果阿里云账号允许RAM用户自主管理AccessKey，RAM用户也可以自行创建AccessKey。更多
自主管理AccessKey操作，请参见设置RAM用户安全策略。

一个RAM用户下最多可以创建2个AccessKey。

1.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身份管理身份管理 >  > 用户用户。

2. 在用户用户页面，单击目标RAM用户名称。

3. 在用户AccessKey用户AccessKey区域，单击创建AccessKey创建AccessKey。

4. 在创建AccessKey创建AccessKey对话框，查看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

您可以单击下载CSV文件下载CSV文件，下载AccessKey信息。或者单击复制复制，复制AccessKey信息。

5. 单击关闭关闭。

您还可以在用户 AccessKey用户 AccessKey区域，查看已经创建的AccessKey的状态，并对其执行禁用、删除操作。

注意注意

为保证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 的安全性，请勿借给他人使用，一旦有泄漏为保证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 的安全性，请勿借给他人使用，一旦有泄漏
的风险，请及时禁用或更新AccessKey。的风险，请及时禁用或更新AccessKey。

AccessKey只在创建时显示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不提供查询功能，请妥善保
管。

禁用AccessKey后，使用该AccessKey的服务将运行失败并报错，请谨慎操作。如果
AccessKey状态变更，需要及时关注使用该AccessKey的产品和服务。

（可选）步骤三：为RAM用户授权（可选）步骤三：为RAM用户授权
1.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身份管理身份管理 >  > 用户用户。

2. 在用户用户页面，单击目标RAM用户操作操作列的添加权限添加权限。

3. 在添加权限添加权限面板，为RAM用户添加权限。

i. 选择授权应用范围。

整个云账号整个云账号：权限在当前阿里云账号内生效。

指定资源组指定资源组：权限在指定的资源组内生效。

说明 说明 指定资源组授权生效的前提是该云服务已支持资源组。更多信息，请参见支持资
源组的云服务。

ii. 输入被授权主体。

被授权主体即需要授权的RAM用户，系统会自动填入当前的RAM用户，您也可以添加其他RAM用
户。

iii. 选择权限策略。

说明 说明 每次最多绑定5条策略，如需绑定更多策略，请分次操作。

4. 在权限策略名称权限策略名称列表下单击AliyunDataWorksFullAccess权限，添加至已选择权限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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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如果后续RAM用户需要自主开通MaxCompute服务，需要阿里云账号授予RAM用
户AliyunBSSOrderAccess权限。

5. 单击确定确定。

6. 单击完成完成。

步骤四：将RAM用户账号交由其他用户使用步骤四：将RAM用户账号交由其他用户使用
将创建的RAM用户账号交由其他用户使用时，需要提供如下信息：

RAM用户登录链接。

打开RAM控制台，在概览概览页面右上角的账号管理账号管理区域中，用户登录地址用户登录地址即为RAM用户的登录链接。

RAM用户所属阿里云账号的域名。

打开RAM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的身份管理身份管理列表下单击设置设置，单击高级设置高级设置，即可获取默认域名默认域名和域别域别
名名。

RAM用户的账号和密码，即步骤一中保存的RAM用户登录名称和登录密码。

RAM用户的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即步骤二中创建的AccessKey。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准备好RAM用户后，即可开通MaxCompute服务，请参见开通MaxCompute和Data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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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要开通MaxCompute和DataWorks服务，才可以使用MaxCompute，并基于DataWorks以可视化方式创
建项目。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开通MaxCompute和DataWorks。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创建阿里云账号。

如果您是第一次使用阿里云大数据产品，推荐使用阿里云账号开通MaxCompute服务。更多创建阿里云账
号操作，请参见准备阿里云账号。

已创建RAM用户。

如果您需要以RAM用户身份开通MaxCompute，请确认已获取RAM用户账号并已授
予AliyunBSSOrderAccess权限。更多创建或获取RAM用户信息操作，请参见准备RAM用户。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阿里云官网。

2. 进入阿里云MaxCompute产品首页，单击立即购买立即购买。

3. 在购买页面，选择商品类型商品类型（计费方式）及地域地域，单击立即购买立即购买。

您可以根据业务量选择包年包月或按量计费规格。更多规格信息，请参见包年包月标准版和按量计费
标准版。

选择地域时，您需要考虑的最主要因素是MaxCompute与其他阿里云产品之间的关系。例如ECS所在
地域，数据所在地域。

4. 在确认订单确认订单页面，确认信息无误后，选中服务协议，单击立即开通立即开通，即可开通MaxCompute服务。

4.开通MaxCompute和DataWorks4.开通MaxCompute和DataWorks

大数据计算服务 准备工作··开通MaxComput e和Dat 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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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开通DataWorks服务，且DataWorks服务开通地域必须与MaxCompute服务开通地域保持一致。

更多开通DataWorks服务操作，请参见DataWorks购买指引。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开通MaxCompute服务后，您可以基于默认项目直接进入MaxCompute控制台，单击查询编辑查询编辑，快速运行
SQL语句。更多查询编辑操作，请参见MaxCompute控制台-查询编辑器。

您也可以创建新的项目空间，更多创建项目空间操作，请参见创建MaxCompute项目。

准备工作··开通MaxComput e和Dat aW
orks

大数据计算服务

11 > 文档版本：20220429

https://common-buy-intl.alibabacloud.com/?commodityCode=dide_create_post_intl#/buy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125776.htm#concept-1215588
https://workbench-intl.data.aliyun.com/consolenew?#/MCEngines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185240.htm#concept-1957319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27815.htm#task-zl2-mtx-5db


项目（Project）是MaxCompute的基本组织单元，是进行多用户隔离和访问控制的主要边界。您开通
MaxCompute服务后，需要通过项目使用MaxCompute。本文为您介绍如何通过MaxCompute控制台或
DataWorks创建MaxCompute项目。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阿里云账号或RAM用户已开通DataWorks服务和MaxCompute服务，且位于同一地域。

如果您需要以RAM用户身份创建MaxCompute项目，请确认已获取RAM用户账号并已授
予AliyunDataWorksFullAccess权限。

更多创建或获取RAM用户信息操作，请参见准备RAM用户。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RAM用户的权限范围有限制，推荐您使用阿里云账号创建MaxCompute项目后，通过授权操作为RAM用户授
予MaxCompute项目的相关操作权限。更多阿里云账号与RAM用户的权限区别，请参见用户和角色。更多授
权操作，请参见权限列表。

您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创建MaxCompute项目：

方式一（推荐）：通过MaxCompute控制台创建项目

MaxCompute控制台的项目管理和查询编辑功能由DataWorks实现，因此创建MaxCompute项目时，会先
创建DataWorks工作空间。DataWorks工作空间与MaxCompute项目的区分方式如下：

DataWorks工作空间：登录DataWorks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工作空间列表工作空间列表，您可以查看到
DataWorks工作空间名称。

MaxCompute项目：登录MaxCompute控制台，在项目管理项目管理页签，您可以查看到MaxCompute项目名
称及所属DataWorks工作空间名称。

方式二：通过DataWorks控制台创建项目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创建MaxCompute项目时，您需要注意：

使用阿里云账号创建MaxCompute项目后，您具备项目内所有内容的操作权限。任何人未经授权无法访问
该项目。

对于RAM用户创建的MaxCompute项目，RAM用户和归属的阿里云账号同时具备项目内所有内容的操作权
限。其他人未经授权无法访问该项目。

对于RAM用户创建的MaxCompute项目，为方便管理，MaxCompute会默认赋予RAM用户该项目的
Super_Administrator角色。如果DataWorks工作空间为标准模式，仅赋予RAM用户开发环境项目的
Super_Administrator角色。

