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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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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Works版本包括基础版和增值版本两大类，其中增值版本包括标准版、专业版、企业版和旗舰版，您可以
根据自身的业务场景，选择合适的版本进行购买。本文为您介绍DataWorks各版本的推荐应用场景和功能差
异。

DataWorks各版本购买注意事项DataWorks各版本购买注意事项
DataWorks的基础版不收取版本功能费用，DataWorks增值版的版本功能支持包年包月的计费方式进行计
费，计费详情可参见计费逻辑说明。

同一地域在相同时间段内，仅支持开通购买一个DataWorks增值版本。已购买的版本到期释放后，才可以继
续在该地域购买其它版本。如果您希望到期前变更使用的DataWorks版本，可进行变配操作升级版本。

如果您购买使用的是DataWorks增值版，如果因为没有及时续费，增值版本到期后会降级为基础版。降级后
版本功能会变化，详情可参见DataWorks增值版本到期降级功能变化清单。

推荐应用场景推荐应用场景
DataWorks基础版和增值版各版本的主要功能和推荐应用的场景如下表 。

DataWorks版本 推荐应用场景说明

基础版
开通DataWorks按量付费后，即可免费获得DataWorks基础版。您可以通过该版本
完成基本的数据上云、数据开发与调度生产、简单的数据治理工作。

增值版-标准版
基于DataWorks基础版，增加更专业的数据治理功能，同时增强智能编辑器、数据
集成的功能。

增值版-专业版
基于DataWorks标准版，增加更专业的数据安全功能，同时增强数据治理、数据服
务的功能，提供产品级别化的数据治理、数据安全解决方案。

增值版-企业版
基于DataWorks专业版，您可以获得更加智能化的数据资产治理能力与更加人性化
的移动运维能力。

增值版-旗舰版
包括企业版全部功能，并支持自定义产品控制台、自定义Logo、自定义皮肤，提
供元数据回流服务，让您快速创造属于自己的数据中台。

您可以观看DataWorks增值版本详解，对DataWorks增值版本进行详细了解。

各版本功能支持详情各版本功能支持详情

模块 功能点 基础版 标准版 专业版 企业版 旗舰版
部署地域
（Region）

1.产品版本规格与资源组1.产品版本规格与资源组
1.1. DataWorks版本规格1.1. DataWorks版本规格
1.1.1. DataWorks各版本详解1.1.1. DataWorks各版本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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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计算引擎实例
数量

说明说明
工作空间
中可绑定
引擎数量
的限制。

仅支持绑
定1个计
算引擎实
例。

仅支持绑
定1个计
算引擎实
例。

实时计算
引擎最多
只允许绑
定1个，
其他同类
型的计算
引擎最多
支持绑定
5个。

实时计算
引擎最多
只允许绑
定1个，
其他同类
型的计算
引擎可绑
定任意个
数。

实时计算
引擎最多
只允许绑
定1个，
其他同类
型的计算
引擎可绑
定任意个
数。

全部
DataWorks部
署地域

计算引擎实例
类型

不支持绑
定
Analytic
DB for
Postgre
SQL、
Analytic
DB for
MySQL计
算引擎实
例。

无限制 无限制 无限制 无限制

换肤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GetProject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自定义角色，
详情请参见角
色及成员管
理：空间级。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数据集成

实时同步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华东1（杭
州）

华东2（上
海）

华北2（北
京）

华北3（张家
口）

华南1（深
圳）

西南1（成
都）

模块 功能点 基础版 标准版 专业版 企业版 旗舰版
部署地域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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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13303.html#doc-api-dataworks-public-GetProject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36941.html#task-2059693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61896.html#task-2473945


离线同步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全部
DataWorks部
署地域

华东2（上
海）金融云

华北2（政务
云）

整库迁移和批
量上云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独享数据集成
资源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同步资源监控 不支持 规划中 规划中 规划中

规划中
自定义资源组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限
定个数
<=5）

支持

DataStudio

ODPS SQL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全部
DataWorks部
署地域

代码搜索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多人协作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控制节
点：do-
while、for-
each、归并节
点、分支节
点和赋值节点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独享调度资源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业务流程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手动业务流程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发布管理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组件管理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MaxCompute
函数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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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37663.html#concept-dr3-k2v-42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37809.html#concept-q2m-rhv-q2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46671.html#task-2351512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37838.html#task-2353828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36934.html#concept-wfz-j45-q2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37510.html#task-2513475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37530.html#task-2523522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37529.html#task-2520874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37531.html#task-1995195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37533.html#task-2509802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37534.html#task-2485378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21526.html#concept-592761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37500.html#concept-f3n-4nc-p2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37568.html#task-1935388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92402.html#concept-hhz-r2z-gf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39129.html#concept-s2b-53p-p2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39132.html#task-1930135


自定义调度资
源组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华东1（杭
州）

华东2（上
海）

华北2（北
京）

华北3（张家
口）

华南1（深
圳）

西南1（成
都）

中国（香港）

自定义节点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全部
DataWorks部
署地域

数据服务

通过向导模式
生成API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全部
DataWorks部
署地域

通过脚本模式
生成API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注册API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查看数据表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数据类型

基础关系
型数据
库。

具体如
下：
PolarDB-
X（DRDS
）、
Analytic
DB for
MySQL
2.0（AD
S）、
MySQL、
SQL
Server、
Postgre
SQL和
Oracle。

关系型
数据库

非关系
型数据
库
Table
Store
（OTS
）和
Mono
goDB
。

Holog
res

关系型
数据库

非关系
型数据
库
Table
Store
（OTS
）和
Mono
goDB
。

Holog
res

关系型
数据库

非关系
型数据
库
Table
Store
（OTS
）和
Mono
goDB
。

Holog
res

关系型
数据库

非关系
型数据
库
Table
Store
（OTS
）和
Mono
goDB
。

Holog
res

模块 功能点 基础版 标准版 专业版 企业版 旗舰版
部署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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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06307.html#concept-ggw-qq3-pg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73272.html#task-2548527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73279.html#task-2508711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73286.html#task-2556510


API授权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API调用SDK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过滤器 不支持 不支持
暂不支持
新建，改
造中

暂不支持
新建，改
造中

暂不支持
新建，改
造中

华东2（上
海）

函数 不支持 不支持
暂不支持
新建，改
造中

暂不支持
新建，改
造中

暂不支持
新建，改
造中

服务编排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暂不支持
新建，改
造中

暂不支持
新建，改
造中

数据质量

质量总览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全部
DataWorks部
署地域

按表配置监控
规则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动态阈值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自定义数据质
量报告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规则模板库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运维中心

周期任务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全部
DataWorks部
署地域

报警信息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基线预警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事件告警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成环报警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孤立节点报警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自定义规则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智能诊断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值班表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搜索数据-全
部对象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工作空间详情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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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98982.html#concept-yjk-ggz-zf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28406.html#concept-1545744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73678.html#concept-pgt-1th-r2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73829.html#task-2458316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56910.html#concept-2434256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37787.html#task-1939610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38173.html#concept-nvk-524-42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38162.html#concept-2084394/section-th6-okk-zn8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38162.html#concept-2084394/section-th6-okk-zn8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38172.html#task-2364475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58815.html#task-2489375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28571.html#task-2081311


数据地图
全部
DataWorks部
署地域

引擎详情-
MaxCompute
project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表详情-基础
信息：权限、
业务、技术信
息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表详情-明细
信息：字段、
分区、变更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表详情-产出
信息：耗时、
任务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表详情-血缘
信息：表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表详情-使用
记录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表详情-使用
说明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表详情-数据
预览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类目管理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个人资产-收
藏功能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我的数据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模块 功能点 基础版 标准版 专业版 企业版 旗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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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19489.html#concept-268248/section-u0f-zsp-l53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19489.html#concept-268248/section-gf0-ayl-8n8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19489.html#concept-268248/section-svf-o1i-o0c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19489.html#concept-268248/section-dlp-oj6-rng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19489.html#concept-268248/section-yee-rjp-izp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19489.html#concept-268248/section-2sf-uxt-eff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19489.html#concept-268248/section-twf-65f-7q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19491.html#concept-268250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19002.html#concept-266056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19002.html#task-2476652


安全中心

平台安全诊
断

数据访问控
制

数据使用诊
断

敏感数据管
理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华北2（北
京）

华东2（上
海）

华东1（杭
州）

华南1（深
圳）

亚太东南
1（新加坡）

印度（孟买）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美国（硅谷）

审批中心

计算引擎审批
策略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华东1（杭
州）

华东2（上
海）

华北2（北
京）

华北3（张家
口）

华南1（深
圳）

西南1（成
都）

新加坡

数据服务审批
策略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数据集成任务
审批策略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数据保护伞

分级管理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华东1（杭
州）

华东2（上
海）

华北2（北
京）

字段扫描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数据访问记录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资产大盘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自定义内容扫
描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风险识别大盘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动态脱敏 不支持 不支持 部分支持 支持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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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11176.html#task-2065909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11159.html#task-2065910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11177.html#task-2065912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11162.html#task-2452974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87139.html#concept-ohj-1s3-r2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87136.html#concept-dgr-wr3-r2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87138.html#concept-h3f-zr3-r2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87137.html#concept-e5w-xr3-r2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87136.html#concept-dgr-wr3-r2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87138.html#concept-h3f-zr3-r2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03077.html#concept-t2q-zz4-mgb


华南1（深
圳）

西南1（成
都）

新加坡

自生成数据识
别模型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内置扫描模型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创建并管理样
本库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数据分析

文件管理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全部
DataWorks部
署地域

导入功能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表格编辑功能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透视功能 表格数据

MaxCom
pute表、
数据服务
和MySQL
数据源。

支持 支持 支持

图表功能 5个 23个
大于等于
27个

大于等于
27个

大于等于
27个

分享功能 不支持

分享给指
定人，仅
具有只读
权限，分
享数
<=10。

分享给指
定人，具
有只读或
编辑权
限，分享
数
<=50。

分享给指
定人或所
有人，具
有只读或
编辑权
限，分享
数
<=100。

支持

SQL查询下载
功能

不支持
支持下载，并支持修改下载上限，最高支持下载20
万行。

任务上云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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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65997.html#task-2088347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87136.html#concept-dgr-wr3-r2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65970.html#task-2090317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19774.html#concept-270200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19774.html#concept-270200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19901.html#concept-270437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20082.html#concept-303883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1296.html#task-1943543


迁移助手
全部
DataWorks部
署地域

DataWorks迁
移

租户内
提供
10次
导出包
的试用
机会。

导入包
大小：
30MB

导入自
动提交
发布：
不支持

租户内
提供
10次
导出包
的试用
机会。

导入包
大小：
30MB

导入自
动提交
发布：
不支持

租户内
提供
10次
导出包
的试用
机会。

导入包
大小：
无上限

导入自
动提交
发布：
支持

租户内
免费导
出包个
数：无
上限

导入包
大小：
无上限

导入自
动提交
发布：
支持

租户内
免费导
出包个
数：无
上限

导入包
大小：
无上限

导入自
动提交
发布：
支持

DataWorks
智能数据建
模

数仓规划

DataWorks的增值版本支持开通使用智能数据建模。智能数据建
模使用包年包月计费模式，根据您在智能数据建模产品内创建的
对象数量进行计费。您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购智能数据建模产
品的不同规格。

您需要开通
DataWorks智
能数据建模
后，才可以使
用该产品功
能，详情请参
见智能数据建
模计费标准。

数据标准

维度建模

数据指标

开放平台

OpenAPI

可用版本：DataWorks企业版和旗舰版，详情请参见DataWorks各版本详解。

可用地域：华东1（杭州）、华东2（上海）、华南1（深圳）、华北2（北京）、
华北3（张家口）、北京政务云、华东2（上海）金融云、西南1（成都）、中国
（香港）、亚太东南1（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美国（硅谷）、印度
（孟买）、美国（弗吉尼亚）和德国（法兰克福）、英国（伦敦）、日本（东
京）、澳大利亚（悉尼）、马来西亚（吉隆坡） 。

OpenEvent概
述

目前OpenEvent面向DataWorks企业版和旗舰版用户公测，华北2（北京）、华东
1（杭州）、华南1（深圳）、华东2（上海）、华北3（张家口）、华南1（深
圳）、西南1（成都）、美国（硅谷）、美国（弗吉尼亚）、德国（法兰克福）、
日本（东京）、中国（香港）、新加坡地域支持该功能。

OpenEvent通过EventBridge实现消息的订阅与消费，所以您需要先开通
EventBridge产品服务，关于EventBridge产品介绍详情请参见：什么是事件总线
EventBridge。

仅支持阿里云主账号或者有AliyunDataWorksFullAccess权限的RAM用户权限的用
户可以直接进行界面相关配置，关于DataWorks权限说明，详情请参见控制台细
分权限管控：自定义RAM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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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72913.html#task-2535797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81211.html#concept-2090931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411299.html#task-2190179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81675.html#concept-2098704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81701.html#concept-2098705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90873.html#concept-2090963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75553.html#concept-2568666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18789.html#concept-265336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17617.html#concept-2080784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63239.html#concept-268596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91300.html#task-2154716/section-pyz-zie-1kc


扩展程序概述

目前仅面向DataWorks企业版和旗舰版用户公测，华北2（北京）、华东1（杭
州）、华东2（上海）、华北3（张家口）、华南1（深圳）、西南1（成都）、美
国（硅谷）、美国（弗吉尼亚）、德国（法兰克福）、日本（东京）、中国（香
港）、新加坡地域支持该功能。

仅支持阿里云主账号或者有AliyunDataWorksFullAccess权限的RAM用户权限的用
户可以直接进行界面相关配置，关于DataWorks权限说明，详情请参见管控权限
详情：细分RAM Policy。

模块 功能点 基础版 标准版 专业版 企业版 旗舰版
部署地域
（Region）

您购买使用DataWorks增值版本后，如果因为没有及时续费等一些原因导致增值版本DataWorks到期，则到期
后增值版DataWorks会降级为基础版DataWorks，对您使用的DataWorks功能可能会有影响。本文为您介绍
DataWorks增值版本到期降级后功能变化清单。

模块 功能点 到期降级变化

数据集成 自定义资源组
不可用，且使用自定义资源组的任务调度将置为
失败。

DataStudio

全文检索 功能停用。

自定义节点
功能停用、关闭节点入口、已有自定义节点运行
失败。

组件管理 功能停用。

流程控制 功能停用、任务失败。

高级API 功能停用、请求接口报错。

MaxCompute配置包 SQL组件节点 功能停用、关闭节点入口。

StreamStudio

DAG开发和SQL&DAG互转
功能停用、仅能以只读方式查看DAG、不可编
辑，但可以转换为SQL。

DAG组件组 功能停用。

执行计划图形化 功能停用、仅能以只读方式查看。

本地调试（实时数据预览）
功能停用。

高级运维-任务智能诊断

高级API 功能停用、请求接口报错。

数据类型 功能停用、已有接口调用报错。

过滤器 功能停用、过滤器失效、调用报错。

1.1.2. DataWorks增值版本到期降级功能变化清单1.1.2. DataWorks增值版本到期降级功能变化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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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服务

Lambda 功能停用、Lambda可见但不可编辑和调用。

服务编排 功能停用、工作流可见但不可编辑和调用。

高级API 功能停用、调用报错。

数据质量
动态阈值

功能停用、无法创建新的动态阈值规则，已创建
的规则不受影响。

高级API 功能停用、请求接口报错。

运维中心

基线预警
无法进入基线管理、基线实例页面，自定义规则
无法选择基线规则，不产生基线实例。

事件报警
无法进入基线管理、基线实例页面，自定义规则
无法选择基线规则，产生基线实例。

高级API 功能停用、请求接口报错。

值班表
DataWorks会为您保留原有的值班表数据。当重
新升级到专业版或更高版本后，原有的值班表功
能可以正常使用。

数据地图

详情-血缘信息：表、字段、影响分
析

功能停用、相关信息提示需升级到高版本方可使
用。

表详情-字段变更：影响分析、邮件
通知

功能停用、已有邮件发送记录仍存在但不可继续
使用。原功能点不可用，并提示您购买高版本。

高级API 功能停用、请求接口报错。

多引擎 功能停用、不显示已有的多引擎信息。

数据保护伞 所有功能 功能停用、无法进入数据保护伞页面。

实时分析

透视功能

功能显示为灰色不可用。
图表功能

分享功能

维表编辑：MaxCompute表

资源优化

数据存储优化-MaxCompute表优化

功能停用，无法进入资源优化页面。

数据计算优化-MaxCompute任务优
化

数据采集优化-同步任务优化

管理员视角资源优化

管理白名单

模块 功能点 到期降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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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助手

DataWorks迁移，租户内免费导出包
个数

降低为10个。

DataWorks导入包大小 减少为30M。

DataWorks导入时自动提交、自动发
布

将不再支持自动提交、发布。

模块 功能点 到期降级变化

DataWorks支持公共资源组、独享资源组和自定义资源组，本文为您介绍各类资源组属性说明与选择指导。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开通DataWorks时，DataWorks默认为您提供按量付费的公共资源组，同时，支持您购买包年包月独享资源
组，或者升级DataWorks增值版本，将您的IDC机器作为DataWorks任务运行的相关资源组，详情请参
见：资源组介绍。

不同类型的资源组用于任务不同的执行阶段，本文以离线任务调度为例，为您介绍DataWorks离线任务下发
机制，与任务运行过程中使用的资源组。详情请参见：任务下发机制。

任务同一个执行阶段可选择不同类型的资源组，例如，离线任务调度可选择包年包月独享调度资源组，或
按量付费公共调度资源组，数据集成离线任务执行可选择包年包月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或DataWorks增值
版本支持的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关于资源组选择详情请参见：资源组选择。

费用说明费用说明
各类资源组的费用说明详情请参见：计费逻辑说明。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阿里云主账号和同时拥有AliyunBSSOrderAccess和AliyunDataWorksFullAccess策略的RAM用户可以进行资
源组购买操作。

资源组介绍资源组介绍
DataWorks包括独享资源组、公共资源组和自定义资源组，各资源组根据任务调度、数据集成、数据服务等不
同的使用场景，细分为不同类型的资源组，包括：独享调度资源组、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独享数据服务资源
组、公共调度资源组、公共数据服务资源组、自定义调度资源组、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其中，DataWorks
的调度资源组用于保障任务的调度运行，数据集成资源组用于保障数据集成任务中的数据传输。 数据服务资
源组用于保障API的调用。。

资源组类
型

计费方式 资源组描述
调度资源
组

数据集成
资源组

数据服务
资源组

1.2. DataWorks资源组1.2. DataWorks资源组
1.2.1. DataWorks资源组概述1.2.1. DataWorks资源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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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享资源
组

包年包月

属于平台托管类型的资源组，购买后将
拥有该资源组的独立使用权。

支持通过资源组绑定工作空间的操作，
实现各个工作空间的资源隔离。

支持扩容、缩容、升配或规格变更等灵
活配置。

独享调度
资源组

独享数据
集成资源
组

独享数据
服务资源
组

公共资源
组

按量付费

开通DataWorks时，阿里云DataWorks会
自动为用户提供公共资源组（公共数据服
务资源组和公共调度资源组），公共资源
组为DataWorks租户共享，任务运行高峰
期可能出现等待资源的情况。

公共调度
资源组

-
公共数据
服务资源
组

自定义资
源组

-

如果您有富余的服务器资源，也可将此部
分资源作为DataWorks中任务运行的资源
组使用。

说明 说明 DataWorks增值版本才
可以使用自定义资源组。自定义调度
资源组和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要求
的版本不同。详情请参
见：DataWorks各版本详解。

自定义调
度资源组

自定义数
据集成资
源组

-

资源组类
型

计费方式 资源组描述
调度资源
组

数据集成
资源组

数据服务
资源组

任务下发机制任务下发机制
DataWorks的离线任务通过调度资源组下发至各引擎或服务器资源上执行。例如，DataWorks通过调度资源组
将任务下发至MaxCompute引擎上执行。数据集成离线同步任务通过调度资源组将任务下发至数据集成任务执
行资源上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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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组选择资源组选择
以下通过机器资源归属、网络、任务执行时效性要求、适用场景、收费方式等维度为您对比展示各资源组的现
状。方便您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合适的资源组。

调度资源组

类别 公共调度资源组 独享调度资源组
自定义调度资源
组

机器资
源归属

由DataWorks维护，是所有租户竞争使
用的共享资源。

由DataWorks维护，是每个租户独占使
用的计算资源。

由您自己维护，
是属于您的IDC机
器。

网络

支持阿里云内部数据源之间的访问连
通，数据源处于以下网络环境时，不支
持使用：

数据源处于公网环境中，但数据源有
白名单设置，限制了未知IP的访问。

数据源处于阿里云VPC网络环境中。

可通过网络配置连通复杂的网络环境。
详情请参见：独享调度资源组概述。

根据您自身机器
所处的环境决
定。

任务执
行时效
性要求

DataWorks用户共享，无法保障时效
性。

租户独占，可以控制资源组执行的并发
数，并保障任务按时执行。

根据您自身机器
所处的环境决
定。

适用场
景

由于租户共同拥有资源的使用权，所以
任务量多时，容易造成空间内任务阻
塞。仅适用于低并发、低频率的调用场
景。

租户可以控制资源组执行的并发数，并
支持对资源组进行扩缩容，规格变更等
操作，满足任务量大，且对任务时效性
要求高的场景。

自定义开发场
景。

收费 按量付费 包年包月
DataWorks版本
按月使用收费。

推荐指
数

★ ★★★★★ ★

选择指
引

时效性要求：公共调度资源组所有阿里云DataWorks用户共享，如果您的任务有
时效要求，建议您选择独享调度资源组。

访问非公网且有白名单限制的环境需求：公共资源组不支持访问非公网并且有白
名单限制的环境，如果您有此类需求，建议您选择使用独享调度资源组。

任务量需求：日调度任务较多时，您可以选择包年包月独享调度资源组。

数据集成资源组

类别 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 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

机器资源归属
由DataWorks维护，是每个租户独占使用的
计算资源。

由您自己维护，是属于您的IDC机器。

网络
拥有公网访问能力。

通过网络配置可以访问任意网络环境下的
数据库。

根据您自身机器所处的环境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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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数据源 全部数据源。 全部数据源。