通过MaxCompute控制台创建项目通过MaxCompute控制台创建项目
1. 登录MaxCompute控制台，在左上角选择地域。

5.创建MaxCompute项目5.创建MaxCompute项目

大数据计算服务 准备工作··创建MaxComput e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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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项目管理项目管理页签，单击创建项目创建项目。

3. 在创建工作空间创建工作空间面板，配置创建Dat aWorks工作空间创建Dat aWorks工作空间信息后，单击创建项目创建项目。

选项 参数 描述

工作空间名称工作空间名称

自定义工作空间名称。命名规则如下：

需全局唯一。

长度为3~28个字符。

以字母开头，且只能包含字母、下划线（_）和数字。

准备工作··创建MaxComput e项目 大数据计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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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显示名显示名
长度不能超过23个字符，以字母或中文开头，且只能包含中文、
字母、下划线（_）和数字。

模式模式

工作空间模式分为简单模式和标准模式：

简单模式：一个DataWorks工作空间对应一个MaxCompute项
目。无法设置开发和生产环境，只能进行简单的数据开发。无
法对数据开发流程以及资源权限进行强控制。

您可以基于DataWorks提供的成员管理功能为项目的其他成员
授权。

标准模式：一个DataWorks工作空间对应两个MaxCompute项
目。支持设置开发和生产双环境，提升代码开发规范。能够对
资源权限进行严格控制，禁止随意操作生产环境的资源，保证
生产环境中数据的安全性。

对于开发环境，您可以基于DataWorks提供的成员管理功能
为项目的其他成员授权。

对于生产环境，默认只有项目所有者（Project Owner）有
权限，如果项目其他成员需要读取生产环境的表，可以在
DataWorks的安全中心申请表权限。

如果项目其他成员需要拥有生产环境的所有权限，可以基于
DataWorks提供的MaxCompute高级配置功能，在自定义自定义
用户角色用户角色 页签，选择生产环境，并将生产环境的Admin角色
授予项目其他成员。

如果后续需要升级简单模式的工作空间为标准模式，或者了解升
级所产生的影响，请参见工作空间模式升级。

更多关于两种模式的区别信息，请参见简单模式和标准模式的区
别。

描述描述 工作空间的简单描述。

高级设置高级设置 能下载Select 结果能下载Select 结果
设置能否在DataWorks的数据开发界面，下载数据查询结果。如
果关闭能下载Select 结果能下载Select 结果 开关，无法下载数据查询结果。

选项 参数 描述

4. 在创建工作空间创建工作空间面板，配置创建MaxComput e项目创建MaxComput e项目信息后，单击确认创建确认创建，即可完成MaxCompute
项目创建。

大数据计算服务 准备工作··创建MaxComput e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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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实例显示名称实例显示名称
长度为3~28个字符，以字母开头，且只能包含字母、下划线（_）和数
字。

付费模式付费模式
选择MaxCompute的计费模式，与开通MaxCompute服务时选择的计费模
式保持一致。

配额组配额组
配额组用于实现计算资源和磁盘配额。更多配额组信息，请参
见MaxCompute管家。

MaxComput e数据类型MaxComput e数据类型
MaxCompute数据类型包含1.0数据类型1.0数据类型 、2.0数据类型2.0数据类型 和Hive兼容类Hive兼容类
型型 。您需要根据业务情况选择合适的数据类型版本，三种数据类型版本的
区别，请参见数据类型版本说明。

是否加密是否加密
指定创建的MaxCompute项目是否需要开启数据加密功能。更多数据加密
信息，请参见数据加密。

密钥密钥
项目空间使用的密钥类型，包含默认密钥（DataWorks Default Key）和
自带密钥（BYOK）。默认密钥（DataWorks Default Key）是
MaxCompute内部创建的默认密钥。

准备工作··创建MaxComput e项目 大数据计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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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算法 密钥支持的加密算法，包含AES256、AESCTR和RC4。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工作空间模式为简单模式时，默认与DataWorks工作空间的名称一致。工
作空间模式为标准模式时，生产环境的项目名称默认与DataWorks工作空
间的名称一致，开发环境的项目名称带_dev标识。

访问身份访问身份

开发环境项目的MaxCompute访问身份默认为任务负责人任务负责人 ，不可以修
改。

生产环境项目的MaxCompute访问身份包括阿里云主账号阿里云主账号 和阿里云子账阿里云子账
号号 。阿里云主账号阿里云主账号 即阿里云账号，阿里云子账号阿里云子账号 即RAM用户。

参数 描述

创建成功后，即可在项目管理项目管理页签查看新创建的MaxCompute项目。

通过DataWorks控制台创建项目通过DataWorks控制台创建项目
详细操作流程，请参见创建工作空间。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如果您需要其他RAM用户协助开发时，可以将RAM用户添加为MaxCompute项目成员并设置角色。更多添
加项目成员操作，请参见添加工作空间成员并设置角色。

如果您不需要添加项目成员，请准备MaxCompute项目开发环境并安装相应工具。更多准备环境及安装工
具操作，请参见准备环境及安装工具。

如果您需要删除创建的MaxCompute项目，请参见删除MaxCompute项目。

大数据计算服务 准备工作··创建MaxComput e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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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使用阿里云账号创建了MaxCompute项目，需要RAM用户协助开发时，可以将RAM用户添加为工作空
间成员并设置角色，RAM用户才可以协同开发。本文为您介绍如何为工作空间添加RAM用户及对应角色。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使用阿里云账号创建MaxCompute项目。

更多创建MaxCompute项目操作，请参见创建MaxCompute项目。

已创建RAM用户。

更多创建RAM用户操作，请参见准备RAM用户。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进入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页面。

i. 登录DataWorks控制台。

ii.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工作空间列表工作空间列表。

iii. 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

iv. 在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对话框，单击更多设置更多设置，进入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页面。

您也可以进入数据开发数据开发页面，单击右上角的 图标，进入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页面。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成员管理成员管理。

3. 在成员管理成员管理页面，单击右上角的添加成员添加成员。

4. 在添加成员添加成员对话框，单击刷新刷新，同步当前阿里云账号下的RAM用户至待选列表中。

说明 说明 如果您需要添加新的RAM用户，请单击上图中的RAM控制台RAM控制台，打开阿里云访问控制页
面。添加RAM用户并交付使用的具体操作请参见准备RAM用户。

5. 在待添加账号处勾选需要添加的成员账号成员账号，单击>>，将需要添加的RAM用户移动至已添加的账号中。

6. 勾选需要授予的角色，单击确定确定。

6.添加工作空间成员并设置角色6.添加工作空间成员并设置角色

准备工作··添加工作空间成员并设置角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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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注意 需要将RAM用户移动至已添加的账号列表下，才可以进行授权。

7. 添加完成后，您可以在成员管理成员管理页面查看或修改已有的成员和对应角色，也可以删除非项目所有者角色
的RAM用户。

角色包括项目所有者项目所有者、空间管理员空间管理员、开发开发、运维运维、部署部署、访客访客和安全管理员安全管理员。工作空间创建者默认
为空间管理员角色。

角色 描述

项目所有者项目所有者 项目所有者拥有工作空间的所有权限。

空间管理员空间管理员
除拥有开发角色和运维角色的全部权限外，还可以进行添加/移出工作空间成
员并授予角色，创建自定义资源组等操作。

数据分析师数据分析师 当前默认只有数据分析模块操作权限。

开发开发 负责数据开发页面的设计和维护工作。

运维运维 负责在运维中心页面管理全部任务的运行情况并进行相应处理。

部署部署 仅在多工作空间模式时审核任务代码并决定是否提交运维。

访客访客 仅有只读权限，可以查看数据开发页面的业务流程设计和代码内容。

安全管理员安全管理员 仅有数据保护伞模块的操作权限，无其它模块权限。详情请参见数据保护伞。

大数据计算服务 准备工作··添加工作空间成员并设置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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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请准备MaxCompute项目开发环境并安装相应工具。更多准备环境及安全工具操作，请参见准备环境及安装
工具。

准备工作··添加工作空间成员并设置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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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使用MaxCompute项目处理数据前，您需要根据业务需要选择开发工具并准备相应的环境。本文为您
介绍需要准备的环境及安装的工具信息。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创建MaxCompute项目。更多创建MaxCompute项目操作，请参见创建MaxCompute项目。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MaxCompute支持的工具如下。

工具 是否需要手动安装 应用场景

查询编辑器（MaxCompute控制
台）

否

初次体验及测试MaxCompute的使用者：可以通过
查询编辑器，使用公开数据集快速体验
MaxCompute的核心功能。

数据分析师：您可以通过查询编辑器查询数据，并
通过分析模式的Web Excel对查询结果进行分析。
您也可以下载查询结果至本地，减少数据的流动，
更好的保障数据安全。

安全管理员：MaxCompute项目右侧的项目权限管项目权限管
理理 提供了角色权限管理功能，但是正在试用过程
中，很多场景需要通过命令行进行权限管理。安全
管理员可通过查询编辑器快速执行大部分安全命令
操作。

MaxCompute客户端（odpscmd） 是
MaxCompute的命令行客户端，适用于任意场景，使
用者可以专注于编写命令完成数据处理。

DataWorks 否
基于MaxCompute项目以可视化方式实现全方位的数
据开发、数据集成、数据服务等功能。当需要周期性
调度作业时，推荐您使用该工具。

MaxCompute Studio 是
基于流行的集成开发平台IntelliJ IDEA的开发插件，帮
助您便捷、快速地进行数据开发。如果您可以熟练使
用IntelliJ IDEA，推荐您使用该工具。

准备环境准备环境
上述工具的运行环境要求如下。

工具 环境要求

查询编辑器（MaxCompute控制
台）

推荐使用最新版谷歌浏览器。

MaxCompute客户端 安装Java 8或以上版本。

DataWorks 推荐使用最新版谷歌浏览器。

7.准备环境及安装工具7.准备环境及安装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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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Compute Studio

Windows、macOS或Linux系统客户端。

安装IntelliJ IDEA的18.2.4以上版本。支持Ultimate版本、PyCharm版本和
免费的Community版本。

已安装JRE 1.8。最新的IntelliJ IDEA版本捆绑了JRE 1.8，无需单独安装。

已安装JDK 1.8。（此项仅在需要开发和调试Java UDF时安装。）

说明 说明 MaxCompute Studio从0.28.0版本起开始支持JDK 1.9，
之前的版本只支持JDK 1.8。

工具 环境要求

安装并配置MaxCompute客户端安装并配置MaxCompute客户端

说明 说明 客户端从v0.27.0版本开始支持MaxCompute 2.0新数据类型，推荐使用新数据类型。支持的
数据类型列表，请参见2.0数据类型版本。

安装并配置MaxCompute客户端的操作流程如下：

1. 下载MaxCompute客户端安装包（Github）。

说明 说明 如果上方链接无法下载，您可以尝试单击此处的MaxCompute客户端安装包（OSS）进
行下载。更多关于Github链接访问失败的问题，推荐您直接在搜索引擎中查找相关解决方案。

2. 解压下载的安装包文件，得到bin、conf、lib和plugins文件夹。

3. 进入conf文件夹，配置odps_config.ini文件。

odps_config.ini文件内容如下。

project_name=
access_id=
access_key=
end_point=
log_view_host=
https_check=
# confirm threshold for query input size(unit: GB)
data_size_confirm=
# this url is for odpscmd update
update_url=
# download sql results by instance tunnel
use_instance_tunnel=
# the max records when download sql results by instance tunnel
instance_tunnel_max_record=
# IMPORTANT:
#   If leaving tunnel_endpoint untouched, console will try to automatically get one fro
m odps service, which might charge networking fees in some cases.
#   Please refer to Endpoint
# tunnel_endpoint=
# use set.<key>=
# e.g. set.odps.sql.select.output.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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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ps_config.ini文件中使用井号（#）作为注释。参数详细信息如下。

参数 是否必填 描述 示例

project_name 是

访问的目标MaxCompute项目名
称。

如果您创建了标准模式的工作空
间，在配置project_name时，请
注意区分生产环境与开发环境
（_dev）的项目名称，请参见简单
模式和标准模式的区别。

您可以登录MaxCompute控制台，
在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页签获取
MaxCompute项目名称。

doc_test_dev

access_id 是

阿里云账号或RAM用户的
AccessKey ID。

您可以进入AccessKey管理页面获
取AccessKey ID。

无

access_key 是

AccessKey ID对应的AccessKey
Secret。

您可以进入AccessKey管理页面获
取AccessKey Secret。

无

end_point 是

MaxCompute服务的连接地址。

您需要根据创建MaxCompute项目
时选择的地域以及网络连接方式配
置Endpoint。各地域及网络对应的
Endpoint值，请参见Endpoint。

注意 注意 如果Endpoint配
置有误，会出现无法访问错
误，请务必仔细确认。

http://service.cn-
hangzhou.maxcompute.aliyun.c
om/api

log_view_hos
t

否

Logview地址。您可以通过该地址
查看作业的详细运行信息，并为报
错处理提供依据。固定取值为：
http://logview.odps.aliyun.com
。

说明 说明 推荐您配置该参
数，如果不配置该参数，在作
业报错时无法快速定位问题。

http://logview.odps.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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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_check 否

是否开启HTTPS访问机制，对访问
MaxCompute项目的请求进行加
密。取值范围如下：

True：采用HTTPS机制。

False：采用HTTP机制。

默认值为False。

True

data_size_co
nfirm

否
输入数据量的最大值，单位为GB。
取值范围无限制。推荐设置为100
GB。

100

update_url 否 预留参数，暂无需关注。 无

use_instance_
tunnel

否

是否使用InstanceTunnel下载SQL
执行结果。取值范围如下：

True：使用InstanceTunnel下
载SQL执行结果。

False：不使用InstanceTunnel
下载SQL执行结果。

默认值为False。

True

instance_tunn
el_max_recor
d

否

客户端返回的SQL执行结果的最大
记录数。如
果use_instance_tunnel值
为True，需要配置该参数。最大值
为10000。

10000

tunnel_endpo
int

否

Tunnel服务的外网访问链接。如果
您未配置Tunnel
Endpoint，Tunnel会自动路由到
MaxCompute服务所在网络对应的
Tunnel Endpoint。如果您配置了
Tunnel Endpoint，则以配置为
准，不进行自动路由。

各地域及网络对应的Tunnel
Endpoint值，请参见Endpoint。

http://dt.cn-
hangzhou.maxcompute.aliyun.c
om

set.<key> 否
设置MaxCompute项目的属性。

更多属性信息，请参见属性列表。
set.odps.sql.decimal.odps2=tru
e

参数 是否必填 描述 示例

安装并配置MaxCompute Studio安装并配置MaxCompute Studio
安装并配置MaxCompute Studio的操作流程如下：

1. 安装IntelliJ IDEA

MaxCompute Studio是集成在IntelliJ IDEA工具上的插件，需要先安装IntelliJ IDEA。

2. 安装MaxCompute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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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ntelliJ IDEA上安装MaxCompute Studio插件。