任务执行时效性要
求

租户独占，可以控制资源组执行的并发数，
并保障任务按时执行。

根据您自身机器所处的环境决定。

适用场景 大量、重要的生产任务。
如果您已有计算资源，可以对接阿里云重
复使用，无需重新购买。

需要同步的数据源全部在IDC内。

收费 包年包月 DataWorks版本按月使用收费。

推荐指数 ★★★★★ ★

选择指引

时效性要求：在数据集成任务高并发执行且无法错峰运行的情况下，企业需要独享的计算
资源来保障数据快速、稳定地传输，此时您可选择使用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

访问内网环境的需求：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拥有公网访问能力，如果您的数据库在公网
内，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支持您走公网进行同步。部分数据库由于其自身特性，无法通过
公网直接同步，具体详情请参见各个数据源与插件说明文档：支持的数据源与读写插件。

访问复杂环境的需求：当需要访问复杂网络环境下的数据库时，请选择包年包月独享数据
集成资源组。关于网络解决方案详情请参见：配置资源组与网络连通。

实时同步需求：当进行数据实时同步时，您需要使用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

类别 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 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

数据服务资源组

公共数据服务资源组为租户共享资源。在对数据服务API进行高并发、高频率的接口调用并需要及时返回数
据结果的情况下，企业需要专有的计算资源来保障数据服务的可用性和稳定性。此种场景下建议您选择
DataWorks的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

开通DataWorks时，DataWorks自动为您提供公共资源组（包括公共调度资源组、公共数据集成（调试）资源
组、公共数据服务资源组），可用于数据开发、运行测试等操作。公共资源组被多个租户共享，高峰期租户间
可能会存在抢占资源的情况。本文为您介绍公共资源组的概要信息。

适用场景适用场景
公共资源组建议在任务量相对较少、对任务时效性要求不高的场景下使用。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公共资源组由多个租户共享，在高峰期无法保证稳定的资源分配。

说明说明

公共资调度源组最多支持40个调度任务同时运行，但在任务执行高峰期（通常为00：00~09：
00）会存在资源抢占情况，公共资调度源组的并发任务数可能会小于该数值。

公共数据服务资源组无法满足高频率、高并发的调用。

1.2.2. 公共资源组1.2.2. 公共资源组
1.2.2.1. 公共资源组概述1.2.2.1. 公共资源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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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希望保障任务运行资源独立且充足，建议开通使用独享资源组，具体如下表。

资源组类型 描述 参考链接

独享调度资源组独享调度资源组
在任务高并发执行且无法错峰运行的情况下，需要专有的
计算资源来保障任务定时被调度运行时，建议使用
DataWorks的独享调度资源组。

独享调度资源组计费说
明：包年包月

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
在数据集成任务高并发执行且无法错峰运行的情况下，企
业需要专有的计算资源组来保障数据快速、稳定地传输
时，建议使用DataWorks的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

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计费
说明：包年包月

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

在调用数据服务API需要高QPS和SLA保障的情况下，企业
需要保障调用成功。同时，满足高并发、高频率的接口调
用并及时返回结果数据时，建议使用DataWorks的独享数
据服务资源。

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计费
说明：包年包月

计费与相关操作计费与相关操作

（1）计费说明（1）计费说明

说明 说明 购买DataWorks后，DataWorks会为您提供公共资源组，无需您单独购买。

根据公共资源组实例费用、同步进程费用等计费项收费。公共资源组开通时支持按量付费的计费模式，计费详
情可参见：

公共调度资源组计费说明：按量付费

公共数据集成（调试）资源组：按量计费

公共数据服务资源组计费说明：按量付费

（2）扣费与欠费说明（2）扣费与欠费说明
DataWorks针对不同类型公共资源组的扣费及欠费处理情况存在差异，详情请参见扣费与欠费说明。

使用公共资源组使用公共资源组
了解上述公共资源组的适用场景及计费详情后，您可以在数据集成、数据开发等任务中选择合适类型的资源组
使用。具体使用说明，详情请参见使用公共资源组。

网络连通方案网络连通方案
DataWorks资源组本质上为一组阿里云ECS实例，在运行数据集成、数据开发等任务时，需保障资源组与数据
源之间的网络是连通的，且不会因为白名单等特殊安全访问设置阻断资源组与数据源之间的网络连通性。

网络连通

公共资源组支持与阿里云内部数据源之间的访问连通，数据源所处的网络环境及其连通性支持情况如下。

Dat aWorks公共云合集··产品版本规格
与资源组

Dat aWorks

26 > 文档版本：20220712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18791.html#concept-l3y-4y3-th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18792.html#concept-ujk-qy3-th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13181.html#concept-ujk-qy3-th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04057.html#concept-2040707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04058.html#concept-2042961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04060.html#concept-2042966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428443.html#concept-2043032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54655.html#concept-2418005


公共调度资源组

若要访问公网地址，需要在工作空间配置界面配置沙箱白名单，配置沙箱白名单后仍无法访问，请使
用独享调度资源组。

仅支持访问无白名单访问控制的地址。访问有白名单访问控制的地址，或访问VPC地址，需要使用独享
调度资源组。

说明 说明 建议所有访问外部地址的场景，均使用独享调度资源组。使用独享调度资源组，详情请
参见独享调度资源组概述。

公共数据服务资源组

数据源所处的网络环境与资源组的连通性支持情况如下。

数据源网络环境 是否支持访问

数据源处于公网环境 支持

数据源处于经典网络 支持

数据源处于VPC网络 不支持

白名单设置

公共调度资源组为您提供任务安全沙箱功能，限制未知IP访问资源组。如果您的业务场景涉及访问资源组，
需要将访问资源组的IP添加至安全沙箱白名单中。详细操作请参见安全设置。

DataWorks为您提供公共资源组，以便您直接创建和运行任务。

由DataWorks自身维护和创建的资源组即公共资源组，说明如下：

公共资源组是一个公共资源池，不保证任务可以及时得到资源并被调度执行。如果您需要任务得到高保证
的运行，请使用独享资源组，详情请参见新增和使用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新增和使用独享调度资源组。

打通网络时，如果您需要公共资源组机器的相应信息，请参见场景示例：ECS自建数据库的安全组配置和添
加白名单。

说明说明

在保证其它任务没有使用公共资源组的前提下，一个数据集成任务的公共资源组最多支持25个并
发。在实际执行任务时，资源可能会被其它任务抢占，所以最大并发数未必达到25个并发，并发
数以实际运行情况为准。

公共资源组不支持调整内存大小，您可以调整并发数。

内存的计算方式为：  并发数*512MB 。

在数据集成任务高并发执行且无法错峰运行的情况下，需要专有的计算资源组来保障数据快速、稳定的传输
时，建议您选择使用DataWorks的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本文为您概要介绍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

1.2.2.2. 使用公共资源组1.2.2.2. 使用公共资源组

1.2.3. 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1.2.3. 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
1.2.3.1. 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概述1.2.3.1. 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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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场景适用场景
数据集成任务量大、且对任务时效性要求高。

需要灵活调整资源组大小。

需要访问公网地址、VPC、IDC。

需要通过IP白名单进行访问控制。

说明说明

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保障的是数据同步实例可以同时运行的总线程数量，而非可以同时运行的数据同步实
例本身。如果您需要保障可以同时运行的数据同步实例的数量，请购买独享调度资源，详情请参见购买指
引。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的计费方式为包年包月，在资源组到期前不支持提前删除、释放资源组，资源组到期
后会按照规定的时间停服、释放。

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不支持跨地域使用。例如，华东2（上海）地域的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只能给华东
2（上海）地域的工作空间使用。

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不支持访问阿里云经典网络。如果您的数据源处于经典网络环境中，建议您将数据源
迁移至专有网络中。

同一独享资源组下同规格资源数购买上限为20个，若需要更多，请提交工单联系我们升级。

性能指标性能指标

规格
离线同步最大并发线
程数

单表实时同步最大任
务数

整库多表实时同步最
大任务数

分库分表实时同步最
大任务数

4c8g 8 3 3 不支持

8c16g 16 6 6 1

12c24g 24 9 9 1

16c32g 32 12 12 2

24c48g 48 18 18 3

说明说明

单表和整库多表实时同步最大任务：此数量仅做参考，因为实时同步任务个体配置差异较大，实
际执行时不一定可以达到最大的任务数。具体请根据实际执行后任务资源占用情况来做判断。

分库分表实时同步最大任务：当实时同步任务的源端配置了2个或2个以上数据库中的表，则至少
需要13个并发才可以运行起来。即至少需要8c16g规格的资源组。

规格选择及费用预估规格选择及费用预估
您可以使用DataWorks独享资源组计算器预估所需规格及相关费用。预估规格及相关费用时，可进入
DataWorks的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  > 运维大屏运维大屏，查看资源运行的实例数、并发情况等信息作为参考。查看运维大屏，详
情请参见查看运维大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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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与相关操作计费与相关操作

（1）计费说明（1）计费说明
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的计费方式为包年包月，您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合适的规格进行购买，不同规格的计费
详情请参见：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计费说明：包年包月。

（2）扩容与缩容（2）扩容与缩容
您可以根据业务需求选择购买独享资源组，指定购买资源组内机器规格、机器数量，购买完成后，您可以对资
源组进行扩容或缩容操作，扩缩容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请参见扩缩容操作。

（3）规格变更（升降配）（3）规格变更（升降配）
如果当前独享资源组规格不符合实际需要，您可以针对该资源组进行规格变更。变更当前资源组的规格，资源
组内所有机器的规格将统一变更，规格变更操步骤和注意事项请参见变更规格操作。

（4）续费、停服与释放资源组（4）续费、停服与释放资源组
您可以在独享资源组临近到期时进行续费操作，或等待资源组到期后停服并自动释放资源。详情请参见到期说
明及续费操作。

使用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使用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
了解上述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的规格计费详情后，您可以选择购买合适的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并在数据集成任务
中使用。从购买至使用，您需进行的主要操作流程如下：

1. 购买独享资源组（创建订单）。

2. 基于订单创建资源组。

3. 绑定归属工作空间。

4. 为独享资源组绑定专有网络。

5. 添加白名单。

6. 应用示例：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

操作详情请参见：新增和使用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

网络连通方案网络连通方案
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与其他独享资源组类似，本质上为一组阿里云ECS实例，在数据集成任务运行时，需保障
资源组与数据源之间的网络是连通的，且不会因为白名单等特殊安全访问设置阻断资源组与数据源之间的网络
连通性。

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购买后，需绑定一个VPC网络，后续您可以根据数据源所在的网络环境情况来选择网络连
通方案。详情请参见：配置资源组与网络连通。

网络连通方案

数据源网络环境 网络连通方案

数据源处于公网环境中 数据源与独享资源组绑定的VPC网络直连即可连通。

数据源处于VPC网络中，且与独享资
源组在同一同一 地域

建议独享资源组与数据源绑定同一VPC，绑定后系统自动为您添加一条路由至
整个VPC的路由，您绑定VPC的任意一个交换机，独享资源组与数据源的网络
都可连通。

数据源处于VPC网络中，且与独享资
源组在不同不同 地域

使用高速通道或VPN等将网络连通数据源与独享资源组绑定的VPC网络，并添
加一条路由指向目标数据库IP，保障两个网络间网络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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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处于IDC网络中
使用高速通道或VPN等将网络连通数据源与独享资源组绑定的VPC网络，并添
加一条路由指向目标数据库IP，保障两个网络间网络可达。

数据源处于经典网络中
独享资源组处于阿里云VPC网络，如果数据源处于经典网络环境中，则数据源
与独享资源组间网络无法连通，建议您将数据源迁移至VPC网络中。

数据源网络环境 网络连通方案

白名单配置

如果数据源设置有白名单限制访问地址时，您需要将独享资源组的访问地址添加至数据源的访问白名单
中，避免访问受限。详情可参见使用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执行任务需要在数据库添加的IP白名单。

您可以根据业务场景需求选择购买合适规格的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用于保障数据快速、稳定的传输。购买独
享资源组后，在实际使用前您还需进行网络绑定、白名单等配置操作。本文为您介绍从购买至使用独享数据集
成资源组的全流程与步骤详情。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购买和使用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前：

你需要先了解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的规格性能（不同规格能同时跑多少任务）、计费类型（不同规格怎么
收费）等细节，提前根据业务场景规划需购买的资源组规格和购买时长，详情请参见：独享数据集成资源
组计费说明：包年包月。

说明 说明 您可以使用DataWorks独享资源组计算器预估所需规格及费用。预估规格及费用时，可进入
DataWorks的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  > 运维大屏运维大屏，查看资源运行的实例数、并发情况等信息作为参考。查看运维大
屏，详情请参见查看运维大屏。

由于执行数据同步任务流程的要求，需要保证资源组可以访问数据源（来源数据源和目标数据源）所在的
网络，且不会因白名单限制等原因不能访问数据源。因此，您需要在保证网络连通的前提下，再使用数据
集成，如果网络不通，会导致数据同步任务无法执行。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与数据源间的网络连通方案和
白名单注意事项，详情请参见：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概述。

操作流程操作流程
从购买至使用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您需进行的主要操作流程如下：

1. 购买资源组（创建订单）

2. 基于订单创建资源组

3. 绑定归属工作空间

4. 绑定专有网络

5. 添加白名单

6. 测试网络联通

7. 使用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

购买资源组（创建订单）购买资源组（创建订单）

1.2.3.2. 新增和使用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1.2.3.2. 新增和使用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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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阿里云账号并进入DataWorks独享资源组购买页面。

2. 在购买页面根据业务需要配置相应的参数，配置要点如下。

地域和可用区地域和可用区：选择后续需要使用此独享资源组的地域。

说明 说明 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不支持跨地域使用。例如，华东2（上海）地域的独享资源，只能
给华东2（上海）地域的工作空间使用。

独享资源类型独享资源类型：选择为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

其他配置项，例如计费周期计费周期等参数，可根据业务规划自行配置即可。

说明 说明 同一独享资源组下同规格资源数购买上限为20，若需要更多，请提交工单联系我们升
级。

3. 单击立即购买立即购买，根据界面提示进行付款等操作后即可完成购买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

完成购买后，您可以在我的订单我的订单中查看到此订单及订单号详情。

后续您可根据订单号将此次购买的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添加到DataWorks控制台。

基于订单创建资源组基于订单创建资源组
1. 登录DataWorks控制台。

2. 单击左侧导航栏资源组列表资源组列表，在独享资源组独享资源组页签下单击创建集成资源组创建集成资源组页面，配置各项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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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资源组类型资源组类型

选择添加的独享资源组类型。

独享资源组包括独享调度资源组独享调度资源组 和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 ，分别适用于通用任务调度
和数据同步任务专用。

资源组名称资源组名称

设置资源组的名称，此名称需在租户内唯一，请避免重复，否则会导致在后续进行确
定操作时报错。

说明 说明 租户即主账号，一个租户（主账号）下可以有多个用户（子账
号）。

资源组备注资源组备注 对资源组进行简单描述。

订单号订单号

在下拉框中选择已购买的独享资源组的订单号。

说明 说明 如果还需要继续购买独享资源组，也可单击订单号后的购买购买 继续购
买，完成购买后回到此页面再将新购的独享资源组添加至DataWorks控制台。

3. 单击确定确定，DataWorks即开始初始化此独享资源组，当资源组状态为运行中后，独享资源组即已添加至控
制台。

说明 说明 独享资源组的初始化需要约20分钟，请您耐心等待其状态更新为运行中运行中。

独享资源组添加至控制台后，您需要为资源组绑定工作空间，才可以在任务的配置中选择使用此独享资源组。

绑定归属工作空间绑定归属工作空间
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需要绑定归属的工作空间，才可以在对应的工作空间下选择使用该独享资源组。一个独享
数据集成资源组可以分配给多个工作空间使用，但不可跨地域使用，例如，上海地域的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仅
可绑定上海地域的工作空间使用，不可绑定其他地域的工作空间。绑定归属工作空间的操作如下。

1. 登录DataWorks控制台。

2. 在资源组列表资源组列表的独享资源组独享资源组页签下，单击相应资源组后的修改归属工作空间修改归属工作空间。

3. 在修改归属工作空间修改归属工作空间单击对应工作空间后的绑定绑定，即可将独享资源组绑定至此工作空间。

绑定专有网络绑定专有网络
独享资源部署在DataWorks托管的专有网络（VPC）中，与其他网络环境不连通。使用独享资源时，您需进行
网络配置，为独享资源绑定一个可与数据源连通的VPC，通过此VPC实现与数据源网络连通。绑定专有网络的
操作如下。

注意 注意 4c8g类型的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最多支持绑定2个专有网络，其他规格的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
最多支持绑定3个专有网络。

1. 登录DataWorks控制台。

2. 在资源组列表资源组列表的独享资源组独享资源组页签下，单击相应资源组后的网络设置网络设置，进入专有网络绑定页面。

绑定前，请首先使用阿里云主账号进行RAM授权（仅主账号有权限），让DataWorks拥有访问您的云资源

Dat aWorks公共云合集··产品版本规格
与资源组

Dat aWorks

32 > 文档版本：20220712

https://workbench.data.aliyun.com/console
https://workbench.data.aliyun.com/console


的权限。您可以通过云资源访问授权页面进行授权。也可以在主账号首次次进入管控后弹出的界面弹框中
进行授权。

3. 绑定专有网络V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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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单击专有网络绑定专有网络绑定页面左上方的新增绑定新增绑定，在新增专有网络绑定新增专有网络绑定对话框中，配置各项参数，不同
网络环境下各参数的配置说明如下。

参数说明如下：

参数
配置说明（数据源与独享资源同
账号同地域）

配置说明（数据源与独享资源在不同账号或不同地
域）

专有网络专有网络

如果您的数据源与独享资源组在
同一个阿里云账号下，建议配置
为数据源所在的VPC。

如果不在同一个阿里云账号下，
则与不在同一地域场景一致。

如果您的数据源与独享资源不在同一地域，例如，数
据源不在阿里云VPC网络环境中，您可单击创建专有创建专有
网络网络 ，为独享资源组创建一个VPC。创建完成后这里
配置为新建的VPC或选择已经与目标数据库网络打通
的VPC。

说明 说明 在创建专有网络的场景下，您还需
通过VPN或高速通道等方式，将独享资源组绑定
的VPC与数据源所在VPC网络打通，并手动添加
路由指向目标数据库IP，保障两个网络间可达。

可用区可用区 选择数据库所在可用区。 选择已经与目标数据库网络联通的可用区。

交换机交换机

专有网络配置为数据源所在VPC
时，建议选择与数据源绑定的交
换机。

说明 说明 绑定数据源所在
VPC后，绑定VPC下任意一个
交换机，会自动添加路由至
整个VPC网段，实现独享数
据集成资源组在该VPC下网
络可达。

选择已经与目标数据库网络联通的交换机，若没有可
用交换机，可单击创建交换机创建交换机 为独享资源组创建交
换机。创建完成后这里配置为创建的交换机。

安全组安全组
安全组指定了独享资源实例需要允许或禁止哪些公网或内网的访问。您可根据业务需求选
择已有的安全组，或单击创建安全组创建安全组 为独享资源实例创建安全组。创建安全组的详细参数
配置可参见添加安全组规则。

ii. 单击确定确定，完成绑定VPC操作。

说明 说明 如果数据源和独享资源组不在同一个地域，或不在同一个阿里云账号下，则您需要绑定专
有网络后，再添加路由规则指向目标数据库IP地址。

4. （可选）配置Host。

如果您的数据源无法通过IP直接访问，例如，数据源通过Host的域名托管，通过Host域名直接被外部访问
时，您需要参考以下步骤配置Host，否则在添加数据源时，使用数据源的Host域名进行连通性测试时会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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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单击Host 配置Host 配置，在Host配置页面左上方单击新增新增，在新增域名Host 配置新增域名Host 配置对话框中配置各项参数。
参数说明如下。

参数 配置说明

IP地址IP地址 配置为数据源的实际IP地址。

Host 域名Host 域名

配置为数据源对外提供访问服务的Host域名。如果有多个Host域名时，可换行依
次添加。

说明 说明 此处的域名需包含数字、字母、连字符（-）、点（.），且必须
以字母开头，以字母或者数字结尾。

ii. 如果有多个IP地址需要添加，可继续单击新增新增继续添加。

说明说明

新增的Host配置中，IP、域名不能与之前配置的Host中的IP或域名重复。

一个Host配置中，IP与域名为1对多的关系，即IP可以对应多个Host域名，但是同一个
Host域名只能指向一个IP。

5. （可选）配置DNS。

如果您的数据源无法通过IP直接访问，例如，数据源通过负载均衡域名直接被外部访问，通过内部域名解
析服务器将域名解析至实际数据源IP地址时，您需要参考以下步骤配置DNS，否则在添加数据源时，使用
数据源的Host域名进行连通性测试时会失败。

说明 说明 如果同一个域名同时配置了Host和DNS，系统会优先根据Host的访问规则访问数据源。

i. 单击DNS配置DNS配置，在DNS配置页面左下角单击添加添加，配置完成DNS各项参数后单击保存保存。参数说明如
下。

参数 配置说明

DomainDomain

非必配项。如果数据源有统一的一级域名，可在此处配置为数据源对外提供访问
的域名的一级域名。

例如，数据源1对外的访问域名为domain1.example.com，数据源2对外的访问
域名为domain2.example.com，此处建议配置为example.com。

说明 说明 此处的域名需包含数字、字母、连字符（-）、点（.），且必须
以字母开头，以字母或者数字结尾。

NameServerNameServer
配置为数据源提供域名解析的解析服务的IP地址。如果有多个域名解析服务器
时，可换行依次添加。

ii. 如果您需要修改之前配置的DNS，您可单击左下角的修改修改。

添加白名单添加白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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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和数据源同可用区时，如果同专有网络、交换机的情况下仍未连通网络，则可能是因为数
据源有白名单限制。请添加以下内容至数据源的白名单列表中。