3. 配置MaxCompute Studio

配置MaxCompute Studio的配置项信息。

4. 连接MaxCompute项目。

通过MaxCompute Studio连接MaxCompute项目，即可在MaxCompute Studio上查看MaxCompute项
目的信息。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至此，您已完成准备工作，请根据您选择的开发工具，参照指引执行后续操作，快速完成一个完整的
MaxCompute使用链路：

如果您使用查询编辑器处理数据，更多查询编辑器信息，请参见MaxCompute控制台-查询编辑器。

如果您使用MaxCompute客户端处理数据，更多MaxCompute客户端信息，请参见MaxCompute客户端
（odpscmd）。

如果您使用DataWorks处理数据，请参见DataWorks快速入门。

如果您使用MaxCompute Studio处理数据，请参见MaxCompute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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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您介绍各地域及不同网络连接方式下的Endpoint信息，以及与其他阿里云产品互访场景中的网络连通
性及计费信息。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MaxCompute提供MaxCompute服务和Tunnel服务：

MaxCompute服务：连接地址为Endpoint，取值由地域及网络连接方式决定。您可以向MaxCompute发出
除数据上传、下载外的所有请求，例如创建表、删除某个函数、执行计算作业。

MaxCompute还提供了外部表功能，支持创建外部表来读取OSS、OTS、MC-Hologres、HBase及RDS存储
的数据，详情请参见OSS外部表、OTS外部表、Hologres外部表。

Tunnel服务：连接地址为Tunnel Endpoint，取值由地域及网络连接方式决定。Tunnel服务提供上传、下
载本地或云数据源数据的能力。

更多网络连接方式信息，请参见网络连接方式。

各地域及网络下的Endpoint及Tunnel Endpoint对照表，请参见各地域Endpoint对照表（外网连接方
式）、各地域Endpoint对照表（阿里云经典网络连接方式）和各地域Endpoint对照表（阿里云VPC网络连接方
式）。

应用场景应用场景
需要配置Endpoint或Tunnel Endpoint的场景如下：

通过工具连接MaxCompute：

使用MaxCompute客户端（odpscmd）连接MaxCompute项目，需要配置odps_config.ini文件，请参
见安装并配置MaxCompute客户端。

使用MaxCompute Studio连接MaxCompute项目，请参见管理项目连接。

使用DataWorks连接MaxCompute数据源，请参见配置MaxCompute数据源。

通过代码配置连接MaxCompute项目：

使用SDK方式连接MaxCompute项目，请参见Java SDK介绍和Python SDK方法说明。

使用JDBC方式连接MaxCompute项目，请参见JDBC介绍。

使用SQLTask配合Tunnel服务导出SQL运行结果，请参见SQLTask配合Tunnel方式导出。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使用Tunnel服务时，您需要注意：

如果您的Tunnel Endpoint需要通过经典网络或VPC网络连接，请务必配置对应的经典网络或VPC网络
Endpoint。如果不配置经典网络或VPC网络Endpoint，您的流量可能会路由到外网，产生外网下载费用。

不同地域、不同网络类型下的Tunnel服务计费规则不统一，详细计费规则，请参见计费规则。

网络连接方式网络连接方式
您可以通过如下三种连接方式访问MaxCompute服务和Tunnel服务：

从外网访问MaxCompute服务和Tunnel服务。

从阿里云经典网络访问MaxCompute服务和Tunnel服务。

从阿里云VPC网络访问MaxCompute服务和Tunnel服务。

8.Endpoint8.End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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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MaxCompute服务读写OSS及Tablestore存储的数据时，您需要注意：

当MaxCompute和Tablestore或OSS在同一地域时，上述三种连接方式均可用，推荐采用阿里云经典网络
或VPC网络连接方式，性能更优。

当MaxCompute和Tablestore或OSS不在同一地域时，推荐采用外网连接方式。如果采用阿里云经典网络
或VPC网络连接方式，会存在连通性问题。

计费规则计费规则
MaxCompute服务和Tunnel服务的计费规则如下。

服务类型 计费规则

MaxCompute服务
开发各种类型作业及通过外部表使用SQL作业读取数据、写数据会产生计算费
用。计费规则取决于您创建MaxCompute项目时选择的计费方式，请参见计
算费用。

Tunnel服务

使用Tunnel服务上传数据时，不计费。

您在任意地域对云数据源或本地数据源使用Tunnel服务下载数据时：

云服务器与MaxCompute在同一地域内，通过经典网络或VPC网络下载数
据时免费。

云服务器与MaxCompute不在同一地域内或无法实现同一地域访问，通过
外网跨地域下载数据时计费。详细计费规则，请参见下载费用（按量计
费）。

说明 说明 由于阿里云数据中心各个地域部署和网络连接情况不一
致，如果您选择通过阿里云经典网络或VPC网络进行跨地域访
问，MaxCompute不承诺、且不保证网络的永久连通性。

各地域Endpoint对照表（外网连接方式）各地域Endpoint对照表（外网连接方式）

说明 说明 Endpoint支持HTTP和HTTPS，若需要加密请求，请使用HTTPS。

地域 所在城市 开服状态 外网Endpoint 外网Tunnel Endpoint

中国 华东1（杭州） 已开服
http://service.cn-
hangzhou.maxcompute.aliyun.
com/api

http://dt.cn-
hangzhou.maxcompute.aliyun.
com

中国 华东2（上海） 已开服
http://service.cn-
shanghai.maxcompute.aliyun.c
om/api

http://dt.cn-
shanghai.maxcompute.aliyun.c
om

中国 华北2（北京） 已开服
http://service.cn-
beijing.maxcompute.aliyun.co
m/api

http://dt.cn-
beijing.maxcompute.aliyun.co
m

中国 华南1（深圳） 已开服
http://service.cn-
shenzhen.maxcompute.aliyun.
com/api

http://dt.cn-
shenzhen.maxcompute.aliyun.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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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香港 已开服
http://service.cn-
hongkong.maxcompute.aliyun
.com/api

http://dt.cn-
hongkong.maxcompute.aliyun
.com

亚太 新加坡 已开服
http://service.ap-southeast-
1.maxcompute.aliyun.com/api

http://dt.ap-southeast-
1.maxcompute.aliyun.com

亚太
澳大利亚（悉
尼）

已开服
http://service.ap-southeast-
2.maxcompute.aliyun.com/api

http://dt.ap-southeast-
2.maxcompute.aliyun.com

亚太
马来西亚（吉
隆坡）

已开服
http://service.ap-southeast-
3.maxcompute.aliyun.com/api

http://dt.ap-southeast-
3.maxcompute.aliyun.com

亚太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已开服
http://service.ap-southeast-
5.maxcompute.aliyun.com/api

http://dt.ap-southeast-
5.maxcompute.aliyun.com

亚太 日本（东京） 已开服
http://service.ap-northeast-
1.maxcompute.aliyun.com/api

http://dt.ap-northeast-
1.maxcompute.aliyun.com

欧洲与
美洲

德国（法兰克
福）

已开服
http://service.eu-central-
1.maxcompute.aliyun.com/api

http://dt.eu-central-
1.maxcompute.aliyun.com

欧洲与
美洲

美国（硅谷） 已开服
http://service.us-west-
1.maxcompute.aliyun.com/api

http://dt.us-west-
1.maxcompute.aliyun.com

欧洲与
美洲

美国（弗吉尼
亚）

已开服
http://service.us-east-
1.maxcompute.aliyun.com/api

http://dt.us-east-
1.maxcompute.aliyun.com

欧洲与
美洲

英国（伦敦） 已开服
http://service.eu-west-
1.maxcompute.aliyun.com/api

http://dt.eu-west-
1.maxcompute.aliyun.com

中东与
印度

印度（孟买） 已开服
http://service.ap-south-
1.maxcompute.aliyun.com/api

http://dt.ap-south-
1.maxcompute.aliyun.com

中东与
印度

阿联酋（迪
拜）

已开服
http://service.me-east-
1.maxcompute.aliyun.com/api

http://dt.me-east-
1.maxcompute.aliyun.com

地域 所在城市 开服状态 外网Endpoint 外网Tunnel Endpoint

各地域Endpoint对照表（阿里云经典网络连接方式）各地域Endpoint对照表（阿里云经典网络连接方式）

说明 说明 Endpoint支持HTTP和HTTPS，若需要加密请求，请使用HTTPS。

地域 所在城市 开服状态 经典网络Endpoint 经典网络Tunnel Endpoint

中国 华东1（杭州） 已开服
http://service.cn-
hangzhou.maxcompute.aliyun
-inc.com/api

http://dt.cn-
hangzhou.maxcompute.aliyun
-inc.com

中国 华东2（上海） 已开服
http://service.cn-
shanghai.maxcompute.aliyun-
inc.com/api

http://dt.cn-
shanghai.maxcompute.aliyun-
i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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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华北2（北京） 已开服
http://service.cn-
beijing.maxcompute.aliyun-
inc.com/api

http://dt.cn-
beijing.maxcompute.aliyun-
inc.com

中国 华南1（深圳） 已开服
http://service.cn-
shenzhen.maxcompute.aliyun-
inc.com/api

http://dt.cn-
shenzhen.maxcompute.aliyun-
inc.com

中国 香港 已开服
http://service.cn-
hongkong.maxcompute.aliyun
-inc.com/api

http://dt.cn-
hongkong.maxcompute.aliyun
-inc.com

亚太 新加坡 已开服
http://service.ap-southeast-
1.maxcompute.aliyun-
inc.com/api

http://dt.ap-southeast-
1.maxcompute.aliyun-inc.com

亚太
澳大利亚（悉
尼）

已开服
http://service.ap-southeast-
2.maxcompute.aliyun-
inc.com/api

http://dt.ap-southeast-
2.maxcompute.aliyun-inc.com

亚太
马来西亚（吉
隆坡）

已开服
http://service.ap-southeast-
3.maxcompute.aliyun-
inc.com/api

http://dt.ap-southeast-
3.maxcompute.aliyun-inc.com

亚太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已开服
http://service.ap-southeast-
5.maxcompute.aliyun-
inc.com/api

http://dt.ap-southeast-
5.maxcompute.aliyun-inc.com

亚太 日本（东京） 已开服
http://service.ap-northeast-
1.maxcompute.aliyun-
inc.com/api

http://dt.ap-northeast-
1.maxcompute.aliyun-inc.com

欧洲与
美洲

德国（法兰克
福）

已开服
http://service.eu-central-
1.maxcompute.aliyun-
inc.com/api

http://dt.eu-central-
1.maxcompute.aliyun-inc.com

欧洲与
美洲

美国（硅谷） 已开服
http://service.us-west-
1.maxcompute.aliyun-
inc.com/api

http://dt.us-west-
1.maxcompute.aliyun-inc.com

欧洲与
美洲

美国（弗吉尼
亚）

已开服
http://service.us-east-
1.maxcompute.aliyun-
inc.com/api

http://dt.us-east-
1.maxcompute.aliyun-inc.com

欧洲与
美洲

英国（伦敦） 已开服
http://service.uk-
all.maxcompute.aliyun-
inc.com/api

http://dt.uk-
all.maxcompute.aliyun-
inc.com

中东与
印度

印度（孟买） 已开服
http://service.ap-south-
1.maxcompute.aliyun-
inc.com/api

http://dt.ap-south-
1.maxcompute.aliyun-inc.com

地域 所在城市 开服状态 经典网络Endpoint 经典网络Tunnel Endpoint

大数据计算服务 准备工作··End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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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与
印度

阿联酋（迪
拜）

已开服
http://service.me-east-
1.maxcompute.aliyun-
inc.com/api

http://dt.me-east-
1.maxcompute.aliyun-inc.com

地域 所在城市 开服状态 经典网络Endpoint 经典网络Tunnel Endpoint

各地域Endpoint对照表（阿里云VPC网络连接方式）各地域Endpoint对照表（阿里云VPC网络连接方式）

说明 说明 Endpoint支持HTTP和HTTPS，若需要加密请求，请使用HTTPS。

地域 所在城市 开服状态 VPC网络Endpoint VPC网络Tunnel Endpoint

中国 华东1（杭州） 已开服
http://service.cn-
hangzhou.maxcompute.aliyun
-inc.com/api

http://dt.cn-
hangzhou.maxcompute.aliyun
-inc.com

中国
华东2金融云
（上海）

已开服
http://service.cn-shanghai-
finance-1.maxcompute.aliyun-
inc.com/api

http://dt.cn-shanghai-
finance-1.maxcompute.aliyun-
inc.com

中国 华北2（北京） 已开服
http://service.cn-
beijing.maxcompute.aliyun-
inc.com/api

http://dt.cn-
beijing.maxcompute.aliyun-
inc.com

中国 华南1（深圳） 已开服
http://service.cn-
shenzhen.maxcompute.aliyun-
inc.com/api

http://dt.cn-
shenzhen.maxcompute.aliyun-
inc.com

中国 香港 已开服
http://service.cn-
hongkong.maxcompute.aliyun
-inc.com/api

http://dt.cn-
hongkong.maxcompute.aliyun
-inc.com

亚太 新加坡 已开服
http://service.ap-southeast-
1.maxcompute.aliyun-
inc.com/api

http://dt.ap-southeast-
1.maxcompute.aliyun-inc.com

亚太
澳大利亚（悉
尼）

已开服
http://service.ap-southeast-
2.maxcompute.aliyun-
inc.com/api

http://dt.ap-southeast-
2.maxcompute.aliyun-inc.com

亚太
马来西亚（吉
隆坡）

已开服
http://service.ap-southeast-
3.maxcompute.aliyun-
inc.com/api

http://dt.ap-southeast-
3.maxcompute.aliyun-inc.com

亚太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已开服
http://service.ap-southeast-
5.maxcompute.aliyun-
inc.com/api

http://dt.ap-southeast-
5.maxcompute.aliyun-inc.com

亚太 日本（东京） 已开服
http://service.ap-northeast-
1.maxcompute.aliyun-
inc.com/api

http://dt.ap-northeast-
1.maxcompute.aliyun-inc.com

准备工作··Endpoint 大数据计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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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与
美洲

法兰克福 已开服
http://service.eu-central-
1.maxcompute.aliyun-
inc.com/api

http://dt.eu-central-
1.maxcompute.aliyun-inc.com

欧洲与
美洲

硅谷 已开服
http://service.us-west-
1.maxcompute.aliyun-
inc.com/api

http://dt.us-west-
1.maxcompute.aliyun-inc.com

欧洲与
美洲

弗吉尼亚 已开服
http://service.us-east-
1.maxcompute.aliyun-
inc.com/api

http://dt.us-east-
1.maxcompute.aliyun-inc.com

欧洲与
美洲

英国（伦敦） 已开服
http://service.uk-
all.maxcompute.aliyun-
inc.com/api

http://dt.uk-
all.maxcompute.aliyun-
inc.com

中东与
印度

印度（孟买） 已开服
http://service.ap-south-
1.maxcompute.aliyun-
inc.com/api

http://dt.ap-south-
1.maxcompute.aliyun-inc.com

中东与
印度

阿联酋（迪
拜）

已开服
http://service.me-east-
1.maxcompute.aliyun-
inc.com/api

http://dt.me-east-
1.maxcompute.aliyun-inc.com

地域 所在城市 开服状态 VPC网络Endpoint VPC网络Tunnel Endpoint

大数据计算服务 准备工作··End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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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您介绍MaxCompute中涉及的用户及角色。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MaxCompute支持的用户和角色如下。