使用内网连通数据源与独享资源组：添加独享资源组绑定专有网络时的交换机网段至数据源白名单中。

您需要为独享资源组绑定专有网络后，进入DataWorks的资源组列表资源组列表 >  > 独享资源组独享资源组页面，单击相应资源组
后的网络设置网络设置，进入专有网络绑定专有网络绑定页面查看交换机网段交换机网段。

使用公网连通数据源与独享资源组：添加独享资源组的EIP地址EIP地址至数据源白名单中。

测试网络联通测试网络联通
以上网络配置完成之后，您需要通过以下方式测试资源组与数据源之间的网络连通性。

1. 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 图标，单击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在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对话框中，单击更多设置更多设置，进入工

作空间配置页面。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数据源管理数据源管理 ，进入数据源管理数据源管理页面。

3. 单击相应数据源操作操作列的编辑编辑。

4. 在数据集成数据集成页签下，单击相应资源组名称后的测试连通性测试连通性，连通状态为可连通可连通时，表示连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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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如果网络不通，您可以单击自助排查解决自助排查解决，使用诊断工具进行诊断网络联通异常。若您
需要进一步了解各网络环境下数据源与独享资源组的网络联通，详情请参见：配置资源组与网络连
通。

5. 单击完成完成。

使用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使用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
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创建并配置完成后，您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切换任务使用的资源组。

操作环境
支持的切换操
作

界面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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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生产环境
资源组

批量切换

进入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   >  周期任务周期任务 界面设置。

勾选需要修改资源组的任务，单击底部菜单栏的修改数据集成资源组修改数据集成资源组 ，即可批
量修改。

操作环境
支持的切换操
作

界面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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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开发环境
资源组

单个任务切
换

批量切换

进入Dat aSt udioDat aSt udio 页面设置。

单个任务切换单个任务切换

进入目标节点的编辑页面，在右侧导航栏的数据集成资源组配置数据集成资源组配置 中即可修
改。

批量切换批量切换

单击 图标，勾选需要修改资源组的任务，单击底部菜单栏的修改数据集成修改数据集成

资源组资源组 ，即可批量修改。

操作环境
支持的切换操
作

界面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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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务高并发执行且无法错峰运行的情况下，需要专有的计算资源来保障任务定时被调度运行时，建议您选择
使用DataWorks的独享调度资源组。本文为您概要介绍独享调度资源组。

适用场景适用场景
对任务时效性要求高，避免公共资源组资源争抢导致任务延时。

需要灵活调整资源组大小。

需要访问公网地址、VPC、IDC。

需要通过IP白名单进行访问控制。

DataWorks某些任务类型仅支持独享资源组，包括EMR、CDH、ADB等。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独享调度资源组的购买计费类型为包年包月，在资源组到期前不支持提前删除、释放资源组，资源组到期
后会按照规定的时间停服、释放。

独享调度资源组不支持跨地域使用。例如，华东2（上海）地域的独享调度资源组，只能给华东2（上海）
地域的工作空间使用。

同一独享资源组下同规格资源数购买上限为20，若需要更多，请提交工单联系我们升级。

性能指标性能指标

规格 最大并发运行实例数

4c8g 16

8c16g 32

12c24g 48

16c32g 64

24c48g 96

规格选择及费用预估规格选择及费用预估
您可以使用DataWorks独享资源组计算器预估所需规格及相关费用。预估规格及相关费用时，可进入
DataWorks的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  > 运维大屏运维大屏，查看资源运行的实例数、并发情况等信息作为参考。查看运维大屏，详
情请参见查看运维大屏。

计费与相关操作计费与相关操作

（1）计费说明（1）计费说明
独享调度资源组的计费方式为包年包月，您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合适的规格进行购买，不同规格的计费详情
请参见独享调度资源组计费说明：包年包月。

（2）扩容与缩容（2）扩容与缩容

1.2.4. 独享调度资源组1.2.4. 独享调度资源组
1.2.4.1. 独享调度资源组概述1.2.4.1. 独享调度资源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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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根据业务需求选择购买独享资源组，指定购买资源组内机器规格、机器数量，购买完成后，您可以对资
源组进行扩容或缩容操作，扩缩容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请参见扩缩容操作。

（3）规格变更（升降配）（3）规格变更（升降配）
如果当前独享资源组规格不符合实际需要，您可以针对该资源组进行规格变更。变更当前资源组的规格，资源
组内所有机器的规格将统一变更，规格变更操步骤和注意事项请参见变更规格操作。

（4）续费、停服与释放资源组（4）续费、停服与释放资源组
您可以在独享资源组临近到期时进行续费操作，或等待资源组到期后停服并自动释放资源。详情请参见到期说
明及续费操作。

使用独享调度资源组使用独享调度资源组
了解上述独享调度资源的规格计费详情后，您可以选择购买合适的独享调度资源组并在数据集成、数据开发等
任务中使用。从购买至使用，您需进行的主要操作流程如下：

1. 购买独享资源组。

2. 添加资源组至DataWorks控制台。

3. 绑定工作空间。

4. （可选）为独享资源组绑定专有网络。

5. （可选）添加白名单。

6. 应用示例：独享调度资源组。

操作详情请参见新增和使用独享调度资源组。

网络连通方案网络连通方案
独享调度资源组与其他资源组类似，本质上为一组阿里云ECS实例，在进行数据开发等任务运行时，需保障资
源组与数据源之间的网络是连通的，且不会因为白名单等特殊安全访问设置阻断资源组与数据源之间的网络连
通性。

说明 说明 如果独享调度资源组的应用过程中，不涉及与数据源的交互，则不涉及独享调度资源组与数据
源间的网络连通问题，独享调度资源组购买后即可直接使用，无需考虑网络的相关影响。

独享调度资源组购买后，需绑定一个VPC网络，后续您可以根据数据源所在的网络环境情况来选择网络连通方
案。

网络连通方案

数据源网络环境 网络连通方案

数据源处于公网环境中 数据源与独享资源组绑定的VPC网络直连即可连通。

数据源处于VPC网络中，且与独享资
源组在同一同一 地域

建议独享资源组与数据源绑定同一VPC，绑定后系统自动为您添加一条路由至
整个VPC的路由，您绑定VPC的任意一个交换机，独享资源组与数据源的网络
都可连通。

数据源处于VPC网络中，且与独享资
源组在不同不同 地域

使用高速通道或VPN等将网络连通数据源与独享资源组绑定的VPC网络，并添
加一条路由指向目标数据库IP，保障两个网络间网络可达。

数据源处于IDC网络中
使用高速通道或VPN等将网络连通数据源与独享资源组绑定的VPC网络，并添
加一条路由指向目标数据库IP，保障两个网络间网络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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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处于经典网络中
独享资源组处于阿里云VPC网络，如果数据源处于经典网络环境中，则数据源
与独享资源组间网络无法连通，建议您将数据源迁移至VPC网络中。

数据源网络环境 网络连通方案

白名单配置

如果数据源设置有白名单限制访问地址时，您需要将独享资源组的访问地址添加至数据源的访问白名单
中，避免访问受限。详情可参见使用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执行任务需要在数据库添加的IP白名单。

您可以根据业务场景需求选择购买合适规格的独享调度资源组，用于任务的调度运行。购买独享资源组后，在
实际使用前您还需进行网络绑定、白名单等配置操作。本文为您介绍从购买至使用独享调度资源组的全流程与
步骤详情。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购买和使用独享调度资源组前：

您需先了解独享调度资源组的规格性能（不同规格能同时跑多少任务）、计费类型（不同规格怎么收费）
等细节，提前根据业务场景规划需购买的资源组规格和购买时长，详情请参见独享调度资源组计费说明：
包年包月。

说明 说明 您可以使用DataWorks独享资源组计算器预估所需规格及费用。预估规格及费用时，可进入
DataWorks的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  > 运维大屏运维大屏，查看资源运行的实例数、并发情况等信息作为参考。查看运维大
屏，详情请参见查看运维大屏。

（可选）如果独享调度资源组在后续的应用中可能涉及与数据源的交互，例如，在调度场景下，需要通过
Shell访问自建数据库或某个内部地址；或者使用了EMR、CDH这类必须要使用独享调度资源组的引擎时，您
还需了解不同场景下，独享调度资源组与数据源间或引擎间的网络连通方案和白名单注意事项，详情请参
见独享调度资源组概述。

说明 说明 如果您暂无连通数据库实例的需求，只是为了缓解因公共调度资源组的资源紧张，导致任
务延迟的问题，则无需关注本文涉及的网络相关问题。您可以购买任意可用区的独享调度资源组，且无
需进行网络相关配置操作。

操作流程操作流程
从购买至使用独享调度资源组，您需进行的主要操作流程如下：

1. 购买资源组（创建订单）

2. 基于订单创建资源组

3. 绑定归属工作空间

4. （可选）绑定专有网络

5. （可选）添加白名单

6. （可选）测试网络联通

7. 应用示例：独享调度资源组

购买资源组（创建订单）购买资源组（创建订单）

1.2.4.2. 新增和使用独享调度资源组1.2.4.2. 新增和使用独享调度资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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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阿里云账号并进入DataWorks独享资源组购买页面。

2. 在购买页面根据业务需要配置相应的参数，配置要点如下。

地域和可用区地域和可用区：选择后续需要使用此独享资源组的地域。

说明 说明 独享调度资源组不支持跨地域使用。例如，华东2（上海）地域的独享资源，只能给华
东2（上海）地域的工作空间使用。

独享资源类型独享资源类型：选择为独享调度资源组独享调度资源组。

其他配置项，例如计费周期计费周期等参数，可根据业务规划自行配置即可。

说明 说明 同一独享资源组下同规格资源数购买上限为20，若需要更多，请提交工单联系我们升
级。

3. 单击立即购买立即购买，根据界面提示进行付款等操作后即可完成购买独享调度资源组。

完成购买后，您可以在我的订单我的订单中查看到此订单及订单号详情。

后续您可根据订单号将此次购买的独享调度资源组添加到DataWorks控制台。

基于订单创建资源组基于订单创建资源组
1. 登录DataWorks控制台。

2. 单击左侧导航栏资源组列表资源组列表，在独享资源组独享资源组页签下单击创建调度资源组创建调度资源组页面，配置各项参数。

参数 描述

资源组类型资源组类型

选择添加的独享资源组类型。

独享资源组包括独享调度资源组独享调度资源组 和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 ，分别适用于通用任务调度
和数据同步任务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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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组名称资源组名称

设置资源组的名称，此名称需在租户内唯一，请避免重复，否则会导致在后续进行确
定操作时报错。

说明 说明 租户即主账号，一个租户（主账号）下可以有多个用户（子账
号）。

资源组备注资源组备注 对资源组进行简单描述。

订单号订单号

在下拉框中选择已购买的独享资源组的订单号。

说明 说明 如果还需要继续购买独享资源组，也可单击订单号后的购买购买 继续购
买，完成购买后回到此页面再将新购的独享资源组添加至DataWorks控制台。

参数 描述

3. 单击确定确定，DataWorks即开始初始化此独享资源组，当资源组状态为运行中后，独享资源组即已添加至控
制台。

说明 说明 独享资源组的初始化需要约20分钟，请您耐心等待其状态更新为运行中运行中。

独享资源组添加至控制台后，您需要为资源组绑定工作空间，才可以在任务的配置中选择使用此独享资源组。

绑定归属工作空间绑定归属工作空间
独享调度资源组需要绑定归属的工作空间，才可以在对应的工作空间下选择使用该独享资源组。一个独享调度
资源组可以分配给多个工作空间使用，但不可跨地域使用，例如，上海地域的独享调度资源组仅可绑定上海地
域的工作空间使用，不可绑定其他地域的工作空间。绑定归属工作空间的操作如下。

1. 登录DataWorks控制台。

2. 在资源组列表资源组列表的独享资源组独享资源组页签下，单击相应资源组后的修改归属工作空间修改归属工作空间。

3. 在修改归属工作空间修改归属工作空间单击对应工作空间后的绑定绑定，即可将独享资源组绑定至此工作空间。

（可选）绑定专有网络（可选）绑定专有网络
如果独享调度资源组在后续的应用中可能涉及与数据源的交互，例如，在调度场景下，需要通过Shell访问自
建数据库或某个内部地址；或者使用了EMR、CDH这类必须要使用独享调度资源组的引擎时，您还需进行以下
绑定专有网络、白名单的相关配置。

独享资源组部署在DataWorks托管的专有网络中，您需要绑定自己的专有网络后，独享资源组才可与其他数据
源连通。绑定专有网络的操作如下。

注意 注意 4c8g类型的独享调度资源组最多支持绑定2个专有网络，其他规格的独享调度资源组最多支持
绑定3个专有网络。

1. 登录DataWorks控制台。

2. 在资源组列表资源组列表的独享资源组独享资源组页签下，单击相应资源组后的专有网络绑定专有网络绑定，进入绑定页面。

绑定前，请首先使用阿里云主账号进行RAM授权（仅主账号有权限），让DataWorks拥有访问您的云资源
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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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绑定专有网络VPC。

i. 单击专有网络绑定专有网络绑定页面左上方的新增绑定新增绑定，在新增专有网络绑定新增专有网络绑定对话框中，配置各项参数，不同
网络环境下各参数的配置说明如下。

参数说明如下：

参数
配置说明（数据源与独享资源同
账号同地域）

配置说明（数据源与独享资源在不同账号或不同地
域）

专有网络专有网络

如果您的数据源与独享资源组在
同一个阿里云账号下，建议配置
为数据源所在的VPC。

如果不在同一个阿里云账号下，
则与不在同一地域场景一致。

如果您的数据源与独享资源不在同一地域，例如，数
据源不在阿里云VPC网络环境中，您可单击创建专有创建专有
网络网络 ，为独享资源组创建一个VPC。创建完成后这里
配置为新建的VPC或选择已经与目标数据库网络打通
的VPC。

说明 说明 在创建专有网络的场景下，您还需
通过VPN或高速通道等方式，将独享资源组绑定
的VPC与数据源所在VPC网络打通，并手动添加
路由指向目标数据库IP，保障两个网络间可达。

可用区可用区 选择数据库所在可用区。 选择已经与目标数据库网络联通的可用区。

交换机交换机

专有网络配置为数据源所在VPC
时，建议选择与数据源绑定的交
换机。

说明 说明 绑定数据源所在
VPC后，绑定VPC下任意一个
交换机，会自动添加路由至
整个VPC网段，实现独享数
据集成资源组在该VPC下网
络可达。

选择已经与目标数据库网络联通的交换机，若没有可
用交换机，可单击创建交换机创建交换机 为独享资源组创建交
换机。创建完成后这里配置为创建的交换机。

安全组安全组
安全组指定了独享资源实例需要允许或禁止哪些公网或内网的访问。您可根据业务需求选
择已有的安全组，或单击创建安全组创建安全组 为独享资源实例创建安全组。创建安全组的详细参数
配置可参见添加安全组规则。

ii. 单击确定确定，完成绑定VPC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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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如果数据源和独享资源组不在同一个地域，或不在同一个阿里云账号下，则您需要绑定专
有网络后，再添加路由规则指向目标数据库IP地址。

4. （可选）配置Host。

如果您的数据源无法通过IP直接访问，例如，数据源通过Host的域名托管，通过Host域名直接被外部访问
时，您需要参考以下步骤配置Host，否则在添加数据源时，使用数据源的Host域名进行连通性测试时会
失败。

i. 单击Host 配置Host 配置，在Host配置页面左上方单击新增新增，在新增域名Host 配置新增域名Host 配置对话框中配置各项参数。
参数说明如下。

参数 配置说明

IP地址IP地址 配置为数据源的实际IP地址。

Host 域名Host 域名

配置为数据源对外提供访问服务的Host域名。如果有多个Host域名时，可换行依
次添加。

说明 说明 此处的域名需包含数字、字母、连字符（-）、点（.），且必须
以字母开头，以字母或者数字结尾。

ii. 如果有多个IP地址需要添加，可继续单击新增新增继续添加。

说明说明

新增的Host配置中，IP、域名不能与之前配置的Host中的IP或域名重复。

一个Host配置中，IP与域名为1对多的关系，即IP可以对应多个Host域名，但是同一个
Host域名只能指向一个IP。

5. （可选）配置DNS。

如果您的数据源无法通过IP直接访问，例如，数据源通过负载均衡域名直接被外部访问，通过内部域名解
析服务器将域名解析至实际数据源IP地址时，您需要参考以下步骤配置DNS，否则在添加数据源时，使用
数据源的Host域名进行连通性测试时会失败。

说明 说明 如果同一个域名同时配置了Host和DNS，系统会优先根据Host的访问规则访问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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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单击DNS配置DNS配置，在DNS配置页面左下角单击添加添加，配置完成DNS各项参数后单击保存保存。参数说明如
下。

参数 配置说明

DomainDomain

非必配项。如果数据源有统一的一级域名，可在此处配置为数据源对外提供访问
的域名的一级域名。

例如，数据源1对外的访问域名为domain1.example.com，数据源2对外的访问
域名为domain2.example.com，此处建议配置为example.com。

说明 说明 此处的域名需包含数字、字母、连字符（-）、点（.），且必须
以字母开头，以字母或者数字结尾。

NameServerNameServer
配置为数据源提供域名解析的解析服务的IP地址。如果有多个域名解析服务器
时，可换行依次添加。

ii. 如果您需要修改之前配置的DNS，您可单击左下角的修改修改。

（可选）添加白名单（可选）添加白名单
独享调度资源组和数据源同可用区时，如果同专有网络、交换机的情况下仍未连通网络，则可能是因为数据源
有白名单限制。请添加以下内容至数据源的白名单列表中。

使用内网连通数据源与独享资源组：添加独享资源组绑定专有网络时的交换机网段至数据源白名单中。

您需要为独享资源组绑定专有网络后，进入DataWorks的资源组列表资源组列表 >  > 独享资源组独享资源组页面，单击相应资源组
后的专有网络绑定专有网络绑定，查看交换机网段交换机网段。

使用公网连通数据源与独享资源组：添加独享资源组的EIP地址EIP地址至数据源白名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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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测试网络联通（可选）测试网络联通
以上网络配置完成之后，您需要通过以下方式测试资源组与数据源之间的网络连通性。

1. 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 图标，单击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在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对话框中，单击更多设置更多设置，进入工

作空间配置页面。

2. 单击相应数据源操作操作列的编辑编辑。

3. 在任务调度任务调度页签下，单击相应资源组名称后的测试连通性测试连通性，连通状态为可连通时，表示连通成功。

说明 说明 若您需要进一步了解各网络环境下数据源与独享资源组的网络联通，详情请参见：配置资
源组与网络连通。

4. 单击完成完成。

应用示例：独享调度资源组应用示例：独享调度资源组
修改在Dat aSt udio页面测试任务使用的资源组修改在Dat aSt udio页面测试任务使用的资源组

i. 在Dat aSt udioDat aSt udio页面，双击打开相应节点的编辑页面。

ii. 单击工具栏中的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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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参数参数对话框中，选择测试运行使用的调度资源组调度资源组。

iv. 单击确定确定。

在在Dat aSt udioDat aSt udio修改使用的调度资源组修改使用的调度资源组

i. 在Dat aSt udioDat aSt udio面板，双击打开相应节点的编辑页面。

ii. 单击右侧的调度配置调度配置，在资源属性资源属性区域选择任务调度运行时需要使用的资源组。详情请参见配置资源
属性。

在在运维中心运维中心修改使用的调度资源组修改使用的调度资源组

i. 在运维中心运维中心的左侧导航栏，单击周期任务运维周期任务运维 >  > 周期任务周期任务。

ii. 单击页面中间的箭头展开任务列表后，单击相应周期任务后的更多更多 >  > 修改资源组修改资源组。

注意 注意 虚节点、业务流程、机器学习等任务类型不支持修改资源组，请勿选择。

如果您需要批量修改资源组，请在周期任务周期任务页面，选中需要修改的周期任务，单击页面下方的修改资修改资
源组源组。

iii. 在修改资源组修改资源组对话框中，选择相应的调度资源组，单击确定确定。

Dat aWorks Dat aWorks公共云合集··产品版本规格
与资源组

> 文档版本：20220712 49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62565.html#task-2479302


在调用数据服务API需要高QPS和SLA保障的情况下，企业需要使用独享的数据服务资源来保障调用成功。同
时，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能够满足高并发、高频率的接口调用并及时返回结果数据。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目前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仅支持在华东1（杭州）地域和华东2（上海）地域使用。性能指标请参见独享数
据服务资源组计费说明：包年包月。

目前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仅支持同一个地域VPC网络下的数据源。

适用场景适用场景
数据服务API调用频率高，高并发且需要及时返回数据结果的场景，请使用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

计费说明计费说明
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的计费方式为包年包月，您可以根据自身业务需求选择合适的规格进行计费，详情请参
见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的计费标准。

网络连通网络连通
独享数据服务资源需要访问VPC环境下的数据源时，需要绑定该数据源所在的VPC，绑定VPC后会自定义路由
到整个专有网络，实现独享资源组在整个专有网络内网络可达。

其他使用指引其他使用指引
扩容说明

您可以根据业务需求，在DataWorks管理控制台中对每个独享数据服务资源订单中的资源配置进行升级。您
仅需支付升配资源从当前时间点至原订单到期时间点之间的差价。

说明说明

升配仅会根据已购订单升级资源规格，不会增加资源组数量。

执行升配后，新配置将在升级订单支付后的10分钟内生效。

续费说明

您可以选择在独享数据服务资源订单到期前、或到期后的7天内，为该订单内所有资源统一续费。如果您在
到期前未续费，到期后将立即停止该订单内资源的服务。

到期说明

停服

默认在距离您所选购的独享数据服务资源到期前的7天、3天和1天，分别向您的阿里云主账号绑定的手机
和邮箱等发送到期通知。如果您在到期前未续费，则到期后将立即停止该订单内资源的服务。

释放

独享数据服务资源到期后，将为您继续保留7天，如果7天内您仍未完成续费，则该实例将被释放。

您可以根据业务需求，在DataWorks管理控制台中对每个独享数据服务资源订单中的资源配置进行升级。您仅
需支付升配资源从当前时间点至原订单到期时间点之间的差价。

1.2.5. 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1.2.5. 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