类型 名称 描述 用户与角色的关系

用户

阿里云账号 通过阿里云官网注册的账号。

用户、角色与权限紧密关联：

您可以将用户添加至MaxCompute
项目中，并通过授权操作，授予用户
指定对象的指定权限。更多用户管理
操作，请参见用户规划与管理。更多
授权操作，请参见权限列表。

您可以根据用户的操作范围，快速将
MaxCompute已定义的角色授予用
户。更多授权操作，请参见为用户绑
定角色。

您也可以根据业务需要自定义角色，
并对角色授权后，将角色赋予用户。
更多自定义角色操作，请参见角色规
划与管理。

如果需要查看用户或角色的权限信息，
请参见查看权限。

RAM用户
由阿里云账号创建的用户，协助阿里云
账号完成数据处理。

角色

Project Owner

项目所有者。用户创建MaxCompute项
目后，该用户为此项目的所有者，拥有
项目的所有权限。

除项目所有者之外，任何人都无权访问
此项目内的对象，除非有项目所有者的
授权许可。

Super_Administr
ator

MaxCompute内置的管理角色，项目的
超级管理员，拥有操作项目内所有资源
的权限和管理类权限。

项目所有者或具备
Super_Administrator角色的用户可以
将Super_Administrator角色赋予其他
用户。

Admin

MaxCompute内置的管理角色，拥有操
作项目内所有资源的权限和部分基础管
理类权限。

项目所有者可以将Admin角色赋予其他
用户。

自定义角色
非MaxCompute内置的角色，需要自定
义。可以参照DataWorks中的角色（以
Role_开头）定义。

说明 说明 DataWorks中也涉及角色概念，DataWorks及MaxCompute的角色对比，请参
见MaxCompute和DataWorks的权限关系。如果您通过DataWorks执行添加用户或授权操作，请参见添
加工作空间成员并设置角色。

阿里云账号与RAM用户的操作区别阿里云账号与RAM用户的操作区别
阿里云账号与RAM用户在各工具或平台上的操作支持情况及需要赋予的角色信息如下。

9.用户和角色9.用户和角色

准备工作··用户和角色 大数据计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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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类型 操作项
支持的工具
或平台

阿里云账
号

阿里云账
号角色

RAM用户 RAM角色 依赖

创建、删
除
Project

DataWorks
控制台

支持
项目所有
者

支持
DataWorks
角色：项目
管理员。

阿里云账
号依赖：
开启
AccessKe
y。

RAM账号
依赖：需
要在RAM
上获取
AliyunDa
taWorks
FullAcces
sion权限
策略。

创建、删
除
Project

MaxCom
pute客户
端

MaxCom
pute
Studio

查询编辑
器

不支持 不涉及 不支持 不涉及 不涉及

跨
Project
访问

DataWor
ks控制台

MaxCom
pute客户
端

MaxCom
pute
Studio

查询编辑
器

支持
项目所有
者

支持

MaxCompu
te角色：
MaxCompu
te内置的角
色及自定义
的具备跨项
目访问权限
的角色。

DataWorks
角色：项目
管理员、开
发、运维。

需要由阿里
云账号授
权。

更新
Project

DataWor
ks控制台

MaxCom
pute客户
端

MaxCom
pute
Studio

查询编辑
器

不支持 不涉及 不支持 不涉及 不涉及

大数据计算服务 准备工作··用户和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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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管理

设置IP白
名单

DataWor
ks控制台

MaxCom
pute客户
端

MaxCom
pute
Studio

查询编辑
器

支持
项目所有
者

支持

MaxCompu
te角色：
Super_Adm
inistrator。

DataWorks
角色：不涉
及。

RAM用户需
要由阿里云
账号授予
Super_Adm
inistrator角
色。

全表扫描

DataWor
ks控制台

MaxCom
pute客户
端

MaxCom
pute
Studio

查询编辑
器

支持
项目所有
者

不支持

MaxCompu
te角色：
Super_Adm
inistrator。

DataWorks
角色：不涉
及。

RAM用户需
要由阿里云
账号授予
Super_Adm
inistrator角
色。

数据保护

DataWor
ks控制台

MaxCom
pute客户
端

MaxCom
pute
Studio

查询编辑
器

支持
项目所有
者

不支持

MaxCompu
te角色：
Super_Adm
inistrator。

DataWorks
角色：不涉
及。

RAM用户需
要由阿里云
账号授予
Super_Adm
inistrator角
色。

添加、授
权、管理
项目成员

DataWor
ks控制台

MaxCom
pute客户
端

MaxCom
pute
Studio

查询编辑
器

支持
项目所有
者

支持

MaxCompu
te角色：
Super_Adm
inistrator。

DataWorks
角色：项目
管理员。

RAM用户需
要由阿里云
账号授予
Super_Adm
inistrator角
色。

操作类型 操作项
支持的工具
或平台

阿里云账
号

阿里云账
号角色

RAM用户 RAM角色 依赖

准备工作··用户和角色 大数据计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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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成

创建、修
改数据源

DataWorks
控制台

支持
项目所有
者

支持
DataWorks
角色：项目
管理员。

不涉及

创建、修
改同步任
务

DataWorks
控制台

支持
项目所有
者

支持

DataWorks
角色：项目
管理员、开
发。

不涉及

发布同步
任务

DataWorks
控制台

支持
项目所有
者

支持

DataWorks
角色：项目
管理员、开
发、运维、
部署。

不涉及

MaxComput
e管家

修改配额
组

DataWorks
控制台

支持
项目所有
者

支持

MaxCompu
te角色：
Super_Adm
inistrator。

DataWorks
角色：不涉
及。

RAM用户需
要由阿里云
账号授予
Administrat
orAccess或
AliyunData
WorksFullA
ccess权限。

查看作
业、作业
运维、作
业监控

DataWorks
控制台

支持
项目所有
者

支持

MaxCompu
te角色：
Super_Adm
inistrator。

DataWorks
角色：项目
管理员、开
发、运维、
部署。

RAM用户需
要由阿里云
账号授予
Administrat
orAccess或
AliyunData
WorksFullA
ccess权限。

RAM授权
DataWorks
控制台

不支持 不涉及 不支持 不涉及 不涉及

查看代码
列表、内
容

DataWorks
控制台

支持
项目所有
者

支持

DataWorks
角色：项目
管理员、开
发、运维、
部署。

不涉及

创建、删
除、更
新、运行
代码

DataWorks
控制台

支持
项目所有
者

支持

DataWorks
角色：项目
管理员、开
发。

不涉及

操作类型 操作项
支持的工具
或平台

阿里云账
号

阿里云账
号角色

RAM用户 RAM角色 依赖

大数据计算服务 准备工作··用户和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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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开发
JAVA
UDF

DataWor
ks控制台

MaxCom
pute客户
端

MaxCom
pute
Studio

查询编辑
器

支持
项目所有
者

支持

MaxCompu
te角色：
MaxCompu
te内置的角
色及自定义
的具备开发
Java UDF权
限的角色。

DataWorks
角色：项目
管理员、开
发、运维、
部署。

不涉及

Python
UDF

DataWor
ks控制台

MaxCom
pute客户
端

MaxCom
pute
Studio

查询编辑
器

支持
项目所有
者

支持

MaxCompu
te角色：
MaxCompu
te内置的角
色及自定义
的具备开发
Python UDF
权限的角
色。

DataWorks
角色：项目
管理员、开
发、运维、
部署。

不涉及

运维中心
查看、管
理调度任
务

DataWorks
控制台

支持
项目所有
者

支持

DataWorks
角色：项目
管理员、开
发、运维、
部署。

不涉及

创建表

DataWor
ks控制台

MaxCom
pute客户
端

MaxCom
pute
Studio

查询编辑
器

支持
项目所有
者

支持

MaxCompu
te角色：
MaxCompu
te内置的角
色及自定义
的具备创建
表操作权限
的角色。

DataWorks
角色：项目
管理员、开
发。

不涉及

操作类型 操作项
支持的工具
或平台

阿里云账
号

阿里云账
号角色

RAM用户 RAM角色 依赖

准备工作··用户和角色 大数据计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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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管理

更新表

DataWor
ks控制台

MaxCom
pute客户
端

MaxCom
pute
Studio

查询编辑
器

支持
项目所有
者

支持

MaxCompu
te角色：
MaxCompu
te内置的角
色及自定义
的具备更新
表操作权限
的角色。

DataWorks
角色：项目
管理员、开
发。

不涉及

删除表

DataWor
ks控制台

MaxCom
pute客户
端

MaxCom
pute
Studio

查询编辑
器

支持
项目所有
者

支持

MaxCompu
te角色：
MaxCompu
te内置的角
色及自定义
的具备删除
表操作权限
的角色。

DataWorks
角色：项目
管理员、开
发。

不涉及

单表授权
（ACL）

DataWor
ks控制台

MaxCom
pute客户
端

MaxCom
pute
Studio

查询编辑
器

支持
项目所有
者

支持

MaxCompu
te角色：
MaxCompu
te内置的角
色。

DataWorks
角色：项目
管理员、开
发。

不涉及

操作类型 操作项
支持的工具
或平台

阿里云账
号

阿里云账
号角色

RAM用户 RAM角色 依赖

大数据计算服务 准备工作··用户和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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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元数
据

DataWor
ks控制台

MaxCom
pute客户
端

MaxCom
pute
Studio

查询编辑
器

支持
项目所有
者

支持

MaxCompu
te角色：
MaxCompu
te内置的角
色及自定义
的具备查看
元数据操作
权限的角
色。

DataWorks
角色：项目
管理员、开
发、运维、
部署。

不涉及

预览跨
Project
表

DataWor
ks控制台

MaxCom
pute客户
端

MaxCom
pute
Studio

查询编辑
器

支持
项目所有
者

支持

MaxCompu
te角色：
MaxCompu
te内置的角
色及自定义
的具备跨项
目查看表操
作权限的角
色。

DataWorks
角色：项目
管理员、开
发、运维、
部署。

需要由阿里
云账号授
予。

查看资源
列表

DataWor
ks控制台

MaxCom
pute客户
端

MaxCom
pute
Studio

查询编辑
器

支持
项目所有
者

支持

MaxCompu
te角色：
MaxCompu
te内置的角
色及自定义
的具备查看
资源操作权
限的角色。

DataWorks
角色：项目
管理员、开
发、运维、
部署。

不涉及

操作类型 操作项
支持的工具
或平台

阿里云账
号

阿里云账
号角色

RAM用户 RAM角色 依赖

准备工作··用户和角色 大数据计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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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Resource
）管理

创建、删
除资源

DataWor
ks控制台

MaxCom
pute客户
端

MaxCom
pute
Studio

查询编辑
器

支持
项目所有
者

支持

MaxCompu
te角色：
MaxCompu
te内置的角
色及自定义
的具备创
建、删除资
源操作权限
的角色。

DataWorks
角色：项目
管理员、开
发。

不涉及

上传资源

DataWor
ks控制台

MaxCom
pute客户
端

MaxCom
pute
Studio

查询编辑
器

支持
项目所有
者

支持

MaxCompu
te角色：
MaxCompu
te内置的角
色及自定义
的具备上传
资源操作权
限的角色。

DataWorks
角色：项目
管理员、开
发。

不涉及

工作流开发

查看工作
流列表、
内容

DataWorks
控制台

支持
项目所有
者

支持

DataWorks
角色：项目
管理员、开
发、运维、
部署。

不涉及

创建、删
除、更新
工作流

DataWorks
控制台

支持
项目所有
者

支持

DataWorks
角色：项目
管理员、开
发。

不涉及

创建、删
除、更新
文件夹

DataWorks
控制台

支持
项目所有
者

支持

DataWorks
角色：项目
管理员、开
发。

不涉及

操作类型 操作项
支持的工具
或平台

阿里云账
号

阿里云账
号角色

RAM用户 RAM角色 依赖

大数据计算服务 准备工作··用户和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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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开发

查看函数
列表、详
情

DataWor
ks控制台

MaxCom
pute客户
端

MaxCom
pute
Studio

查询编辑
器

支持
项目所有
者

支持

MaxCompu
te角色：
MaxCompu
te内置的角
色及自定义
的具备查看
函数操作权
限的角色。

DataWorks
角色：项目
管理员、开
发、运维、
部署。

不涉及

创建、删
除函数

DataWor
ks控制台

MaxCom
pute客户
端

MaxCom
pute
Studio

查询编辑
器

支持
项目所有
者

支持

MaxCompu
te角色：
MaxCompu
te内置的角
色及自定义
的具备创
建、删除函
数操作权限
的角色。

DataWorks
角色：项目
管理员、开
发。

不涉及

售卖

购买、充
值、续
费、升
级、降配

MaxCom
pute控制
台、
DataWor
ks控制台

MaxCom
pute购买
页

支持
项目所有
者

支持 不涉及

RAM用户需
要由阿里云
账号授予
AliyunBSSFu
llAccess权
限。

查看消费
账单、消
费明细、
使用记录

阿里云费用
中心

支持
项目所有
者

支持 不涉及

RAM用户需
要由阿里云
账号授予
AliyunBSSFu
llAccess权
限。

操作类型 操作项
支持的工具
或平台

阿里云账
号

阿里云账
号角色

RAM用户 RAM角色 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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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您介绍执行MaxCompute准备工作过程中的常见问题。

问题类别 常见问题

开通MaxCompute
DataWorks与MaxCompute的区别是什么？

如何区分DataWorks工作空间和MaxCompute项目？

创建MaxCompute项目 创建MaxCompute项目时，报错ODPS-0410051，如何解决？

新建RAM用户 新建RAM用户无法访问MaxCompute，如何解决？

准备环境及安装工具
使用MaxCompute客户端连接服务时，报错ODPS-0410031，如何解决？

MaxCompute Studio支持集成安装的平台有哪些？

DataWorks与MaxCompute的区别是什么？DataWorks与MaxCompute的区别是什么？
MaxCompute是数据仓库，负责存储数据或对数据进行一系列的开发和运算。

DataWorks为MaxCompute提供了可视化开发和节点流程管理等功能，结合MaxCompute完成一站式数据开
发、数据治理等。详情请参见什么是DataWorks。

如何区分DataWorks工作空间和MaxCompute项目？如何区分DataWorks工作空间和MaxCompute项目？
您需要基于DataWorks工作空间来创建MaxCompute项目。即先创建DataWorks工作空间，再创建
MaxCompute项目，详情请参见创建MaxCompute项目。区分二者的方式如下：

DataWorks工作空间：登录DataWorks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工作空间列表工作空间列表，此处您看到的是
DataWorks工作空间。