1.2.5.1. 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1.2.5.1. 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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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根据业务场景需求选择购买合适规格的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以保障高并发和高频率的API调用。本文
为您介绍从购买至使用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的全流程与步骤详情。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购买和使用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前：

你需要先了解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的规格性能（不同规格能支持的QPS）、计费类型（不同规格怎么收费）
等细节，提前根据业务场景规划需购买的资源组规格和购买时长，详情请参见：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计费
说明：包年包月。

购买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时需要进行网络配置，您可以为独享资源组绑定一个可与目标数据源连通的VPC和
该VPC下对应可用区中的V-Switch，实现自动添加路由至整个VPC网段，从而保障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与该
VPC环境中的数据源之间的网络连通性。查看数据源所在网络环境的信息如何查看数据源的网络环境？。

在发起API调用请求时，可能会涉及到与不同网络环境下数据源之间的交互，因此你还需要了解独享数据服
务资源组和不同网络环境下数据源之间的网络连通方案，详情请参见：网络连通与白名单配置。

操作流程操作流程
从购买至使用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您需进行的主要操作流程如下：

1. 购买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

2. 绑定归属工作空间

3. 网络连通与白名单配置

4. 网络联通测试

5. 应用示例：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

购买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购买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
1. 登录DataWorks管理控制台。

2. 单击左侧导航栏资源组列表资源组列表，在独享资源组独享资源组页签下单击创建服务资源组创建服务资源组，进入购买页面。在购买页面
根据业务需要配置相应的参数，配置要点如下。

地域和可用区地域和可用区：选择后续需要使用此独享资源组的地域。

说明说明

可用区是在同一地域下的不同物理区域，可用区之间内网互通。

独享资源组不支持跨地域使用。例如，华东2（上海）地域的独享资源，只能给华东2（上
海）地域的工作空间使用。

专有网络（VPC）专有网络（VPC）：下拉列表为您列出当前登录账号下的所有专有网络，请选择需要跟独享资源组所
处的专有网络进行绑定的目标专有网络。

交换机（V-Swit ch）交换机（V-Swit ch）：下拉列表会为列出您选择的目标专有网络下的所有交换机实例，请按实际需要
进行选择。

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独享数据服务资源：根据需求选择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的规格。

其他配置项，例如计费周期计费周期等参数，可根据业务规划自行配置即可。

3. 单击立即购买立即购买，根据界面提示进行付款等操作后，DataWorks即开始初始化此独享资源组，当资源组状
态为运行中后，独享资源组即已添加至控制台。

1.2.5.2. 新增和使用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1.2.5.2. 新增和使用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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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独享资源组的初始化需要约20分钟，请您耐心等待其状态更新为运行中运行中。

独享资源组添加至控制台后，您需要为资源组绑定工作空间，才可以在API的配置中选择使用此独享资源组。

绑定归属工作空间绑定归属工作空间
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需要绑定归属的工作空间，才可以在对应的工作空间下选择使用该独享资源组。一个独享
数据服务资源组可以分配给多个工作空间使用，但不可跨地域使用，例如，上海地域的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仅
可绑定上海地域的工作空间使用，不可绑定其他地域的工作空间。绑定归属工作空间的操作如下。

1. 登录DataWorks管理控制台。

2. 在资源组列表资源组列表的独享资源组独享资源组页签下，单击相应资源组后的修改归属工作空间修改归属工作空间。

3. 在修改归属工作空间修改归属工作空间单击对应工作空间后的绑定绑定，即可将独享资源组绑定至此工作空间。

网络连通与白名单配置网络连通与白名单配置
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与数据源之间进行数据服务时，需要确保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与不同网络环境数据源之间
的连通性，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包括公网、阿里云VPC网络、IDC网络等场景的网络连通方案，不同连通场景
下需要添加资源组白名单到数据库的白名单配置中。详情请参见：网络连通与白名单配置。

网络联通测试网络联通测试
以上网络配置完成之后，您需要通过以下方式测试资源组与数据源之间的网络连通性。

1. 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 图标，单击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在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对话框中，单击更多设置更多设置，进入工

作空间配置页面。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数据源管理数据源管理 ，进入数据源管理数据源管理页面。

3. 单击相应数据源操作操作列的编辑编辑。

4. 在数据服务数据服务页签下，单击相应资源组名称后的测试连通性测试连通性，连通状态为可连通可连通时，表示连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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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在购买时要选择需要进行连通的网络环境，若您的数据库存在白名单
访问控制，您可添加对应的白名单，详情请参见：网络连通与白名单配置。

5. 单击完成完成。

应用示例：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应用示例：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

说明 说明 当前仅数据服务的生成API生成API可以使用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

1. 在数据服务数据服务面板的目录树中双击API的名称打开编辑页面。

2. 单击右侧的服务资源组服务资源组，方案方案选择独享服务资源组独享服务资源组，并在独享服务资源组下拉框选择API调用时需要使
用的资源组，详情请参见：通过向导模式生成API和通过脚本模式生成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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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Works支持自定义资源组（包括自定义调度资源组和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如果您有富余的服务器资
源，可将此部分资源作为DataWorks中任务运行的资源组使用。本文为您介绍自定义资源组的概要信息。

适用场景适用场景
自定义资源组适用于如下场景：

访问IDC网络环境：进行数据同步时，需要访问自己的IDC，该场景可以使用自定义资源组。

减少迁移工作量：如果本地已经有任务运行，您可以选用自定义资源组，直接调度任务在自己的服务器
上，减少脚本迁移的工作量。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自定义资源组的限制情况如下表。

资源组类型 版本限制 可执行任务限制 删除操作限制

自定义调度资源组自定义调度资源组
需要开通DataWorks企业版及以上版本，并
且提交工单开放白名单。

仅支持执行Shell任
务。

不支持删除自定义调
度资源组。

自定义数据集成资自定义数据集成资
源组源组

需要开通DataWorks专业版及以上版本。
仅支持执行数据集成
任务。

不涉及。

计费说明计费说明
购买对应增值版本DataWorks后，即可使用自定义资源组功能，自定义资源组不另外收费。DataWorks增值版
本的费用，详情请参见版本服务计费说明。

1.2.6. 自定义资源组1.2.6. 自定义资源组
1.2.6.1. 自定义资源组概述1.2.6.1. 自定义资源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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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使用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后，执行数据集成任务时不会收取相关费用；产生的公网流量，也
不会在DataWorks中收费。

使用自定义资源组使用自定义资源组
使用自定义资源组的主要操作流程如下：

自定义调度资源组自定义调度资源组

i. 开通DataWorks企业版及以上版本，并且提交工单开放白名单。

ii. 新增自定义调度资源组。

iii. 资源组添加并初始化服务器。

iv. 使用自定义调度资源组，即修改任务运行的资源组为自定义调度资源组。

操作详情请参见新增和使用自定义调度资源组。

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

i. 购买云服务器ECS。

ii. 查看ECS主机名和内网IP地址。

iii. 开通8000端口。

iv. 开通DataWorks专业版及以上版本。

v. 新增并配置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包括添加服务器、安装Agent、检查连通性。

vi. 使用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即修改任务运行的资源组为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

操作详情请参见新增和使用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

DataWorks支持创建自定义调度资源组，以保证任务的调度灵活性和数据同步的及时性。本文为您介绍如何新
增并使用自定义调度资源组。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购买DataWorks

仅DataWorks企业版及以上版本支持使用自定义调度资源组。您需要提前购买DataWorks企业版及以上版
本，购买详情请参见版本服务计费说明。

已有自有服务器资源

自定义调度资源组为您提供增加并发调度任务数量的能力。您需要购买自有服务器资源，才能使用自定义
调度资源组。本文以ECS服务器为例，为您介绍自定义调度资源组如何添加自有服务器资源并使用，详情请
参见资源组添加并初始化服务器。购买ECS服务器请进入ECS售卖页。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调度资源组用于执行或分发调度系统下发的任务，DataWorks的调度资源组包括公共调度资源组公共调度资源组、独享调度独享调度
资源组资源组和自定义调度资源组自定义调度资源组。 对于单个用户来说，公共资源组中的调度能力不能无限量承载不断增加的并发
调度任务量。如果调度的任务瞬时并发数量过多，则会出现资源等待的情况，导致任务调度实际运行时间延
迟。如果您想将已购买的ECS实例用于DataWorks任务调度，可以将其添加为DataWorks自定义调度资源组。

说明 说明 默认情况下，您提交的调度任务均会运行在DataWorks提供的公共调度资源组上。

1.2.6.2. 新增和使用自定义调度资源组1.2.6.2. 新增和使用自定义调度资源组

Dat aWorks Dat aWorks公共云合集··产品版本规格
与资源组

> 文档版本：20220712 55

https://selfservice.console.aliyun.com/ticket/createIndex?spm=5176.2020520129.console-base-top.dwork-order-1.29d546aee0gsiH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69950.html#task-2515769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36934.html#task-2517210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18784.html#concept-265329
https://ecs-buy.aliyun.com/wizard?spm=5176.8789780.1092585.1.1ede55casH0ypt#/prepay/cn-hangzhou?periodType=Yearly&period=1&instanceType=ecs.g5.large


自定义资源组和独享资源组的运维管理差异如下：

自定义调度资源组自定义调度资源组：机器完全可控、可登录访问，需要您自行运维。

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运维完全托管于系统，系统提供可用保障，无需担心机器服务等问题。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自定义调度资源组仅支持Shell类型的任务使用。

操作流程操作流程
使用自定义调度资源组的操作流程如下：

1. 新增自定义调度资源组

2. 资源组添加并初始化服务器

3. 使用自定义调度资源组

自定义资源组在使用、配置文件、命令等方面的常见问题和解决方案，详情请参见自定义资源组。

新增自定义调度资源组新增自定义调度资源组
1. 进入自定义资源组自定义资源组页面。

i. 登录DataWorks控制台。

ii.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资源组列表资源组列表，选择目标地域。

iii. 在资源组列表资源组列表页面，单击自定义资源组自定义资源组。

2. 新增自定义调度资源组。

i. 在自定义资源组自定义资源组页签下，单击右上方的新增调度资源新增调度资源。

ii. 在新增调度资源新增调度资源对话框中，输入资源名称资源名称并选择归属工作空间归属工作空间。

自定义调度资源组配置完成后即可供其所归属的工作空间内的任务使用。如果后续您需要修改资源组
归属的工作空间，可参见通用参考：修改资源组归属工作空间。

iii. 单击确定确定，新增自定义调度资源组完成。

资源组添加并初始化服务器资源组添加并初始化服务器
自定义调度资源组创建完成后，您需要为资源组添加需要的服务器，并初始化服务器。

1. 添加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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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自定义资源组自定义资源组页签下，单击目标资源组操作操作列的服务器管理服务器管理。

ii. 在管理服务器管理服务器对话框中，单击增加服务器增加服务器。

iii. 在新增调度资源新增调度资源对话框中，配置各项参数。

参数 描述

网络类型网络类型

包括经典网络经典网络 和专有网络专有网络 。

说明 说明 经典网络经典网络 仅支持华东2（上海）地域，建议您选择网络类网络类
型型 为专有网络专有网络 。

服务器名称服务器名称

输入真实的主机名称，不支持自定义。您可以在ECS上执行  hostname 命
令，获取服务器名称。

说明 说明 仅当网络类型网络类型 选择经典网络经典网络 时，需要配置该参数。

ECS UUIDECS UUID

您可以在ECS上执行  dmidecode | grep UUID 命令，获取ECS UUID。

说明 说明 仅当网络类型网络类型 选择专有网络专有网络 时，需要配置该参数。

机器IP机器IP 您可以在ECS上执行  hostname -i 命令，获取机器的IP。

iv. 单击确定确定，成功添加服务器。

2. 初始化服务器。

i. 在自定义资源组自定义资源组页签下，单击目标资源组操作操作列的服务器初始化服务器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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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您需要登录ECS服务器，参考服务器初始化服务器初始化对话框中的操作初始化服务器。

初始化完成后，您可以开始使用新增的自定义调度资源组。

使用自定义调度资源组使用自定义调度资源组
自定义调度资源组创建并配置完成后，您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切换任务使用的资源组为自定义调度资源组。

说明说明

自定义调度资源组仅支持Shell类型的任务使用。

自定义调度资源组仅支持其所归属工作空间中的任务使用。如果您需要修改资源组归属的工作空
间，详情请参见通用参考：修改资源组归属工作空间。

操作环境 支持的切换操作 界面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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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生产环境资
源组

单个任务切换

批量切换

进入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   >  周期任务周期任务 界面设置。

单个任务切换单个任务切换

单击目标任务操作操作 列的更多更多  >   >  修改调度资源组修改调度资源组 ，即可修改。

批量切换批量切换

勾选需要修改资源组的任务，单击底部菜单栏的修改调度资源组修改调度资源组 ，即可批
量修改。

操作环境 支持的切换操作 界面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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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开发环境资
源组

单个任务切换

批量切换

进入Dat aSt udioDat aSt udio 页面设置。

单个任务单个任务

进入目标节点的编辑页面，在右侧导航栏的调度配置调度配置  >   >  资源属性资源属性 中即可修
改。

批量切换批量切换

单击 图标，勾选需要修改资源组的任务，单击底部菜单栏的修改调度资修改调度资

源组源组 ，即可批量修改。

操作环境 支持的切换操作 界面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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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任务调试资
源组

仅支持单个任务
切换

进入Dat aSt udioDat aSt udio  >   >  节点编辑页面节点编辑页面 设置。

单击 图标，即可切换节点使用的调度资源组。

操作环境 支持的切换操作 界面入口

切换资源组的详细操作步骤，请参见通用参考：修改资源组归属工作空间。

使用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运行数据同步任务，能够帮助您解决DataWorks公共资源组与您的数据源无法连通
的问题，实现更高速的传输。本文为您介绍如何新增并使用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购买DataWorks

仅DataWorks专业版及以上版本支持使用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您需要提前购买DataWorks专业版及以上
版本，购买详情请参见版本服务计费说明。

已有自有服务器资源

使用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之前，您需要已有自有服务器资源。本文以使用ECS服务器示例，为您介绍使用
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之前与自有服务器相关的准备工作，详情请参见准备工作。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权限限制

仅拥有空间管理员空间管理员角色权限的用户支持新增或修改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如果指定用户需要新增或修改
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则可授权该用户为空间管理员空间管理员角色，详情请参见角色及成员管理：空间级。

与ECS服务器相关的限制

1.2.6.3. 新增和使用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1.2.6.3. 新增和使用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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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所在的ECS服务器的时间与当前互联网时间差必须在2分钟之内，否则会导致部署
的资源组服务请求接口超时，服务异常，无法执行任务。

一台ECS机器只能添加于一个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每个资源组只能选择一种网络类型。

使用范围限制

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只能给当前工作空间作为数据同步资源组使用，不会显示在资源组列表资源组列表页面。

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不支持给手动业务流程的数据同步节点使用。

准备工作准备工作
1. 购买云服务器ECS。

购买ECS云服务器的具体操作请参见购买ECS云服务器。

说明说明

请使用CentOS 6、CentOS 7或Aliyun OS操作系统。

如果您添加的ECS需要执行MaxCompute引擎任务或数据同步任务，则需要检查当前ECS的
Python版本是否为Python2.6或2.7（CentOS 5的版本为Python 2.4，其它OS自带Python 2.6
以上版本）。

请确保ECS具有访问公网的能力，您可以使用  ping www.aliyun.com 命令查看连通性。

建议ECS的配置为8核16G。

2. 查看ECS主机名和内网IP地址。

登录云服务器ECS控制台，在实例实例页面，查看购买的ECS主机名和IP地址。主机名和IP地址用于后续自定义
数据集成资源组添加ECS服务器。

3. 开通8000端口。

开通8000端口便于您读取日志，定位问题。

说明说明

如果您的ECS是VPC专有网络类型，则无需开通8000端口。下述步骤仅适用于经典网络。

如果您发现alisatasknode日志中有超时报错信息  response code is not 200 ，通常是因为
某个时间段访问服务接口不稳定的异常导致。如果异常持续时间小于10分钟，自定义资源组
服务器依然可以正常服务。您可以查看日志  /home/admin/alisatasknode/logs/heartbeat.l
og 进行确认。

i. 进入安全组页面。

进入ECS服务器的安全组列表页面。

ii. 单击目标安全组操作操作列的配置规则配置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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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开通8000端口。

在安全组规则安全组规则 >  > 入方向入方向页签，单击手动添加手动添加，设置端口范围端口范围为8000/8000，授权对象授权对象为数据集成
的固定IP。

iv. 单击保存保存，成功开通8000端口。

操作流程操作流程
使用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的主要操作流程如下：

1. 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使用前准备工作

2. 新增并配置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

3. 使用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

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配置完成后，可能出现的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案，可参见常见问题；后续对 资源组的相关
管理操作，可参见管理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

新增并配置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新增并配置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
1. 进入数据集成数据集成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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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工作空间所在地域后，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数据集成数据集成。

2. 进入自定义资源组管理自定义资源组管理。

在数据集成数据集成页面左侧导航栏，单击配置选项配置选项 >  > 自定义资源组自定义资源组，进入自定义资源组管理自定义资源组管理页面。

注意 注意 该页面不显示公共资源组，仅显示您添加的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

3. 创建并配置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

i. 在自定义资源组管理自定义资源组管理页面，单击右上方的创建自定义资源组创建自定义资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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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配置资源组基本信息。

a. 在创建自定义资源组创建自定义资源组 >  > 创建资源组创建资源组页签，输入资源组名称资源组名称。

说明 说明 数据源名称必须以字母、数字、下划线（_）组合，且不能以数字和下划线（_）
开头。

b.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iii. 资源组添加服务器。

a. 

参数 描述

网络类型网络类型

包括阿里云经典网络阿里云经典网络 和专有网络专有网络 。

说明 说明 除华东2（上海）地域支持经典网络外，其它地域仅支持专有网络专有网络 。

服务器名服务器名
称称

输入服务器名称服务器名称 。您可以登录ECS，执行  hostname 命令，获取服务器名称。

说明 说明 仅当网络类型 网络类型 选择阿里云经典网络阿里云经典网络 时，需要配置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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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S UUIDECS UUID

输入ECS UUIDECS UUID。 您可以登录ECS，执行  dmidecode | grep UUID 命令，获取ECSECS
UUID UUID 。

说明 说明 仅当网络类型 网络类型 选择专有网络专有网络 时，需要配置该参数。

机器IP机器IP 请输入内网机器IP。

机器机器
CPU（核）CPU（核）

建议自定义资源组机器CPU配置至少为4核。

机器内存机器内存
（GB）（GB）

建议自定义资源组机器内存配置至少为8 GB RAM和80 GB磁盘。

参数 描述

b.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iv. 安装Agent。

a. 根据安装Agent安装Agent 对话框中的提示，依次操作。

说明说明

如果执行  install.sh 命令时出错或需要重新执行，您需要在  install.sh 的同
一个目录下先执行  rm –rf install.sh 命令，删除已经生成的文件，再执行  ins
tall.sh 。

初始化界面对于每个用户的命令都不一样，请根据自己的初始化界面执行相关命
令。

b.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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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检查连通性。

在检查连通检查连通页签，单击刷新刷新，确认服务器的当前状态当前状态。

当服务器状态为可用可用时，表示资源组和服务器连通，您可以正常使用资源组。

当服务器状态为不可用不可用时，表示资源组和服务器未连通，您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排查处理。

4. 单击完成完成，成功创建并配置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

新增并配置完成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后，可能出现的问题与解决方案，详情请参见常见问题。

使用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使用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
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创建并配置完成后，您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切换任务使用的资源组为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
组。

说明 说明 仅离线同步任务支持切换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

操作环境 支持的切换操作 界面入口

切换生产环境资源组 批量切换

进入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   >  周期任务周期任务 界面设置。

勾选需要修改资源组的任务，单击底部菜单栏的修改数据集成资源修改数据集成资源
组组 ，即可批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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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开发环境资源组
单个任务切换

批量切换

进入Dat aSt udioDat aSt udio 页面设置。

单个任务切换单个任务切换

进入目标节点的编辑页面，在右侧导航栏的数据集成资源组配置数据集成资源组配置 中
即可修改。

批量切换批量切换

单击 图标，勾选需要修改资源组的任务，单击底部菜单栏的修改修改

数据集成资源组数据集成资源组 ，即可批量修改。

操作环境 支持的切换操作 界面入口

管理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管理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
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创建并配置完成后，您可以在自定义资源组管理自定义资源组管理页面，查看资源组的网络类型网络类型、绑定
的服务器服务器等信息，或对目标资源组执行服务器初始化服务器初始化、管理管理、删除删除等操作。

管理管理：用于查看资源组所绑定服务器的IP、状态、资源使用率等信息。您也可以修改、删除资源组所绑定的
服务器，或为该资源组添加新的服务器。具体操作，详情请参见新增并配置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的添加添加
服务器服务器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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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资源使用率资源使用率不为  0% 时，表示该资源组当前的服务器中存在运行中的任务。

资源组添加新服务器后，必须执行服务器初始化服务器初始化操作。

服务器初始化服务器初始化：资源组添加服务器后，需要执行初始化操作。

单击服务器初始化服务器初始化，按照所示步骤进行初始化。

删除删除：单击删除删除，即可删除目标资源组。

说明 说明 DataWorks不支持删除存在运行任务的资源组，执行删除操作前，您需要确保目标资源组中
不存在运行状态的任务。

您可以进入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  > 周期任务运维周期任务运维 >  > 周期任务周期任务页面，通过资源组名称进行筛选，查看资源组中任
务的运行状态，详情请参见查看并管理周期任务。

常见问题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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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并配置完成自定义数据集成资源组后，如果添加的ECS服务器一直处于停止状态，则可能会出现下图中的
问题。

您需要按照如下步骤排查处理：

1. 切换至Admin账号。

2. 执行  hostname -i 命令，查看Host的绑定情况。

3. 执行  vim/etc/hosts 命令，添加IP地址和主机名。

4. 刷新页面服务状态，查看ECS服务器是否注册成功。

如果刷新后ECS服务器为启用状态，则问题已解决。

如果刷新后ECS服务器仍为停止状态，请按如下步骤重启alisa。

a. 切换至Admin账号。

b. 执行  /home/admin/alisatasknode/target/alisatasknode/bin/serverctl restart 命令重启
alisa。

说明 说明 命令中涉及您的访问密钥，请勿轻易泄露。

独享资源组与自定义调度资源组在购买、新增配置完成后即可用于所属工作空间内的任务使用。如果您想修改
资源组归属的工作空间，您可根据实际场景，参考本文进行修改操作。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对于已绑定工作空间的资源组，如果您想修改资源组的归属工作空间的话，您可以在资源组列表页面解绑资源
组之前绑定的工作空间，重新绑定。解绑操作可参见本文的解绑工作空间部分。

1.2.7. 通用参考：修改资源组归属工作空间1.2.7. 通用参考：修改资源组归属工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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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资源组正在被已发布的任务使用中，您无法直接将资源组与归属的工作空间解绑，您需要先修改任务使用
的资源组，确保资源组没有被已发布的任务使用后，再解绑。修改各类任务使用的资源组入口如下。

具体操作可参见修改任务使用的资源组和修改实时同步任务使用的资源组。

修改任务使用的资源组修改任务使用的资源组
如果资源组正在被已发布的任务使用中，您无法直接将资源组与归属的工作空间解绑，您可以在运维中心页面
修改各类任务使用的资源组，其中：

实时同步不支持在运维中心页面修改，其他任务均支持在运维中心页面修改。实时同步任务修改使用资源
组的操作可参见修改实时同步任务使用的资源组。

手动离线任务不支持批量修改，其他任务均支持批量修改。

周期性任务与手动任务的操作类似，下面以周期任务为例，为您介绍详细的操作步骤。

1. 进入运维中心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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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应工作空间的操作列单击进入运维中心进入运维中心。

2. 单击周期任务运维周期任务运维 >  > 周期任务周期任务，进入周期任务页面。

3. 在顶部筛选节点、资源信息后，选择待修改的任务，单击底部的修改调度资源组修改调度资源组或修改数据集成资源修改数据集成资源
组组。

4. 在弹出的页面中，根据界面提示选择新的资源组，单击确认确认，完成资源组修改。

修改完成后，您可将资源组绑定到其他工作空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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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实时同步任务使用的资源组修改实时同步任务使用的资源组
修改实时同步任务使用的独享数据集成资源时，您需要在批量操作-数据开发批量操作-数据开发页面中修改，支持批量修改。

1. 进入DataStudi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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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应工作空间的操作列单击进入数据开发进入数据开发。

2. 单击数据开发工具栏的 按钮，进入批量操作-数据开发批量操作-数据开发页面。

3. 筛选节点类型节点类型为实时同步实时同步，选择待修改的任务，单击底部的更多更多 >  > 修改数据集成资源组修改数据集成资源组。

4. 在弹出的页面中，根据界面提示选择新的资源组，配置其他相关信息，单击确认确认，完成资源组修改。

修改完成后，您可将资源组绑定到其他工作空间上。

解绑工作空间解绑工作空间
如果独享资源组和自定义调度资源组没有被已发布的任务使用，您可以在控制台的资源组列表解绑工作空间，
并重新绑定工作空间即可。

说明 说明 如果无法直接解绑资源组的工作空间，说明该资源组正在被已发布的任务使用，您可以先修改
任务使用的资源组，将任务运行在其他资源组上，修改完成后再解绑工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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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账号登录DataWorks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资源组列表资源组列表，并选择相应地域。

3. 单击相应资源组后的修改归属工作空间修改归属工作空间，在新页面中单击解绑解绑。

如果您开通的包年包月产品后续无需再使用，则可以配置相应产品取消自动续费或退订。本文为您介绍取消自
动续费及退订的相关操作。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开通自动续费功能的包年包月产品支持取消自动续费。

取消包年包月产品的自动续费取消包年包月产品的自动续费
1. 进入续费管理页面。

登录DataWorks控制台，在顶部导航栏右侧，单击费用费用 >  > 续费管理续费管理，进入续费管理续费管理页面。

2. 取消目标产品的自动续费。

1.2.8. 通用参考：取消包年包月产品的自动续费1.2.8. 通用参考：取消包年包月产品的自动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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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续费管理续费管理页面，您可以选择Dat aWorks独享资源（包年包月）Dat aWorks独享资源（包年包月）或Dat aWorks增值版本（包年Dat aWorks增值版本（包年
包月）包月）产品类别，单击自动续费自动续费，即可查看对应类别下已开通自动续费自动续费功能的产品列表。

ii. 单击目标产品操作操作列的不续费不续费，在弹出的到期不续费到期不续费对话框单击确认确认，即可取消该产品的自动续费
功能。

说明 说明 为了帮助您更好地进行资源管理，取消自动续费后，系统依旧会为您发送到期提醒信
息，但是仅会提醒一次，并且在提醒中对不续费项进行标识。实例到期后将会停机，您可以在停
机前随时修改该设置。

取消指定独享资源组的自动续费取消指定独享资源组的自动续费
1. 获取资源组的实例名称。

i. 登录DataWorks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资源组列表资源组列表，默认进入独享资源组独享资源组页面。

ii. 单击目标资源组操作操作列的查看信息查看信息，获取资源组的实例名称实例名称。

2. 进入续费管理页面。

登录DataWorks控制台，在顶部导航栏右侧，单击费用费用 >  > 续费管理续费管理，进入续费管理续费管理页面。

3. 取消资源组的自动续费功能。

i. 在续费管理续费管理页面的实例ID实例ID区域，输入步骤1获取的资源组实例名称，单击搜索搜索，显示目标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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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单击目标产品操作操作列的不续费不续费，在弹出的到期不续费到期不续费对话框单击确认确认，即可取消该产品的自动续费
功能。

说明 说明 为了帮助您更好地进行资源管理，取消自动续费后，系统依旧会为您发送到期提醒信
息，但是仅会提醒一次，并且在提醒中对不续费项进行标识。实例到期后将会停机，您可以在停
机前随时修改该设置。

开通DataWorks后，默认享有DataWorks按量付费的基础版相关功能服务，您可使用该类服务执行任务。同
时，DataWorks支持包年包月的增值版本及资源组服务。后续当您需要更丰富的功能时，可转换按量付费为包
年包月。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按量付费方式介绍按量付费方式介绍

开通DataWorks后，默认拥有按量付费的公共资源组使用权，任务类型及资源使用情况如下表。

任务类型 所用资源组 资源组介绍及计费说明

调度任务 公共调度资源组
公共资源组概述

公共调度资源组计费说明：按量付费

数据集成任务
公共数据集成（调试）资
源组

公共资源组概述

公共数据集成（调试）资源组：按量计费

调用数据服务API 公共数据服务资源组
公共资源组概述

数据服务公共数据服务资源组计费说明：按量付费

说明说明

除上述服务外，DataWorks还包含其他产品计费类型，部分产品仅支持通过按量付费方式提供
服务，您可根据业务需求合理选择，详情请参见计费逻辑说明。本文以版本产品服务和资源组
为例进行服务升级说明。

DataWorks基础版支持的产品能力，详情请参见各版本功能支持详情。

按量付费升级为包年包月说明按量付费升级为包年包月说明

按量付费升级为包年包月服务，本质为前期使用按量付费方式执行任务，后续购买包年包月服务并以该方
式执行任务。您可参考本文进行服务升级及使用：

升级为包年包月服务

包年包月服务使用指导

费用情况说明费用情况说明

两种方式的计费详情则按照各自的使用情况进行计费。具体费用请以实际费用账单为准，查看账单，详情
请参见查看账单详情。

升级为包年包月服务升级为包年包月服务

1.2.9. 通用参考：按量付费转包年包月1.2.9. 通用参考：按量付费转包年包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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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服务与任务运行使用的资源费用除默认的按量付费方式外，还可以根据对应产品能力与业务需要选择包年
包月的增值版本与资源组服务。不同类型任务可选择升级为相应的包年包月方式执行，具体如下表。

说明 说明 购买包年包月服务时您需要具
有AliyunBSSOrderAccessAliyunBSSOrderAccess及AliyunDat aWorksFullAccessAliyunDat aWorksFullAccess权限。授权详情请参见管控权限详情：细
分RAM Policy。

产品及任务类型 升级说明 产品介绍及计费说明

版本服务

从基础版升级为增值版。

各版本支持的产品能力存
在差异，您可根据业务需
要选择对应的增值版本。

各版本功能支持详情。

调度任务
从按量付费的公共调度资
源组升级为包年包月的独
享调度资源组。

独享调度资源组概述

独享调度资源组计费说明：包年包月

数据集成任务

从按量付费的公共调数据
集成（调试）资源组升级
为包年包月的独享数据集
成资源组。

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概述

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计费说明：包年包月

调用数据服务API
从按量付费的公共数据服
务资源组升级为包年包月
的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

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

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计费说明：包年包月

包年包月服务使用指导包年包月服务使用指导
产品服务及资源组升级后，您可根据如下指导使用。

使用指导 说明 参考链接

开通增值版本
增值版本的开通为地域级别，购买完成后，当前地域下所
有工作空间均可使用增值版本的产品能力。

增值版本产品能力详情

资源组网络绑定
独享资源组购买完成后，若存在特殊环境网络访问需求，
您需要为资源组进行网络绑定。

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网络连通方
案

独享调度资源组：网络连通方案

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网络连通方
案。

资源组绑定工作空间资源组绑定工作空间 ：资源组购买完成后，您需要为资
源组绑定所需工作空间。

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绑定归属工
作空间

独享调度资源组：绑定归属工作空
间

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绑定归属工
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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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资源组

修改资源组修改资源组 ：资源组配置完成后，您需要为目标任务切换
新购买的资源组。

修改任务调度及运行资源组修改任务调度及运行资源组

切换任务执行时使用的资源组切换任务执行时使用的资源组

您可以切换开发环境及生产环境的调度任务、数据集
成任务执行时使用的资源组为新购的资源组。

说明 说明 切换数据集成任务使用的资源组
时，请先确认切换后的资源组与数据库网络可
连通。若资源组切换后由于网络问题导致任务
失败，请参考配置资源组与网络连通对资源组
进行网络配置。

切换任务配置时的默认资源组切换任务配置时的默认资源组

您需要进入数据开发界面，在设置设置  >   >  调度设置调度设置 中修
改任务使用的默认资源组，修改后，后续新建的任务
将默认使用该资源组。

说明 说明 此处修改后，已创建任务现有的资
源组配置不会改变。

修改数据服务API调用资源组修改数据服务API调用资源组

您可以在数据服务API调用时将资源组修改为新购的包
年包月资源组。

修改任务调度及运行资源组

切换任务配置时的默认资源组

修改数据服务API调用资源组

使用指导 说明 参考链接

如果当前资源组使用率过高，需要并发执行的任务数较大，当前资源组不能满足实际需求，您可以针对该资源
组进行升配；若当前资源组规格较大超过业务实际需要，您可以针对该资源组进行降配，以节省资源费用。本
文为您介绍如何对资源组进行规格变更操作。

规格变更介绍规格变更介绍
规格变更是对当前产品进行升配或降配，其相关介绍如下表。

变更类型 变更内容 变更范围 费用说明 生效时间

1.3. 变更规格操作1.3. 变更规格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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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配升配

仅会根据
已购订单
升级资源
规格，不
会增加资
源组数
量。

变更当前
资源组的
规格，资
源组内所
有机器的
规格将统
一变更。

您需要支付新增资源数量在升配生效时间点至原订单到期
时间点之间的差价。具体费用请以实际费用账单为准，查
看账单，详情请参见查看账单详情。

新配置将
在规格变
更订单支
付后的20
分钟左右
生效。

降配降配

仅会根据
已购订单
降级资源
规格，不
会减少资
源组数
量。

DataWorks会退回从降配生效时间点至原订单的到期时间
点之间的差价。具体费用请以实际费用账单为准，查看账
单，详情请参见查看账单详情。具体费用请以实际费用账
单为准，查看账单，详情请参见查看账单详情。

变更类型 变更内容 变更范围 费用说明 生效时间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资源组限制

仅运行中运行中状态的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独享调度资源组支持规格变更操作。

权限限制

仅阿里云主账号，以及同时拥有AliyunDat aWorksFullAccessAliyunDat aWorksFullAccess、AliyunBSSOrderAccessAliyunBSSOrderAccess权限策略的
RAM用户可执行规格变更操作。

产品限制

按量付费产品不支持规格变更。

订单操作限制

若独享调度资源组和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存在未完成的扩缩容、规格变更订单，则当再次执行扩缩容、规
格变更操作时，会有弹窗提示您前往订单中心处理该订单，您需要将未完成的订单处理完之后才能继续执
行扩缩容、规格变更操作。

包年包月产品规格变更支持情况包年包月产品规格变更支持情况
包年包月产品规格变更支持情况如下表。√表示支持，×表示不支持。

资源类型 升配 降配 说明

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 √ √

资源组内每个机器规格，可能影响当前单个任务
可配置的最高并发数。

如果您的同步任务数据量大，运行时间长，则可
通过如下方式缩短运行时长：

1. 扩大资源组内机器规格，调整单个机器可同
时执行的并发数。

2. 调大单个同步任务的并发数。

独享调度资源组独享调度资源组 √ √ 不涉及。

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独享数据服务资源组 √ ×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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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 ABLAU数据建模DAT ABLAU数据建模 √ ×
仅支持对DATABLAU的并发登录用户数进行升
配，详情请参见DATABLAU数据建模升配。

资源类型 升配 降配 说明

规格变更操作步骤规格变更操作步骤
独享调度资源组和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变更规格操作类似，本文以独享调度资源组的变更规格操作为例，为您
介绍如何变更资源组规格。

1. 进入资源组列表资源组列表页。

i. 登录DataWorks控制台。

ii.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资源组列表资源组列表，选择目标地域。

2. 变更规格变更规格。

i. 在独享资源组独享资源组页签，鼠标悬停至目标资源组操作操作列的 图标，单击变更规格变更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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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变更准备。

a. 在变更准备变更准备页签，确认操作影响。

说明 说明 变更操作会对您的任务产生一定影响，请您仔细确认。确认后，决定是否继续执
行变更操作。

变更操作产生的影响如下。

操作影响 描述

终止任务
变更操作需要终止正在运行的任务。DataWorks会统计当前资源组上正在运行的任
务数及任务类型，您可以在变更准备变更准备 界面查看并确认终止当前任务是否会对业务产
生影响。同时支持您基于任务责任人，任务所在工作空间等进行过滤目标任务。

引发报警 若被终止的任务存在报警规则，此次操作可能会触发报警。

部分任务无法自
动重跑

变更操作引发的任务终止，可能会导致部分任务可无法自动重跑。例如，实时同步
任务可能无法从停止位点继续运行，此类情况需要您手动启动任务或重跑任务并指
定同步位点，详情请参见通用配置流程。

降配导致任务延
迟

如果您进行的是降配操作，则会导致任务运行延迟。

b. 选择是否自动重跑被终止的任务，并勾选我已知晓我已知晓。

选择是，则变更完成后DataWorks会自动重跑被终止的生产任务；选择否，则变更完成后
DataWorks不会自动重跑被终止的任务。

说明说明

生产任务包括：生产环境运维中心的实时同步任务、实时计算任务、周期调度任务
和补数据任务，不包括DataStudio中临时运行的测试任务。

被平台终止的周期调度任务和在变更后自动重跑的周期调度任务将在实例操作记录
界面分别产生操作记录。

c.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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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设置规格。

在新规格新规格下拉列表选择合适的规格，勾选服务协议服务协议，单击去支付去支付。

说明 说明 资源组的规格变更，支持升配与降配，不同规格支持执行的任务数不同，详情请参
考独享调度资源组不同规则支持的任务数及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不同规则支持的任务数。

iv. 支付订单。

单击前往支付页前往支付页，在订单支付页面最终确认订单概要订单概要与订单详情订单详情，选择支付方式后单击立即支立即支
付付，根据界面提示完成支付。

说明 说明 如果您取消支付，此次规格变更操作将不生效，不会对任务与资源组造成影响。如果
支付未成功，建议您进入订单中心取消该笔订单，避免对后续资源组扩容、缩容、变更规格操作
造成影响。

Dat aWorks公共云合集··产品版本规格
与资源组

Dat aWorks

80 > 文档版本：20220712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03240.html#concept-2036168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03239.html#concept-2036167


v. 执行变配。

支付成功后，DataWorks将自动终止正在该资源组上运行的任务、进行资源组规格变更、并且重跑被
终止的生产任务。

变更操作需要一定时间，若您不小心关掉当前变更页面，您可以在资源组列表资源组列表页面，将鼠标悬停至
该资源组操作操作列的 图标，单击变更规格变更规格，查看规格变更进度。

如果当前资源组使用率过高，需要并发执行的任务数较大，但该资源组不能满足实际需求，您可以针对该资源
组进行扩容；当资源组长时间闲置不使用，您可以针对该资源组进行缩容，以节省资源费用。本文为您介绍如
何对资源组执行扩缩容操作。

扩缩容介绍扩缩容介绍
资源组扩缩容的相关介绍如下表。

操作类
型

变更内
容

内存及网络说明 费用说明
操作说
明

生效时
间

扩容操
作

增加资
源组内
相同规
格资源
的个
数。

不会升级资源CPU
与内存配置。

不会增加绑定的
VPC网络数量。

您需要支付新增资源数量在扩容生效时间点至
原订单到期时间点之间的差价。具体费用请以
实际费用账单为准，查看账单，详情请参见查
看账单详情。

无需停
止正在
运行的
任务。

订单支
付成功
后，系
统需要
执行扩
容操
作，大
约需要
30分钟
的时
间，请
耐心等
待。

缩容操
作

减少资
源组内
相同规
格资源
的个
数。

不涉及

DataWorks会退回从缩容生效时间点至原订
单的到期时间点之间的差价。具体费用请以实
际费用账单为准，查看账单，详情请参见查看
账单详情。具体费用请以实际费用账单为准，
查看账单，详情请参见查看账单详情。

需要先
停止正
在运行
的任
务，才
可以执
行缩容
操作。

说明 说明 同一独享资源组下同规格资源数上限为20，若需要更多，请提交工单联系我们升级。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资源组限制资源组限制

1.4. 扩缩容操作1.4. 扩缩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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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及独享调度资源组独享调度资源组支持扩缩容操作。

仅运行中运行中状态的资源组支持扩缩容操作。

权限限制权限限制

仅支持同时具有AliyunDat aWorksFullAccessAliyunDat aWorksFullAccess和AliyunBSSOrderAccessAliyunBSSOrderAccess权限策略的用户执行扩缩容操
作。

扩容操作扩容操作
本文以独享调度资源组为例，为您介绍如何进行资源组扩容，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的扩容操作类似。

1. 进入资源组列表资源组列表页面。

i. 登录DataWorks控制台。

ii.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资源组列表资源组列表，选择目标地域。

2. 在独享资源组独享资源组页签，鼠标悬停至目标资源组操作操作列的 图标，单击扩容扩容。

3. 在变配变配页面，调整资源数量资源数量并勾选服务协议服务协议。

说明 说明 扩容操作只能增加资源数量。

4. 单击立即购买立即购买，进行资源扩容。

说明说明

每日凌晨（00：00～08：00）是扩容高峰期，扩容时间可能会被延长1~2小时。

中国（香港）、亚太东南1（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美国（硅谷）、印度（孟
买）、美国（弗吉尼亚）、德国（法兰克福）、英国（伦敦）、日本（东京）、澳大利亚
（悉尼）、马来西亚（吉隆坡）和阿联酋（迪拜）等地域扩容时间整体较长，请您耐心等待
。

资源组扩容时，您可以在资源组列表资源组列表页面，将鼠标悬停至资源组的状态，查看扩容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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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组扩容完成后，您可以在资源组列表资源组列表页面，单击该资源组操作操作列的查看信息查看信息，查看扩容后的资源
数量。

缩容操作缩容操作
本文以独享调度资源组为例，为您介绍如何进行资源组缩容，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的缩容操作类似。

说明 说明 缩容操作可能会导致任务延迟，请您谨慎评估后再进行操作。

1. 进入资源组列表资源组列表页面。

i. 登录DataWorks控制台。

ii.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资源组列表资源组列表，选择目标地域。

2. 在独享资源组独享资源组页签，鼠标悬停至目标资源组操作操作列的 图标，单击缩容缩容。

3. 在降配降配页面，调整资源数量资源数量并勾选服务协议服务协议。

说明说明

缩容操作只能减少资源数量。

当资源组中只有一个资源时，无法执行缩容操作。

4. 单击立即购买立即购买，进行资源缩容。

资源组缩容时，您可以在资源组列表资源组列表页面，将鼠标悬停至资源组的状态，查看缩容进度。

资源组缩容完成后，您可以在资源组列表资源组列表页面，单击该资源组操作操作列的查看信息查看信息，查看缩容后的资源
数量。

1.5. 扣费与欠费说明1.5. 扣费与欠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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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Works针对按量付费产品提供了产品侧独有的扣费及欠费行为。本文为您介绍扣费及欠费的相关说明。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按量付费产品涉及DataWorks产品侧提供的扣费及欠费行为。

扣费与欠费说明扣费与欠费说明
按量计费产品的扣费、欠费说明如下表。

产品类型
计费周
期

扣费说明 欠费说明 延停权益

公共调度资公共调度资
源组源组

按天计
费

计费系统在每天00:00开
始，清算前一个自然日内运
行成功的实例数量，并根据
收费标准中的价格区间进行
扣费。收费标准，详情请参
见公共调度资源组计费说
明：按量付费。

每次仅扣除一个区间的日费
用，不会叠加扣费。

账号已欠费，但未超过24小时账号已欠费，但未超过24小时

为您延续24小时的服务时间，并在
欠费后的第12小时和第23小时发送
通知提醒您尽快续费。

账号欠费超过24小时账号欠费超过24小时

服务会被停用。此时如果您没有购
买公共资源调度组资源包，则未开
始运行的实例无法启动，已开始运
行的实例仍可维持运行至结束。

欠费后充值说明欠费后充值说明

欠费后24小时内充值，服务不会被
停用。

公共数据集公共数据集
成资源组成资源组

按天计
费

计费系统在每天00:00开
始，清算前一个自然日内运
行成功的实例数量，并根据
收费标准中的价格区间进行
扣费。收费标准，详情请参
见公共数据集成（调试）资
源组：按量计费。