MaxCompute项目：登录MaxCompute控制台，在项目管理项目管理页签，您可以查看到具体的MaxCompute项目
名称及所属DataWorks工作空间。

创建MaxCompute项目时，报错ODPS-0410051，如何解决？创建MaxCompute项目时，报错ODPS-0410051，如何解决？
产生此报错的原因为AccessKey信息错误，您可以进入AccessKey管理页面获取正确的AccessKey或者生成新
的AccessKey。

新建RAM用户无法访问MaxCompute，如何解决？新建RAM用户无法访问MaxCompute，如何解决？
RAM用户权限不足，需要由RAM用户归属的阿里云账号为RAM用户执行授权操作，详情请参见准备RAM用户。

使用MaxCompute客户端连接服务时，报错ODPS-0410031，如何解决？使用MaxCompute客户端连接服务时，报错ODPS-0410031，如何解决？
问题现象

启动MaxCompute客户端时，返回如下报错信息。

FAILED: ODPS-0410031:Authentication request expired - the expire time interval exceeds th
e max limitation: 900000, max_interval_date:900000,expire_date:2015-12-23T10:15:31.000Z,n
ow_date:2015-12-23T02:16:00.000Z

产生原因

10.常见问题10.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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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MaxCompute客户端的设备的本地时间与MaxCompute服务器的时间不一致，时间相差超过15分钟就
会导致请求被服务器认为超时而拒绝。

解决措施

将安装MaxCompute客户端的设备的本地时间调整后，重新启动MaxCompute客户端。

MaxCompute Studio支持集成安装的平台有哪些？MaxCompute Studio支持集成安装的平台有哪些？
MaxCompute Studio是阿里云MaxCompute平台提供的安装在开发者客户端的大数据集成开发环境工具，目
前支持集成安装的平台有IntelliJ IDEA、PyCharm。配置详情，请参见配置MaxCompute Studio。

准备工作··常见问题 大数据计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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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用户 后，项目空间 Owner 或者项目空间管理员需要给该用户进行授权，只有用户获得权限后，才能执
行操作。所谓授权，即授予用户对 MaxCompute 中的表，任务，资源等客体的某种操作权限，包括：读、
写、查看等，详情请参见： 项目成员管理，以了解 MaxCompute 角色对应的大数据开发套件中的成员角色
及其权限特征。

如果您只是 MaxCompute 的普通用户，请确认已经获取足够权限，快速浏览本章节即可 。

MaxCompute 提供了 ACL 授权，跨项目空间数据分享及 项目空间数据保护等多种策略。本文只简单介绍使
用最多的 ACL 授权。

ACL 授权中，MaxCompute 的客体包括：ACL 授权 。

授权的命令为：

GRANT privileges ON project_object TO project_subject
REVOKE privileges ON project_object FROM project_subject
privileges ::= action_item1, action_item2, ...
project_object ::= PROJECT project_name | TABLE schema_name |
                   INSTANCE inst_name | FUNCTION func_name |
                   RESOURCE res_name | JOB job_name
project_subject ::= USER full_username | ROLE role_name

备注：上述授权命令中有关角色（ROLE）的相关部分用户可以暂时不予关注，待后续章节介绍 。user
full_username，若为阿里云主帐号，写法为 ALIYUN$xxxx，若为RAM子帐号，写法为 RAM$主帐号:子帐
号。

示例如下：

假设用户云账号为 bob@aliyun.com 已经被添加到某个项目空间（$user_project_name），需要给它授予建
表、获取表信息和执行的权限。项目空间管理员（admin 角色）或者该项目空间 owner 在客户端可以执行
如下命令：

grant CreateTable on PROJECT $user_project_name to USER ALIYUN$bob@aliyun.com;
  -- 向 bob@aliyun.com 授予名为 “$user_project_name” 的 project 的 CreateTable（创建表）权限
grant Describe on Table $user_table_name to USER ALIYUN$bob@aliyun.com;
  -- 向 bob@aliyun.com 授予名为 “$user_table_name” 的 Table 的 Describe（获取表信息）权限
grant Execute on Function $user_function_name to USER ALIYUN$bob@aliyun.com;
  -- 向 bob@aliyun.com 授予名为 "$user_function_name" 的 Function 的 Execute（执⾏）权限

查看权限查看权限
查看权限的命令为：

show grants for $user_name;

示例如下：

假设需要查看用户云账号 bob@aliyun.com 在当前项目空间的权限，需要在客户端可以执行如下命令：

show grants for ALIYUN$bob@aliyun.com

查看RAM子帐号权限：

11.用户授权及权限查看11.用户授权及权限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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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 grants for RAM$主帐号:⼦帐号;

备注：关于查看权限的详细介绍请参见： 查看权限。

准备工作··用户授权及权限查看 大数据计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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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 用户授权及权限查看 中所说，所有被加入 MaxCompute 的用户只有被授予相应的权限后才能操作
MaxCompute。当项目空间下存在大量用户时，这个授权动作会显得非常繁琐。在这种情况下，项目空间管
理员可以对拥有相同权限的用户进行分类，每类用户有相同的权限，我们称之为 角色。

注意注意：

多个用户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角色下，一个用户也可以隶属于多个角色。

给角色授权后，该角色下的所有用户拥有相同的权限。

创建角色的命令格式，如下所示：

CREATE ROLE <roleName>;

示例如下：

假设要创建一个 player 角色，需在客户端输入如下命令：

create role player;

添加用户到角色添加用户到角色
添加用户到角色的命令格式，如下所示：

GRANT <roleName> TO <full_username>;

示例如下：

假设要将用户 bob@aliyun.com 加入 player 角色中，需在客户端输入如下命令：

grant player to bob@aliyun.com;

给角色授权给角色授权
给角色授权的语句与给用户授权相似，请参见 用户授权及权限查看，授权的详细介绍请参见 用户及授权管
理。

示例如下：

假设 Jack 是项目空间 prj1 的管理员，有三个新加入的项目组成员：Alice，Bob 和 Charlie，他们的角色是数
据审查员。他们要申请如下权限：查看 Table 列表，提交作业和读取表 userprofile。

对于这个场景的授权，项目空间 管理员可以使用基于对象的 ACL 授权 机制来完成。

操作如下：

12.创建角色并授权（关联内部文档，勿12.创建角色并授权（关联内部文档，勿
动）动）

大数据计算服务 准备工作··创建角色并授权（关联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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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prj1;
 add user aliyun$alice@aliyun.com;--添加⽤⼾
 add user aliyun$bob@aliyun.com;
 add user aliyun$charlie@aliyun.com;
 create role tableviewer;--创建⻆⾊
 grant List,CreateInstance on project prj1 to role tableviewer;--对⻆⾊赋权
 grant Describe,Select on table userprofile to role tableviewer;
 grant tableviewer to aliyun$alice@aliyun.com;--对⽤⼾赋予⻆⾊tableviewer
 grant tableviewer to aliyun$bob@aliyun.com;
 grant tableviewer to aliyun$charlie@aliyun.com;

删除角色中的用户删除角色中的用户
删除角色中的用户的命令格式，如下所示：

REVOKE <roleName> FROM <full_username>;

示例如下：

假设将用户 bob@aliyun.com 从 player 角色中删除，需在客户端输入如下命令：

revoke player from bob@aliyun.com;

删除角色删除角色
删除角色的命令格式，如下所示：

DROP ROLE <roleName>;

示例如下：

假设要删除 player 角色，需在客户端输入如下命令：

drop role player;

注意：注意：

删除角色前，请确认 player 下的所有用户都已经被移出该角色。

准备工作··创建角色并授权（关联内部
文档，勿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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