每次仅扣除一个区间的日费
用，不会叠加扣费。

账号已欠费，但未超过360小时账号已欠费，但未超过360小时

为您延续360小时的服务时间，并在
欠费后的第192小时、288小时和第
336小时发送通知提醒您尽快续费。

账号欠费超过360小时账号欠费超过360小时

服务会被停用。此时无法启动未开
始运行的实例，已开始运行的实例
仍可维持运行至结束。

欠费后充值说明欠费后充值说明

欠费后360小时内充值，服务不会被
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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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云提供
延停权益，
即当按量付
费的资源发
生欠费后，
提供一定额
度或时长继
续使用云服
务的权益。
延停期间正
常计费。延
停的权益额
度不是欠费

公共数据服公共数据服
务资源组务资源组

按小时
计费

计费系统在每小时开始时，计
算前一小时的消耗费用并生成
账单，从阿里云主账户余额中
扣除实际消费的金额。收费标
准，详情请参见数据服务公共
数据服务资源组计费说明：按
量付费。

账号已欠费，但未超过24小时账号已欠费，但未超过24小时

为您延续24小时的服务时间，并在
欠费后的第12小时和第23小时发送
通知提醒您尽快续费。

账号欠费超过24小时账号欠费超过24小时

服务会被停用，此时您将无法正常
调用已发布的API。

欠费后充值说明欠费后充值说明

欠费后24小时内充值，服务不会被
停用。

数据集成公数据集成公
网流量计费网流量计费

按小时
计费

计费系统会在每小时开始时，
计算前一小时的消耗费用并生
成账单，从阿里云主账户余额
中扣除实际消费的金额。收费
标准，详情请参见公网流量计
费说明。

账号已欠费，但未超过24小时账号已欠费，但未超过24小时

为您延续24小时的服务时间，并在
欠费后的第12小时和第23小时发送
通知提醒您尽快续费。

账号欠费超过24小时账号欠费超过24小时

服务会被停用，此时无法启动未开
始运行的实例，已开始运行的实例
仍可维持运行至结束。

欠费后充值说明欠费后充值说明

欠费后24小时内充值，服务不会被
停用。

产品类型
计费周
期

扣费说明 欠费说明 延停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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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是欠费
总额的上
限。您延停
的额度或时
长根据您在
阿里云的历
史消费等因
素，每个月
自动计算并
更新。更多
信息，请参
见延期免停
权益。

数据质量数据质量
按天计
费

计费系统在每天00:00开
始，清算前一个自然日内运
行成功的实例数量，并根据
收费标准中的价格区间进行
扣费。收费标准，详情请参
见数据质量计费说明。

每次仅扣除一个区间的日费
用，不会叠加扣费。

说明说明

运行成功指规则
本身运行成功，
由于数据质量问
题导致的规则报
警或阻塞，也会
按运行成功进行
计费。

当天数据质量规
则实例超过
5,000后达到按
量计费上限，后
续规则实例将停
止运行。如果需
要更大的日调度
实例数量，请提
交工单咨询。

账号已欠费，但未超过24小时账号已欠费，但未超过24小时

为您延续24小时的服务时间，并在
欠费后的第12小时和第23小时发送
通知提醒您尽快续费。

账号欠费超过24小时账号欠费超过24小时

服务会被停用，此时您无法启动新
的数据质量规则实例，已启动的规
则实例不受影响。

欠费后充值说明欠费后充值说明

欠费后24小时内充值，服务不会被
停用。

产品类型
计费周
期

扣费说明 欠费说明 延停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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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监控：智能监控：
基线实例计基线实例计
费费

按天计
费

计费系统在每天00:00开
始，清算前一个业务日期的
基线实例数量，并根据收费
标准中的价格区间进行扣
费。收费标准，详情请参
见基线实例计费说明。

每次仅扣除一个区间的日费
用，不会叠加扣费。

说明说明

针对小时任务的
小时基线，按照
1条基线实例计
费。

开启状态的基线
数量超过100后
达到按量计费上
限，将无法生成
更多的基线实
例。如果需要更
大的基线实例数
量，请提交工
单咨询。

账号已欠费，但未超过24小时账号已欠费，但未超过24小时

为您延续24小时的服务时间，并在
欠费后的第12小时和第23小时发送
通知提醒您尽快续费。

账号欠费超过24小时账号欠费超过24小时

服务会被停用，此时您无法生成新
的基线实例，已启动的基线实例则
不受影响。

欠费后充值说明欠费后充值说明

欠费后24小时内充值，服务不会被
停用。

智能监控：智能监控：
报警短信与报警短信与
报警电话计报警电话计
费费

按天计
费

不涉及 不涉及

OpenAPI：OpenAPI：
调用量调用量

按天计
费

不涉及
如果您的账号欠费，服务将会被立即
停止，为避免影响你的业务，建议您
及时续费。

自定义调度自定义调度
资源组资源组

不涉及
自定义数据自定义数据
集成资源组集成资源组

产品类型
计费周
期

扣费说明 欠费说明 延停权益

当您使用的包年包月产品即将到期，如果需要延长产品的到期时间，则可以对该产品进行续费。如果未能及时
续费，则相应产品可能会被停止服务或停机释放。本文为您介绍包年包月产品的到期说明及续费操作。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包年包月产品涉及到期说明及续费操作，按量付费产品不涉及。

仅支持同时具有AliyunDat aWorksFullAccessAliyunDat aWorksFullAccess和AliyunBSSOrderAccessAliyunBSSOrderAccess权限策略的用户执行续费操

1.6. 到期说明及续费操作1.6. 到期说明及续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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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产品到期说明产品到期说明
包年包月产品到期后，会被停止服务或停机释放，具体如下表。

说明 说明 资源组商品到期将影响任务的调度和运行，请及时续费。

产品类型 到期通知 停服说明 释放说明

Dat aWorks增值Dat aWorks增值
版本（标准版、版本（标准版、
专业版、企业版专业版、企业版
和旗舰版）和旗舰版）

到期前的第7天、
第3天和第1天，
分别向您的阿里云
主账号绑定的手
机、邮箱、站内信
发送到期通知。

到期前未续费，则到期后将立即停止各增值版本的功能，并将其降级为基
础版。

说明说明

降级可能对您使用的DataWorks功能有影响，DataWorks增
值版本到期降级后功能变化清单，详情请参见DataWorks增
值版本到期降级功能变化清单。

降级后，如果您仍需使用增值版本，请再次登录DataWorks
增值版本（包年包月）售卖页重新购买。

独享数据集成资独享数据集成资
源组源组

到期前未续费，则到期后将立
即停止订单内资源的服务。

说明 说明 如果您还需
要使用该资源组，则请
尽快续费，续费详情请
参见续费情况介绍。

到期后，将为您继续保留7天，如果7
天内您仍未完成续费，则该实例将被
释放。

说明 说明 如果您还需要使用该
资源组，则请尽快续费，续费详
情请参见续费情况介绍。

释放资源组的前一天，将向您的阿里
云主账号绑定手机、邮箱等发送释放
提醒通知。

独享调度资源组独享调度资源组

独享数据服务资独享数据服务资
源组源组

DAT ABLAU数据DAT ABLAU数据
建模建模

到期前未续费，则到期后DATABLAU相关功能将立即停止使用（即您无
法通过本地客户端和Web页面端访问DATABLAU），同时，系统会释放
DATABLAU。

被释放后，DATABLAU中已保存的数据模型不会被删除。

说明 说明 如果您需要删除DATABLAU中已过期的数据模型，请进
入Dat aSt udioDat aSt udio  >   >  设置设置  >   >  安全设置与其他安全设置与其他 页面删除，详情请参
见批量删除DataBlau DDM数据模型。

被释放后，如果您仍需要使用DATABLAU，请重新购买。

说明 说明 重新购买后，原有DATABLAU中已保存的数据模型仍能
继续使用。购买DATABLAU，详情请参见DATABLAU数据建模计费
标准。

续费情况介绍续费情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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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年包月产品续费情况如下表。

产品类型 续费说明 续费操作 费用详情

Dat aWorks增值Dat aWorks增值
版本（标准版、版本（标准版、
专业版、企业版专业版、企业版
和旗舰版）和旗舰版）

您可在增值版本到期前进行续费。如果在到期前未续费，则到期后将立即停止各增值版本的功能，
并将其降级为基础版。

说明说明

降级可能对您使用的DataWorks功能有影响，DataWorks增值版本到期降级后功能
变化清单，详情请参见DataWorks增值版本到期降级功能变化清单。

降级后，如果您仍需使用增值版本，请再次登录DataWorks增值版本（包年包月）售
卖页重新购买。

独享数据集成资独享数据集成资
源组源组

续费范围

续费是为订单内的所有资源统一续
费。

续费时间

订单到期前或到期后的7日内可执行续
费操作。

未续费影响

如果您在订单到期前未续费，则到期
后该订单内的资源将立即停止服务。

独享调度资源组、独享数据集
成资源组、独享数据服务资源
组的续费操作类似，本文以独
享调度资源组为例，为您介绍
如何进行资源组续费。详情请
参见续费操作。

具体费用请以实际
费用账单为准，查
看账单，详情请参
见查看账单详情。

独享调度资源组独享调度资源组

独享数据服务资独享数据服务资
源组源组

DAT ABLAU数据DAT ABLAU数据
建模建模

到期前续费，则可以继续正常使用
DATABLAU。

续费费用的计算公式：  续费费⽤ = 单
价 * 需要使⽤的时⻓ * 付费并发登录
⽤⼾数 。

说明 说明 单价、需要使用的时
长、付费并发登录用户数的计算逻
辑请参考DATABLAU数据建模计费
标准。

直接进入购买页面，按购买指
引操作即可。

续费操作续费操作
1. 进入资源组列表资源组列表页面。

i. 登录DataWorks控制台。

ii.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资源组列表资源组列表，选择目标地域。

2. 在独享资源组独享资源组页签，鼠标悬停至目标资源组操作操作列的 图标，单击续费续费。

3. 在续费续费页面，选择计费周期计费周期并勾选服务协议服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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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立即购买立即购买，完成续费操作。

续费成功后，您可以继续使用相关产品。同时，您还可以针对包年包月产品的续费方式进行相关管理操
作，详情请参见通用参考：管理包年包月产品的续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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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工作空间配置页面，对当前工作空间的属性进行管理和配置。您还可以绑定MaxCompute、E-
MapReduce、Hologres、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Analyt icDB for MySQL及ClickHouse等类型的计算引
擎。

进入工作空间配置进入工作空间配置
1. 登录DataWorks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工作空间列表工作空间列表。

3. 进入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页面。

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入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

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在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对话框中，单击更多设置更多设置，进入工作空间配工作空间配
置置页面。

2.基础操作2.基础操作
2.1. 工作空间管理2.1. 工作空间管理
2.1.1. 配置工作空间2.1.1. 配置工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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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进入数据开发进入数据开发。在数据开发数据开发页面，单击右上角的工作空间管理工作空间管理 图标，进

入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页面。

4. 根据自身需求，您可以在该页面进行基本属性基本属性、安全设置安全设置和计算引擎信息计算引擎信息等配置。

基本属性基本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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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工作空间ID工作空间ID 当前工作空间的ID。

工作空间名称工作空间名称
当前工作空间的名称，仅支持字母或者数字（必须字母开头），不区分大小写。它
是该工作空间的唯一标识，创建后无法修改。

状态状态

工作空间包括正常正常 、已删除已删除 、初始化初始化 、初始化失败初始化失败 、手动禁用手动禁用 、删除中删除中 、删除删除
失败失败 、欠费冻结欠费冻结 、更新中更新中 和更新失败更新失败 等状态。

说明说明

如果工作空间新建失败，状态为初始化失败初始化失败 。您可以重试新建操作。

正常状态的工作空间可以被管理员禁用。禁用后该工作空间所有功能
无法使用，数据保留，已经提交的任务正常执行。

被禁用的工作空间可以通过恢复恢复 ，将工作空间重新置于正常状态。

显示名显示名
当前工作空间的显示名称，用于标识工作空间。支持字母、数字或中文，可以修
改。

创建日期创建日期 当前工作空间的创建日期，中国站以东八区为准，无法变更。

模式模式

包括简单模式简单模式 和标准模式标准模式 。

说明说明

DataWorks简单模式和标准模式工作空间的配置不同。DataWorks标准模式
的工作空间需要分别配置生产环境和开发环境的参数。

如果当前的工作空间为简单模式简单模式 ，阿里云主账号可以进行工作空间模式升级
的操作，将简单模式升级为标准模式，升级入口仅阿里云主账号可见，详情请
参考：工作空间模式升级，本文以标准模式标准模式 的工作空间为例。

负责人负责人 当前工作空间的所有者，拥有删除、禁用工作空间的权限，并且该身份无法变更。

描述描述
当前工作空间的描述信息，用于备注工作空间的相关信息，可以编辑。支持128位
中文、字母、符号或数字。

安全设置安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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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描述

能下载select 结果能下载select 结果

设置是否能够下载数据开发中查询的数据结果。如果关闭，则无法下载select的数
据查询结果。

说明 说明 仅空间管理员权限可以开启或关闭下载select 结果下载select 结果 功能。

允许子账号变更自己的节点责允许子账号变更自己的节点责
任人任人

设置是否允许子账号变更自己的节点责任人。

沙箱白名单（配置Shell任务可沙箱白名单（配置Shell任务可
以访问的IP地址或域名）以访问的IP地址或域名）

设置Shell任务运行在默认资源组上，也可以直接访问的IP（此处白名单可以配置IP
和域名）。

说明 说明 必须填写可以被访问到的公网地址或域名。如果是内部服务， 建
议使用独享资源保证网络可达，详情请参见独享资源组模式。

添加沙箱白名单的操作如下：

1. 在安全设置安全设置区域，单击添加沙箱白名单添加沙箱白名单。

2. 在添加沙箱白名单添加沙箱白名单对话框中，输入地址地址和端口端口。

3. 单击确定确定。

绑定MaxCompute计算引擎绑定MaxCompute计算引擎
1. 在计算引擎信息计算引擎信息区域，单击MaxComput eMaxComput e，查看当前工作空间下，所有MaxCompute计算引擎的信息。

2. 单击增加实例增加实例。

3. 在新增MaxComput e实例新增MaxComput e实例对话框中，配置各项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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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新增方式新增方式 您可以创建MaxComput e项目创建MaxComput e项目 或者绑定已有MaxComput e项目绑定已有MaxComput e项目 。

实例显示名称实例显示名称
实例名称长度需要控制在3~28个字符，仅支持字母开头，仅包含字母、下划线
（_）和数字。

地域地域 默认当前工作空间所在的地域。

付费模式付费模式

包括按量付费按量付费 、包年包月包年包月 和开发者版本开发者版本 。

说明 说明 标准模式下不支持添加开发者版本的实例。

Quot a组Quot a组 Quota用来实现计算资源和磁盘配额。

MaxComput e数据类型MaxComput e数据类型
包括2.0数据类型（推荐）2.0数据类型（推荐） 、1.0数据类型（面向已有使用1.0数据类型用1.0数据类型（面向已有使用1.0数据类型用
户）户） 和Hive兼容类型（面向Hive迁移用户）Hive兼容类型（面向Hive迁移用户） ，详情请参见：数据类型版本说
明。

是否加密是否加密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是否需要加密当前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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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环境生产环境

生产环境下的配置项包括MaxComput e项目名称MaxComput e项目名称 和访问身份访问身份 ：

MaxComput e项目名称MaxComput e项目名称 ：当前DataWorks工作空间底层使用的
MaxCompute生产环境的项目名称。

访问身份访问身份 ：支持您通过阿里云主账号阿里云主账号 、阿里云子账号阿里云子账号 或阿里云RAM角阿里云RAM角
色色 角色访问MaxCompute。

开发环境开发环境

开发环境下的配置项包括MaxComput e项目名称MaxComput e项目名称 和访问身份访问身份 ：

MaxComput e项目名称MaxComput e项目名称 ：当前DataWorks工作空间底层使用的
MaxCompute开发环境的项目名称。

说明 说明 该MaxCompute项目是计算和存储资源。

访问身份访问身份 ：默认是任务执行者任务执行者 ，不可以修改。

参数 描述

4. 单击确定确定。

创建完成后，您可以将相应的计算引擎设置为默认实例设置为默认实例，您还可以单击右上角的解绑解绑按钮，解绑对应的
引擎实例。

说明说明

只有空间管理员才可以执行解绑操作。

解绑后DataWorks各模块将产生如下影响：

调度任务：基于该引擎运行的任务（实例）即将失败，建议您通过Dat aSt udioDat aSt udio中的任务列表
单击转移到可用的引擎实例转移到可用的引擎实例修改引擎实例后执行提交、发布，以恢复任务运行。

数据集成：涉及该引擎的同步任务将运行失败，建议您及时到DataSstudio更换相关任务的数
据源。

数据服务：涉及该引擎的数据服务API将调用失败，建议您及时更换数据服务相关数据源。

数据分析：涉及该引擎的查询将不可用，建议您及时更换相关数据源。

数据地图、资源优化、综合治理、安全中心将不再展示该引擎的相关信息。

绑定E-MapReduce计算引擎绑定E-MapReduce计算引擎

注意注意

DataWorks已暂停绑定E-MapReduce计算引擎，如您有相关需求，请提交工单申请。

E-MapReduce任务实例仅支持运行在独享调度资源组上。

1. 在计算引擎信息计算引擎信息区域，单击E-MapReduceE-MapReduce，查看当前工作空间下，所有E-MapReduce计算引擎的信
息。

2. 单击增加实例增加实例。

3. 在新增EMR集群新增EMR集群对话框中，配置各项参数。

DataWorks为您提供快捷模式快捷模式和安全模式安全模式两种绑定EMR引擎的模式，以实现不同类型的企业、安全要求
场景。您可以基于快捷模式快捷模式快速开展各类数据的工作，也可以基于安全模式安全模式实现更具安全性的数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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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参数 描述

实例显示名称实例显示名称 自定义实例的名称。

地域地域 默认当前工作空间所在的地域。

访问模式访问模式

当EMR计算引擎的绑定模式为快捷模式快捷模式 时，阿里云主账号阿里云主账号 或RAM用户RAM用户 在
DataWorks运行代码或自动调度任务，都只是下发代码至EMR集群，实际运
行的身份为集群内的Hadoop用户。

当EMR计算引擎的绑定模式为安全模式安全模式 时，阿里云主账号阿里云主账号 或RAM用户RAM用户 在下
发代码的同时，EMR集群内会匹配对应的同名用户来运行任务。管理者可以
使用EMR集群内的Ranger组件对每个用户进行权限管控，最终实现不同阿里阿里
云主账号云主账号 、任务责任人任务责任人 或阿里云子账号阿里云子账号 在DataWorks上运行EMR任务时，
拥有对应不同数据权限的目的，进行更安全的数据权限隔离。详情请参见准
备工作：绑定EMR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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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访问身份调度访问身份

如果访问模式访问模式 选择快捷模式快捷模式 ，当提交任务至调度系统后，DataWorks调度
系统自动运行任务时，您可以选择阿里云主账号阿里云主账号 或阿里云子账号阿里云子账号 提交代码
至EMR集群。

如果访问模式访问模式 选择安全模式安全模式 ，当任务被提交、发布至生产环境
后，DataWorks调度系统自动运行任务时，您可以选择任务责任人任务责任人 、阿里阿里
云主账号云主账号 或阿里云子账号阿里云子账号 提交代码至EMR集群，同时该身份对应的Hadoop
用户将实际运行代码。

说明说明

仅生产环境涉及配置该参数。

为保证工作空间成员可以在DataStudio内正常运行EMR类的任
务，请确保开发、管理员等相关角色拥
有AliyunEMRDevelopAccess权限策略。

如果您使用阿里云主账号运行任务，该账号天然拥
有AliyunEMRDevelopAccess权限策略。

如果您使用RAM用户运行任务，则需要授予该用
户AliyunEMRDevelopAccess权限策略，详情请参见为
RAM用户授权。

访问身份访问身份

在开发环境运行任务时，提交代码至EMR引擎所使用的身份。此处默认为任务任务
执行者执行者 。

说明说明

仅DataWorks标准模式的工作空间会显示该参数，并且仅开发环
境涉及配置该参数。

任务执行者任务执行者 可以为阿里云主账号或RAM用户。

为保证工作空间成员可以在DataStudio内正常运行EMR类的任
务，请确保开发、管理员等相关角色拥
有AliyunEMRDevelopAccess权限策略。

如果您使用阿里云主账号运行任务，该账号天然拥
有AliyunEMRDevelopAccess权限策略。

如果您使用RAM用户运行任务，则需要授予该用
户AliyunEMRDevelopAccess权限策略。

集群ID集群ID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调度访问身份账户所在的EMR集群，作为任务的运行环境。

项目ID项目ID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调度访问身份账户所在的EMR项目，作为任务的运行环境。

说明 说明 如果EMR项目开启访问模式访问模式 为安全模式安全模式 ，则无法被选择。

YARN资源队列YARN资源队列 当前集群下的队列名称。如果无特殊需求，请输入default。

参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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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Dat aSt udio任务队列映覆盖Dat aSt udio任务队列映
射射

勾选覆盖DataStudio任务队列时：所有任务将按照当前指定的队列运行。

未勾选覆盖DataStudio任务队列时：

如果节点高级配置中配置了queue，则按照节点的queue配置运行。

如果节点高级配置中没有配置queue（自己删除了该配置），任务将按照
当前界面指定的队列运行。

说明 说明 如果您看不到覆盖DataStudio任务队列功能，可以提交工
单联系我们进行升级。

EndpointEndpoint EMR的Endpoint，不可以修改。

选择资源组选择资源组

选择已与当前DataWorks工作空间配置网络连通性的独享调度资源组。如果您
没有可用的独享调度资源组则需要新建。新建独享调度资源组并配置网络连通
性，详情请参见新增和使用独享调度资源组。

选择后，单击测试连通性测试连通性 进行测试，以验证独享调度资源组和E-MapReduce实
例的网络连通性。验证后会对资源组进行初始化。

说明 说明 当EMR集群配置变更时，需要对资源组重新进行初始化。

参数 描述

4. 单击确定确定。

创建完成后，您可以将相应的计算引擎设置为默认实例设置为默认实例，并可以进行编辑编辑。

绑定Hologres计算引擎绑定Hologres计算引擎
1. 在计算引擎信息计算引擎信息区域，单击HologresHologres，查看当前工作空间下，所有Hologres计算引擎的信息。

2. 单击绑定HologresDB绑定HologresDB。

3. 在绑定HologresDB绑定HologresDB对话框中，配置各项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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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实例显示名称实例显示名称 实例的显示名称。

访问身份访问身份

DataWorks任务提交调度后，作为在Hologres引擎内执行代码的账号。包
括阿里云主账号阿里云主账号 和阿里云子账号阿里云子账号 。

说明 说明 仅生产环境涉及配置该参数。

在开发环境运行任务时，此处默认为任务执行者任务执行者 。

Hologres实例名称Hologres实例名称 选择需要绑定的Hologres实例。

数据库名称数据库名称 输入在SQL ConsoleSQL Console中新建的数据库的名称。例如，testdb。

4. 单击测试连通性测试连通性。

5. 测试连通性通过后，单击确定确定。

绑定AnalyticDB for PostgreSQL计算引擎绑定AnalyticDB for PostgreSQL计算引擎

注意注意

您需要开通DataWorks标准版及以上版本，当前页面才会显示Analyt icDB f or Post greSQLAnalyt icDB f or Post greSQL。

Analyt icDB for PostgreSQL任务实例仅支持运行在独享调度资源组上。

1. 在计算引擎信息计算引擎信息区域，单击Analyt icDB f or Post greSQLAnalyt icDB f or Post greSQL。

2. 单击增加实例增加实例。

标准模式的工作空间，开发环境和生产环境隔离。如果您使用的是标准模式的工作空间，则需要分别为开
发环境和生产环境添加实例。

3. 在新增Analyt icDB f or Post greSQL实例新增Analyt icDB f or Post greSQL实例对话框中，配置各项参数。以下以标准模式的环境为您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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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实例显示名称实例显示名称 实例的显示名称，请注意名称需要保持唯一性。

实例名称实例名称 选择需要在工作空间中使用的AnalyticDB for PostgreSQL实例。

数据库名称数据库名称 AnalyticDB for PostgreSQL实例下需要绑定使用的数据库的名称。

用户名用户名
拥有数据库操作权限的Username。，详情请参见创建数据库账号，进入
AnalyticDB for PostgreSQL的账号管理账号管理 页面获取。

密码密码
拥有数据库操作权限的Password。，详情请参见创建数据库账号，进入
AnalyticDB for PostgreSQL的账号管理账号管理 页面获取。

连通性测试连通性测试

AnalyticDB for PostgreSQL任务实例需要运行在独享调度资源组上，请在此处
选择需要使用的独享调度资源组，详情请参见独享资源组模式。

选择后，单击测试连通性测试连通性 进行测试，以验证独享调度资源组和AnalyticDB for
PostgreSQL实例的网络连通性。如果您没有可用的独享调度资源组，请单击新新
建独享资源组建独享资源组 创建。

4. 测试连通性通过后，单击确定确定。

绑定AnalyticDB for MySQL计算引擎绑定AnalyticDB for MySQL计算引擎

注意注意

您需要开通DataWorks标准版及以上版本，当前页面才会显示Analyt icDB f or MySQLAnalyt icDB f or MySQL。

Analyt icDB for MySQL任务实例仅支持运行在独享调度资源组上。

阿里云RAM子账号绑定引擎时，需要拥有引擎实例的DescribeDBClust ersDescribeDBClust ers权限，授权详情可参考
Analyt icDB MySQL文档：RAM子账号和权限。

1. 在计算引擎信息计算引擎信息区域，单击Analyt icDB f or MySQLAnalyt icDB f or MySQL。

2. 单击增加实例增加实例。

标准模式的工作空间，开发环境和生产环境隔离。如果您使用的是标准模式的工作空间，则需要分别为开
发环境和生产环境添加实例。

3. 在添加Analyt icDB f or MySQL实例添加Analyt icDB f or MySQL实例对话框中，配置各项参数。以下以标准模式的环境为您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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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实例显示名称实例显示名称 实例的显示名称，请注意名称必须唯一。

实例名称实例名称 选择需要在工作空间中使用的AnalyticDB for MySQL实例。

数据库名称数据库名称 AnalyticDB for MySQL实例下绑定的需要使用的数据库名称。

用户名用户名
拥有数据库操作权限的Username。，详情请参见数据库账号和权限，进入
AnalyticDB for MySQL的账号管理账号管理 页面获取。

密码密码
拥有数据库操作权限的Password。，详情请参见数据库账号和权限，进入
AnalyticDB for MySQL的账号管理账号管理 页面获取。

连通性测试连通性测试

AnalyticDB for MySQL任务实例需要运行在独享调度资源组上，请在此处选择
需要使用的独享调度资源组，详情请参见独享资源组模式。

选择后，单击测试连通性测试连通性 进行连通性测试，以验证独享调度资源组和
AnalyticDB for MySQL实例的网络连通性。如果您没有可用的独享调度资源
组，请单击新建独享资源组新建独享资源组 创建。

4. 测试连通性通过后，单击确定确定。

绑定CDH计算引擎绑定CDH计算引擎
1. 在计算引擎信息计算引擎信息区域，单击CDHCDH。

2. 单击增加实例增加实例。

标准模式的工作空间，开发环境和生产环境隔离。如果您使用的是标准模式的工作空间，则需要分别为开
发环境和生产环境添加实例。

3. 在新增CDH引擎实例新增CDH引擎实例对话框中，配置各项参数。

新增引擎实例时，可选择使用快捷模式快捷模式 或安全模式安全模式访问模式，安全模式安全模式可以实现不同云账号运行任务时
的数据权限隔离。配置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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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实例显示名称实例显示名称 自定义的实例显示名称，请注意名称必须唯一。

访问模式访问模式

快捷模式快捷模式 ：该访问模式使用便捷，多个云账号对应一个集群账号，多个账号
均可访问同一个集群账号内的数据，无法实现不同云账号运行任务时的数据
权限隔离。

安全模式安全模式 ：该访问模式允许您配置云账号与CDH集群账号的身份映射关系，
实现不同云账号运行任务时的数据权限隔离。

选择集群选择集群

如果访问模式访问模式 选择快捷模式快捷模式 ，则此处需要选择未开启Kerberos认证的CDH
集群。如果您当前无CDH集群，请先创建集群，请参见：在DataWorks中新
增CDH集群配置。

如果访问模式访问模式 选择安全模式安全模式 ，则此处需要选择已开启Kerberos认证的CDH
集群。您可以查看CDH集群是否开启Kerberos认证（在工作空间管理工作空间管理 页面，
单击CDH集群配置CDH集群配置 ，找到需要查看的集群，单击修改修改 ，进入后下拉查看映映
射配置射配置 中的认证类型认证类型 ）。如果您当前无CDH集群，请先创建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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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身份访问身份

快捷模式快捷模式 无认证方式，仅支持指定特定账号，建议使用admin或hadoop账
号。该账号仅用于下发任务。

安全模式安全模式

您可以根据需求选择调度访问身份调度访问身份 。该身份用于在任务提交调度后自动
调度运行任务，并且需要配置云账号与CDH集群账号的身份映射，请参见
配置访问身份的映射关系。您可以选择任务责任人任务责任人 、阿里云主账号阿里云主账号 和阿阿
里云子账号里云子账号 。

说明说明

仅生产环境涉及配置该参数。

在DataStudio页面，运行任务所使用的身份均为当前已登录
云账号映射的集群访问身份。因此，除了需要为调度访问身
份配置身份映射外，建议为项目空间开发成员也配置身份映
射，避免页面运行任务失败。

在开发环境运行任务时，此处默认为任务执行者任务执行者 。

独享调度资源组独享调度资源组

选择已与当前DataWorks工作空间配置网络连通性的独享调度资源组。如果您
没有可用的独享调度资源组，则需要新建。新建独享调度资源组并配置网络连
通性，详情请参见新增和使用独享调度资源组。

选择后，单击测试连通性测试连通性 进行测试，以验证独享调度资源组和CDH实例的网络
连通性。

参数 描述

4. 测试连通性通过后，单击确定确定创建计算引擎实例。

绑定ClickHouse计算引擎绑定ClickHouse计算引擎
绑定ClickHouse计算引擎之前，您需要完成以下准备工作：

已创建ClickHouse集群。

您可以在E-MapReduce上创建ClickHouse集群，详情请参见创建集群。

您可以在云数据库ClickHouse上创建ClickHouse集群。

已开通DataWorks并创建好对接使用ClickHouse的工作空间。对接使用ClickHouse的工作空间无需绑定计算
引擎，在创建工作空间时可跳过选择引擎步骤，创建工作空间的其他步骤，详情请参见创建工作空间。

已开通独享调度资源组，并绑定至所用的DataWorks工作空间，详情请参见新增和使用独享调度资源组。

说明 说明 建议独享调度资源组与部署的ClickHouse集群绑定同一地域的同一个VPC网络。如果您需要
将独享调度资源组与部署的ClickHouse集群绑定于不同地域或不同的VPC网络，则需要执行较复杂的网
络连通流程，详情请参见配置资源组与网络连通。

1. 在计算引擎信息计算引擎信息区域，单击ClickHouseClickHouse。

2. 单击增加实例增加实例。

标准模式的工作空间，开发环境和生产环境隔离。如果您使用的是标准模式的工作空间，则需要分别为开
发环境和生产环境添加实例。

3. 在新增ClickHouse集群新增ClickHouse集群对话框中，配置各项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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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连接串模式连接串模式或EMR集群模式EMR集群模式连接ClickHouse集群，以下以标准模式的环境为您展示如何使用
两种模式新增ClickHouse集群。

参数 描述

实例显示名称实例显示名称 自定义的实例显示名称，请注意名称必须唯一。

集群类型集群类型 选择连接串模式连接串模式 或EMR集群模式EMR集群模式 新增ClickHouse集群。

访问模式访问模式
目前仅支持快捷模式快捷模式 。当ClickHouse计算引擎的绑定模式为快捷模式时，阿里阿里
云主账号云主账号 或RAM用户RAM用户 在DataWorks运行代码或自动调度任务，都只是下发代码
至ClickHouse集群，实际运行任务的身份为配置项访问身份内所输入的用户。

集群信息集群信息

连接串模式连接串模式 需要配置JDBC URLJDBC URL为接入ClickHouse集群的JDBC连接串。

EMR集群模式EMR集群模式 选择需要绑定的EMR ClickHouse集群ID。

说明 说明 如果您当前使用的是RAM用户登录，请先授予该用户Aliyun
EMRDevelopAccess策略后再选择集群。授权RAM用户AliyunEMRDevel
opAccess权限策略，详情请参见为RAM用户授权。

用户名用户名

访问ClickHouse集群所使用的用户名。

如果您使用的是EMR（E-MapReduce）的ClickHouse集群，则可以登录EMR管
理控制台进入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的集群服务集群服务 页面，查看目标集群的用户名，如下图配置
信息所示。

密码密码

访问ClickHouse集群所使用的密码。

如果您使用的是EMR（E-MapReduce）的ClickHouse集群，则可以登录EMR管
理控制台进入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的集群服务集群服务 页面，查看目标集群的密码，如下图配置信
息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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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享调度资源组独享调度资源组
选择已与当前DataWorks工作空间配置网络连通性的独享调度资源组。如果您
没有可用的独享调度资源组，则需要新建。新建独享调度资源组并配置网络连
通性，详情请参见新增和使用独享调度资源组。

参数 描述

EMR（E-MapReduce）的ClickHouse集群，配置信息如下图所示。

4. 测试连通性通过后，单击确定确定。

您可以通过工作空间管理中的MaxCompute高级配置操作，对当前工作空间的MaxCompute属性进行管理和配
置。

进入配置工作空间页面后，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MaxComput e高级配置MaxComput e高级配置，即可进入MaxComput e高级配置MaxComput e高级配置页
面。

MaxComput e高级配置MaxComput e高级配置页面包括基本设置基本设置和自定义用户角色自定义用户角色两个模块。

基本设置基本设置
您可以在基本设置基本设置模块，对选择的MaxCompute项目进行安全配置。

2.1.2. MaxCompute高级配置2.1.2. MaxCompute高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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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Comput e安全设置MaxComput e安全设置：涉及底层MaxCompute相关的权限及安全设置，详情请参见安全参数列表。

配置 说明

使用ACL授权使用ACL授权
激活或冻结该开关，相当于Owner账号在MaxCompute项目中执行  set
CheckPermissionUsingACL=true/false 操作，默认激活。

允许对象创建者访问对象允许对象创建者访问对象
激活或冻结该开关，相当于Owner账号在MaxCompute项目中执行  set
ObjectCreatorHasAccessPermission=true/false 操作，默认激活。

允许对象创建者授权对象允许对象创建者授权对象
激活或冻结该开关，相当于Owner账号在MaxCompute项目中执行  set
ObjectCreatorHasGrantPermission=true/false 操作，默认激活。

项目空间数据保护项目空间数据保护
激活或冻结该开关，相当于Owner账号在MaxCompute项目中执行  set
ProjectProtection=true/false ，默认冻结。

子账号服务子账号服务
激活或冻结该开关，控制子账号可以访问或禁止访问该MaxCompute项目，默认激
活。

使用Policy授权使用Policy授权
激活或冻结Policy授权机制，相当于Owner账号在MaxCompute项目中执行  set
CheckPermissionUsingPolicy=true/false 操作，默认激活。

启动列级别访问控制启动列级别访问控制
项目空间中的LabelSecurity安全机制默认关闭，项目Owner可以自行开启，相当于
Owner账号在MaxCompute项目中执行  Set LabelSecurity=true/false 。

自定义用户角色自定义用户角色
您可以在自定义用户角色自定义用户角色模块，对选择的MaxCompute项目进行用户角色的配置。

配置 说明

角色名称角色名称 MaxCompute项目中的角色名称。

操作操作

查看详情查看详情 ：查看当前角色中包含的成员列表，以及当前角色对表或项目的权限。

成员管理成员管理 ：添加或删除当前角色中的成员。

权限管理权限管理 ：设置并管理当前角色对表或项目的权限，详情请参见权限列表。

删除删除 ：仅支持删除当前账号新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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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角色新增角色

单击右上角的新增角色新增角色 ，在新增角色新增角色 对话框中填写角色名称角色名称 ，在待添加账号处勾选需要
添加的成员账号，单击>> ，将需要添加的账号移动至已添加的账号中，单击确定确定 ，即可添
加成功。

配置 说明

说明 说明 此处自定义角色所设置的权限，将与原有的系统权限取并集。

数据源主要用于数据集成过程中Reader和Writer的对象，您可以在数据源管理页面查看、新增及批量新增数据
源。

进入配置工作空间页面后，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数据源管理数据源管理，即可进入数据源管理数据源管理页面。

您可以在数据源管理数据源管理页面，根据数据源类型数据源类型、数据源名称数据源名称等条件筛选需要查看的数据源。

说明 说明 新绑定的计算引擎实例都会产生的一个默认的计算引擎数据源，例如odps_first，命名格式为
0_regionId_引擎名称。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新增数据源新增数据源，即可新增相应的数据源，详情请参见数据源配置。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批量新增数据源批量新增数据源，即可批量新增相应的数据源，详情请参见批量新增数据源。

标准模式下，一个DataWorks工作空间对应两个MaxCompute项目，隔离开发环境和生产环境，增加任务的发
布流程，保证任务代码的正确性。

标准模式的优势标准模式的优势
在DataWorks旧版本中，您创建的是一个DataWorks工作空间对应一个MaxCompute项目，即新版DataWorks
中的简单模式。

2.1.3. 数据源管理2.1.3. 数据源管理

2.1.4. 工作空间模式升级2.1.4. 工作空间模式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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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模式的工作空间容易导致表权限不可控。例如，在简单模式下无法直接实现仅允许工作空间中的某些人查
询部分表的场景。因为一个DataWorks工作空间对应一个MaxCompute项目，DataWorks的开发角色权限在
MaxCompute项目下有全部表的操作权限，所以无法对表权限进行精准控制。此时您必须新建一个单独的
DataWorks工作空间，使用工作空间隔离的方式，完成数据的隔离。

旧版DataWorks支持手动发布、绑定两个DataWorks工作空间。设置工作空间A为工作空间B的发布工作空间，
工作空间A即可接收工作空间B中发布过来的任务，无需开发代码。此时工作空间A成为类似生产环境的工作空
间，工作空间B则是类似开发环境的工作空间。

绑定两个DataWorks工作空间存在一定的不足：工作空间A是一个正常的DataWorks工作空间，可以直接在数
据开发模块中进行任务开发，导致（生产）环境的代码更新入口不唯一，容易影响整个开发流程。

针对上述问题，新版DataWorks推出了标准模式。标准模式的工作空间具有以下优势：

一个DataWorks工作空间对应两个MaxCompute项目，可以将开发和生产的计算引擎分开。工作空间成员只
拥有开发环境的权限，默认无权限操作生产环境的表，提升了生产环境数据的安全性。

标准模式下，数据开发界面默认操作开发环境的任务，只有发布后才会是生产环境的任务。标准模式可以
保证生产环境代码编辑入口的唯一性，并提升生产环境代码的安全性。

标准模式下，开发环境默认不进行周期调度，可以减少账号下的计算资源消耗，保障生产环境任务运行的
资源。

标准模式对使用流程的影响标准模式对使用流程的影响
如图，标准模式“生产、开发隔离”的模式将影响数据模型设计、数据处理逻辑代码发布等流程。

工作空间模式升级工作空间模式升级
阿里云主账号可以通过下述操作，升级简单模式的工作空间为标准模式。

1. 登录DataWorks控制台，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

2. 单击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对话框中的更多设置更多设置，即可进入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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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进入数据开发数据开发页面，单击右上角的工作空间管理工作空间管理，进入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页面。

3. 在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页面，单击模式模式后的升级为标准模式升级为标准模式。

4. 在升级为标准模式升级为标准模式对话框中，输入开发环境下的MaxComput e项目名称MaxComput e项目名称，并勾选确认要升级此工作空确认要升级此工作空
间间，单击确定确定。

注意 注意 此处您需要新建一个简单模式工作空间作为开发环境下的MaxCompute项目，并可以
在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 >  > 计算引擎信息计算引擎信息页面，选择使用个人账号个人账号或工作空间所有者工作空间所有者操作生产环境的数
据。

5. 单击确认升级确认升级提示框中的确认确认。

完成上述操作后，即可返回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页面，查看该工作空间的模式已显示为标准模式标准模式。

简单模式升级为标准模式的影响简单模式升级为标准模式的影响
简单模式升级为标准模式后，DataWorks会将原工作空间中的成员加入新建的MaxCompute开发项目中，并将
原项目的成员和角色都保留。但会撤销项目成员在生产项目的权限，只有项目所有者具有生产项目的权限。

例如，某公司在DataWorks上有一个工作空间A，单击升级为标准模式升级为标准模式后，创建了一个开发环境的工作空间
A_dev。原来工作空间A中的成员、角色、表、资源都会在工作空间A_dev下进行创建（仅创建表，不会克隆
表数据）。原工作空间A下的成员A1（开发角色）、B1（运维角色），同时也会加入工作空间A_dev，并保留
角色权限。A项目会变成生产项目，A1和B1用户在工作空间A中的数据权限会被撤销，默认没有表的select和
drop权限，生产环境的数据会直接受到保护。

默认在DataStudio（数据开发）页面操作的MaxCompute项目是A_dev。如果在数据开发界面查询生产环境
的数据，需要使用项目名.表名的方式。数据开发页面只能编辑A_dev环境的代码，如果需要更新工作空间A中
的代码，只能通过A_dev提交任务至调度系统，发布至生产环境的方式进行更新。任务发布（审核）可以保障
生产环境代码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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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工作空间模式升级后，无法直接访问原工作空间的数据，需要申请角色权限。在数据开发界面
查询的表，默认是开发环境的表。如果要访问生产表，需要申请完角色权限后，使用项目名.表名的方式
访问。

工作空间升级到标准模式后，RAM用户之前的角色会被清除。如果您的代码中写了某个账号的密钥，可能
会产生无权限的报错。

影响行为示例：

假设当前绑定的引擎为MaxCompute引擎，简单模式工作空间使用计算引擎的账号为阿里云主账号，升级为标
准模式工作空间后RAM用户的操作行为如下表所示。

行为场景 原简单模式工作空间 现标准模式工作空间

操作资源
（table/resource/function）

直接操作即可成功。

说明 说明 简单模式工作空间
直接使用阿里云主账号权限执行
任务，所以即便是RAM用户操
作，其同样与主账号有相等的权
限，由于阿里云主账号权限较
大，所以RAM用户可以直接操作
生产数据，无法做到权限控制。

操作开发环境资源：RAM用户在数
据开发界面可以通过命令直接操作
开发环境资源。

操作生产环境资源：RAM用户在数
据开发界面无法直接操作生产环境
资源。

说明 说明 标准模式工作空
间下RAM用户默认没有生产
环境权限，生产表权限需要
在安全中心走审批进行审
批。

访问环境及账号问题

简单模式仅生产环境，所有命令直接
操作生产。

数据开发：使用阿里云主账号访问
生产资源

生产运维中心：使用阿里云主账号
访问生产资源。

数据开发：使用RAM用户、个人账
号访问资源。默认访问/写入开发
资源。

生产运维中心：使用生产环境指定
账号访问/写入生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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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对应环境资源
projectname.tablename/resource
/function

访问开发资源：
projectname_dev.tablename/re
source/function

说明 说明 数据开发
DataStudio界面默认访问开
发资源。即在sql中不带项目
名直接访问
table/resource/function

访问生产资源：
projectname.tablename/resour
ce/function

说明 说明 生产运维中心默
认访问生产资源。即在sql中
不带项目名直接访问
table/resource/function

行为场景 原简单模式工作空间 现标准模式工作空间

说明 说明 关于简单模式与标准模式差异详情可参考文档：MaxCompute引擎在不同模式工作空间访问的
相关问题

本文介绍DataWorks的工作空间体系，以及适用于不同场景的工作空间划分方案。

什么是工作空间什么是工作空间
工作空间是DataWorks管理任务、成员，分配角色和权限的基本单元。工作空间管理员可以加入成员至工作空
间，并赋予工作空间管理员、开发、运维、部署、安全管理员或访客角色，以实现多角色协同工作。

一个工作空间支持绑定MaxCompute、E-MapReduce和实时计算等多种类型的计算引擎实例。绑定引擎实例
后，即可在工作空间开发和调度引擎任务，并管理引擎中存储的数据。

在工作空间内部，提供“空间管理员”、“数据分析师”、“部署”、“开发”、“模型设计师”、“访
客”、“项目所有者”、“运维”、“安全管理员”这几种成员角色设定，每种角色有不同的权限。

工作空间类型工作空间类型
DataWorks提供简单模式和标准模式两种类型的工作空间：

简单模式工作空间

简单模式工作空间包含的每一个计算引擎实例只能有一套环境，无法区分开发和生产环境，只能进行简单
的数据开发，且无法对数据开发流程和表权限进行强控制。

优点：简单直观、迭代快，代码提交后，无需发布即可生效。

2.2. 工作空间规划与管理2.2. 工作空间规划与管理
2.2.1. 规划工作空间2.2.1. 规划工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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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点：开发角色权限过大，可以随意删除本工作空间下的表，存在数据安全风险。

在简单模式工作空间中，任务实际的执行身份可以选择为“任务负责人”或“阿里云主账号”，生成数据的
所有者也因此设定而不同。

标准模式工作空间

标准模式工作空间包含的每一个计算引擎实例都包含两套环境，分别为开发环境和生产环境。同时，可以
基于角色定义用户权限，开发人员仅能操作开发环境中的数据和任务脚本，而运维人员仅能操作生产环境
的任务脚本，所有人均无法直接访问生产环境的数据。各种角色相互监督相互保证，确保项目符合数仓管
理规范。

同时，标准模式的工作空间可以严格控制表权限，禁止随意操作生产环境表的行为，保证生产表的数据安
全。

优点：权限、流程规范化管理，保障数据安全和代码安全。

缺点：需额外创建用于开发的计算引擎实例环境，权限和角色模型存在理解成本。

在标准模式工作空间中，开发、生产环境的任务执行身份有所不同：

开发环境：锁定为“任务负责人”。

生产环境：可以选择通过“阿里云主账号”或指定的“RAM账号”身份运行调度任务。

工作空间权限模型工作空间权限模型
DataWorks各主要模块针对工作空间的权限隔离设定有所不同：

功能模块 权限模型

工作空间管理

不同的工作空间的是完全隔离完全隔离 的。

不同的工作空间可以有不同的管理员、不同的内部成员，各工作空间拥有完全独立的成员
角色设定以及引擎实例的各项参数开关。

说明 说明 所有工作空间的所有者账号均为阿里云主账号。

数据开发（DataStudio）

各工作空间之间的数据开发工作是完全隔离完全隔离 的。

工作空间之间的业务流程、任务节点独立开发，互不影响。

在工作空间内部：

仅“开发”、“管理员”角色的成员具备创建、编辑、删除任务节点的权限。

仅“开发”、“运维”、“管理员”角色具备提交发布包的权限。

仅“运维”、“部署”、“管理员”具备正式发布的权限。

说明 说明 任务节点的调度依赖是可以跨工作空间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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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运维

各工作空间之间的任务运维是部分隔离部分隔离 的。

实时/周期/手动任务运维：在工作空间间隔离，并且只有在对应工作空间内具备“开
发”、“运维”或“管理员”角色的成员才有权限操作。

运维大屏：工作空间间隔离，运维大屏显示工作空间内任务运行的汇总数据，任务运
行情况一览便知。

智能监控：在工作空间间打通，智能监控可以设定跨工作空间的监控基线。仅阿里云
主账号、工作空间管理员具备创建智能监控基线的权限。

数据地图

各工作空间之间的数据地图是租户内共享租户内共享 的。

在数据地图中，搜索和展示的范围均为当前租户、当前Region下所有工作空间的元数
据。

说明 说明 仅数据地图中展示的元数据全局共享，实际的数据读、写权限并非共
享。通常来说，开发环境的数据读、写权限为各工作空间的“开发”角色共享，而生
产环境的数据权限为生产账号独有

数据质量
各工作空间之间的数据质量是完全隔离完全隔离 的。

仅对应工作空间的“开发”、“运维”或“管理员”角色具备配置数据质量规则的权限。

数据服务
各工作空间之间的数据服务是部分隔离部分隔离 的。

各工作空间会共享服务分组的定义，但是注册或发布的服务API仅在当前工作空间可见。

数据保护伞

各工作空间之间的数据保护伞是全局共享全局共享 的。

所有工作空间共享一套数据安全策略和敏感数据目录。若数据保护伞的“高级安全模
式”开启，则只有各工作空间的“安全管理员”具备操作数据保护伞的权限。

功能模块 权限模型

通用准则通用准则
无论采用何种维度规划创建工作空间，建议遵循以下通用准则：

工作空间命名方式统一，包含明确的业务含义任务节点名称包含工作空间名称缩写，便于快速识别。

工作空间应由主账号或“组织管理员”创建，并委派“工作空间管理员”。原则上任何人不应同时具备“开
发”、“运维”角色。

工作空间规划实践工作空间规划实践
工作空间规划可按照公司部门、公司业务或数仓层次进行规划，或综合三种维度进行混合规划：

细分 按部门划分 按业务划分 按数仓层次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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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依据

工作空间的划分可以与公司的
组织架构相一致。

例如：生产部、营销部、人力
资源部、财务部等。各工作空
间承载部门内部的数据开发需
求，管理各自的数据表。

工作空间的划分也可以根据具
体业务项目规划。

例如：“季度销售冲刺战
役”、“春季安全生产大检
查”或“高管驾驶舱报
表”等。各业务项目涉及多个
横向部门，对接多个业务系统
的数据，汇总加工，形成数据
产出。

按照数仓的层级结构划分工作
空间，每一层可以有独立的一
个或多个工作空间。

例如：“统一数据接入”、
“ODS层”、“数仓汇总
层”等。

适用场景

部门业务单一，部门内部人员
具备开发能力，数据共享场景
较少，单一部门即可完成端到
端业务开发。

业务优先的攻坚项目，多部门
联合项目。

大型数仓，企业数仓公共层，
数据中台。

优点

工作空间成员与组织架构一
致，人员最稳定，数据安全性
最高。同时计算、存储成本归
属清晰。

工作空间内业务专一，人员可
根据业务动态调整，数据链路
清晰，易运维。

数据架构清晰，共享便利，人
员开发技能要求单一，可根据
各层特性分配不同资源。

缺点
容易形成数据烟囱，数据重复
计算、重复存储，跨空间依赖
复杂，资源易争抢。

数据架构不清晰，各业务口径
不一致，工作空间内人员复
杂，数据安全风险高。

开发周期长，运维链路长，标
准模式下上层任务正式发布前
需要修改代码。

架构稳定性 ★★★★★ ★☆☆☆☆ ★★★★★

人员灵活性 ★☆☆☆☆ ★★★★★ ★★★★☆

业务复杂度 ★★☆☆☆ ★★★★☆ ★★★☆☆

数据安全 ★★★★★ ★★☆☆☆ ★★★☆☆

可运维性 ★★☆☆☆ ★★★★★ ★★☆☆☆

数据共享 ★★★☆☆ ★☆☆☆☆ ★★★★★

细分 按部门划分 按业务划分 按数仓层次划分

以上三种划分模式可以混合使用，以综合各自优点。一种常用的混合策略是整体按数仓层次划分，但各层内部
并非单一工作空间，而是进一步划分为多个工作空间。

数据接入层（STG）：按应用系统划分，例如“stg_营销系统”、“stg_生产管理系统”等。

任务节点：只有数据集成任务。

数据表：只有原始数据，生命周期短。

空间成员：各应用系统的DBA。

资源倾斜：数据集成资源组、存储空间。

数据清洗层（ODS）：按部门划分，不同部门内数据统一口径，清洗掉不宜公开的数据，例如“ods_人力
资源部”、“ods_生产部”等。

任务节点：只有单一输入、单一产出的SQL任务。

数据表：ODS层表。

空间成员：各部门委派的数据清洗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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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倾斜：时间靠前的（例如0点~2点）的调度资源组、引擎计算资源。

数仓整合层（DW）：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工作空间，或按照业务域划分，例如“dw_客户域”、“dw_商品
域”等。

任务节点：只有多输入、单一产出的SQL任务。

数据表：DW层事实表、维度表。

空间成员：数据公共层专职开发人员。

资源倾斜：中期（例如2点~5点）的调度资源组、引擎计算资源、存储空间（应对数据膨胀）。

标签数据层（TDM）：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工作空间，或按照业务对象划分。

任务节点：只有多输入、单一产出的SQL任务。

数据表：标签表。

空间成员：数据公共层专职开发人员。

资源倾斜：中晚期（例如5点~7点）的调度资源组、引擎计算资源、存储空间（应对数据膨胀）

应用数据层（ADS）：按业务划分，针对各专项业务，建立独立工作空间。

任务节点：SQL任务、数据集成任务。

数据表：以满足业务场景为优先。

空间成员：项目组成员。

资源倾斜：晚期（例如7点~9点）的调度资源组、引擎计算资源、数据集成资源组。

工作空间是DataWorks管理任务、成员，分配角色和权限的基本单元，进行DataWorks的各项任务前您需要先
规划并创建好工作空间。后续如果业务有变动，您也可以修改工作空间的配置。本文为您介绍如何修改工作空
间。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工作空间的配置主要包含基本配置和服务配置两大类。

基本配置

基本配置主要包括工作空间名称工作空间名称、显示名显示名、模式模式、描述描述、启动调度周期启动调度周期和能下载Select 结果能下载Select 结果几个参数，
其中：

工作空间名称工作空间名称：不支持修改。

模式模式：工作空间的模式包括简单模式（不区分开发环境和生产环境）和标准模式（开发环境和生产环境
隔离），主账号可将简单模式的工作空间升级为标准模式，标准模式的工作空间不支持修改为简单模
式。简单模式升级的操作可参见修改工作空间模式，更多工作空间的模式的介绍可参见工作空间模式升
级。

其他参数的修改可参见修改工作空间基本配置。

服务配置

服务配置包括DataWorks绑定的引擎及引擎的详细配置。

如果您想绑定新类型的引擎，操作可参见修改工作空间的服务配置（新增引擎类型）。

如果您想修改已绑定的引擎的详细配置信息，或增加某种已绑定引擎的数量，操作可参见修改工作空间
已绑定引擎的数量或引擎详情。

修改工作空间的服务配置（新增引擎类型）修改工作空间的服务配置（新增引擎类型）

2.2.2. 修改工作空间2.2.2. 修改工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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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新增一种类型的引擎，可参考以下步骤操作。如果您想增加已绑定引擎的数量或修改已绑定引擎的
详细配置信息，您可参考修改工作空间已绑定引擎的数量或引擎详情进行操作。

1. 进入工作列表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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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右侧配置页面中单击修改服务配置修改服务配置。

3. 在弹出的页面中勾选待添加的新类型的引擎，完成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4. 根据界面提示配置引擎详细信息，配置参数与新建工作空间的配置一致，详情可参见创建工作空间。

修改工作空间已绑定引擎的数量或引擎详情修改工作空间已绑定引擎的数量或引擎详情
如果您想增加已绑定引擎的数量或修改已绑定引擎的详细配置信息，可参考以下步骤操作。如果您需要新增一
种类型的引擎，您可参考修改工作空间的服务配置（新增引擎类型）进行操作。

1. 进入项目空间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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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应工作空间的操作列单击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

iv. 在右侧配置页面中单击更多设置更多设置。

2. 在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页面的计算引擎计算引擎信息模块，选择引擎类型的页签。

单击增加实例增加实例，可增加已绑定引擎的数量。

说明 说明 不同版本的DataWorks中，单个工作空间可绑定的各类引擎的数量有限且不一致，详情
可参见各版本功能支持详情，如果您绑定的引擎的数量超过限制，则无法继绑定。

修改已绑定引擎的参数。页面中无法修改的参数即不支持修改。

修改工作空间模式修改工作空间模式
工作空间的模式包括简单模式（不区分开发环境和生产环境）和标准模式（开发环境和生产环境隔离），主账
号可将简单模式的工作空间升级为标准模式，标准模式的工作空间不支持修改为简单模式。

1. 登录DataWorks控制台，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

2. 单击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对话框中的更多设置更多设置，即可进入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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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进入数据开发数据开发页面，单击右上角的工作空间管理工作空间管理，进入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页面。

3. 在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页面，单击模式模式后的升级为标准模式升级为标准模式。

4. 在升级为标准模式升级为标准模式对话框中，输入开发环境下的MaxComput e项目名称MaxComput e项目名称，并勾选确认要升级此工作空确认要升级此工作空
间间，单击确定确定。

注意 注意 此处您需要新建一个简单模式工作空间作为开发环境下的MaxCompute项目，并可以
在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 >  > 计算引擎信息计算引擎信息页面，选择使用个人账号个人账号或工作空间所有者工作空间所有者操作生产环境的数
据。

5. 单击确认升级确认升级提示框中的确认确认。

修改工作空间基本配置修改工作空间基本配置
如果您想修改工作空间的显示名称等基本配置，可参考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进入工作列表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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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右侧配置页面中单击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

3. 在弹出的页面中修改显示名称、描述等基本信息。

4. 更多其他工作空间的信息修改，可单击更多设置更多设置，根据界面提示进行修改。

DataWorks在产品管控产品管控、功能使用功能使用等方面提供了完善的权限管控体系，其中产品管控通过阿里云RAM Policy
实现，管控对象是控制台操作，如创建工作空间等；功能使用权限通过RBAC实现，通过定义成员角色并授权
来管控功能使用，并根据产品功能范围分为全局级全局级和空间级空间级。本文为您详细介绍DataWorks的权限体系。

权限体系框架权限体系框架

2.3. 权限管控2.3. 权限管控
2.3.1. DataWorks权限管控概述2.3.1. DataWorks权限管控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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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DataWorks权限管控的对象进行分类，DataWorks的权限体系框架可分为以下几种。

管控对象 管理方式 权限管控的界面范围

产品管控-控制台

RAM Policy

说明 说明 RAM Policy
是阿里云提供的用语法
结构描述的一组权限的
集合，可以精确地描述
被授权的资源集、操作
集以及授权条件。

权限管控详情请参见管控权限
详情：细分RAM Policy。

DataWorks控制台中工作空间列表工作空间列表 、资源组列表资源组列表 、报警配报警配
置置 的页面操作，如创建工作空间、禁用工作空间等操作。

功能使用-空间级

内置RBAC（Role-based
access control）

说明 说明 空间级的功
能使用权限使用空间级
的用户角色来管控。

从全部产品入口进入产品功能页面后，如果页面顶部有工作空
间选择框的话，那此功能就是空间级的功能，如数据集成、数
据开发等空间级功能使用。

功能使用-全局级

内置RBAC（Role-based
access control）

说明 说明 全局级的功
能使用权限使用全局级
的用户角色来管控。

从全部产品入口进入产品功能页面后，如果页面顶部没有工作
空间选择框的话，那此功能就是全局级的功能，如数据保护
伞、数据地图等全局功能使用。

DataWorks在产品管控产品管控、功能使用功能使用等方面提供了完善的权限管控体系，其中产品管控通过阿里云RAM Policy
实现，管控对象是控制台操作，如创建工作空间等操作，本文为您详细介绍DataWorks控制台的权限体系。

权限管控范围权限管控范围

2.3.2. 管控权限详情：细分RAM Policy2.3.2. 管控权限详情：细分RAM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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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Works的“产品管控”权限指的是与所有在DataWorks管理控制台中执行的操作相关的权限。例如，工作工作
空间列表空间列表页面中创建空间、禁用空间、删除空间等操作；资源组列表资源组列表页面中的创建独享资源组、配置独享资
源组网络等操作；报警配置报警配置页面的配置联系人等操作。

您可以进入DataWorks管理控制台查看DataWorks控制台支持执行的操作。

针对DataWorks控制台的操作：

DataWorks为您提供了内置的权限策略便于您直接使用，给RAM用户授权大范围的权限，详情可参见下文
的控制台大范围权限管控：系统内置策略。

DataWorks也为您提供了自定义权限所需的细分RAM Policy组成，您可以根据需要自定义设置权限策略进一
步细化权限策略管控的范围，后续授权时选择自定义策略，详情可参见下文的控制台细分权限管控：自定
义RAM Policy。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通过细分RAM Policy对DataWorks的管控权限进行自定义管控的功能，当前仅在部分用户中受限应用，还未全
面上线。如果您还没有使用此功能的权限，敬请等待功能的全面上线。

控制台大范围权限管控：系统内置策略控制台大范围权限管控：系统内置策略
DataWorks为您内置了如下系统策略，您可以直接给RAM用户授权时选择此权限策略，为RAM用户授予对应的
权限。

系统内置权限策略 权限控制

AliyunDataWorksFullAccess DataWorks工作空间所有操作权限

AliyunBSSOrderAccess 购买相关服务的权限

给RAM用户授权的操作步骤请参见下文的授权操作步骤。

控制台细分权限管控：自定义RAM Policy控制台细分权限管控：自定义RAM Policy
自定义RAM Policy的结构包含：

版本号。

授权语句列表。每条授权语句包括授权效果（Effect）、操作（Action）、资源（Resource）以及限制条
件（Condit ion，可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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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更多RAM Policy的语法结构详情请参见权限策略语法和结构。

当前针对DataWorks控制台各细节操作的权限管控，DataWorks细分出以下的自定义策略组成。

说明 说明 Resource说明：

实际自定义策略时，您需要将下表中Resource中占位符  $ 表示的内容替换为真实ID值。例如，  
$regionid 需要替换为真实的地域ID值、  $accountid 需要替换为阿里云主账号的UID。

 * 为通配符，实际使用时您可以替换为具体的参数值，用来做进一步权限管控范围的细化。例
如，将  workspace/* 替换为  workspace/workspaceid 则表明权限策略生效的范围为指定的这
个工作空间内。

功能分类：工作空间功能分类：工作空间

Action Resource Action说明

CreateWorkspace acs:dataworks:$regionid:$accountid:workspace/* 创建工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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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yWorkspace
acs:dataworks:$regionid:$accountid:workspace/$workspaceN
ame

修改工作空间

DeleteWorkspace
acs:dataworks:$regionid:$accountid:workspace/$workspaceN
ame

删除工作空间

DisableWorkspace
acs:dataworks:$regionid:$accountid:workspace/$workspaceN
ame

禁用工作空间

EnableWorkspace
acs:dataworks:$regionid:$accountid:workspace/$workspaceN
ame

启用工作空间

Action Resource Action说明

功能分类：资源组功能分类：资源组

Action Resource Action说明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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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ResourceGrou
p

acs:dataworks:$regionid:$accountid:
exclusive_resource_group/*

展示独享资源组页
签。如果没有此授
权，则在控制台中
看不到独享资源组
的页签。

ListResourceGroup和
ShowResourceGroupDet
ail通常组合应用于控制用
户查看独享资源组页签的
权限。

仅有
ListResourceGroup权
限时：用户可看到独享
资源组页签，单页签中
没有内容，为空白页
面。

同时有
ListResourceGroup、
ShowResourceGroup
Detail：用户可看到独
享资源组页签，且页签
中展示
ShowResourceGroup
Detail指定的资源组详
情。

说明 说明 授权
ShowResourceGrou
pDetail前必须先授
权
ListResourceGroup
，仅有
ShowResourceGrou
pDetail权限时无法
查看独享资源组详
情。

ShowResourceGr
oupDetail

acs:dataworks:$regionid:$accountid:
exclusive_resource_group/$resourceGr
oupName

根据资源组名称展
示资源组详情。

CreateResourceG
roup

acs:dataworks:$regionid:$accountid:
exclusive_resource_group/*

创建独享资源组。

非购买独享资源组，此处
为授权用户可根据已购买
的订单在DataWorks的控
制台上创建资源组。资源
组的购买、扩容、缩容、
续费、规格变更等资源购
买相关操作需要有
AliyunDataWorksFullAcc
ess和
AliyunBSSOrderAccess权
限。

ModifyResourceG
roup

acs:dataworks:$regionid:$accountid:
exclusive_resource_group/$resourceGr
oupName

修改独享资源组。 -

Action Resource Action说明 注意事项

功能分类：报警信息功能分类：报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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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Resource Action说明

ListContacts acs:dataworks:$regionid:$accountid:contacts_ram_user/* 列出联系人

ModifyContacts acs:dataworks:$regionid:$accountid:contacts_ram_user/* 修改联系人信息

ListAlarmResource acs:dataworks:$regionid:$accountid:alarm_resource/* 列出报警资源

SetUpperLimits acs:dataworks:$regionid:$accountid:alarm_resource/* 设置报警数上限

进行管控台细分权限的授权时，您需要首先参考上表中的权限细分来自定义权限策略，然后给RAM用户绑定自
定义的权限策略进行授权操作，操作步骤请参见下文的授权操作步骤。

授权操作步骤授权操作步骤
您可以使用阿里云账号（主账号）或具有管理权限（AdministratorAccess）的RAM用户进行授权操作，详细
操作步骤如下。

1. （可选）新建自定义权限策略。

如果您希望通过细分的RAM Policy来做细粒度的权限管控，您需要根据实际需要先完成创新权限策略，如
果您使用内置策略进行大范围的授权则无需进行此步骤。

您可以使用阿里云主账号登录RAM控制台后，在权限管理权限管理 >  > 权限策略权限策略页面新建自定义权限策略，操作详
情请参见创建自定义权限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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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DataWorks仅支持使用脚本编辑的方式进行创建，创建时，您可以根据需要参考当前已支持的细分自
定义权限策略来配置权限，要点如下。

说明 说明 Resource说明：

实际自定义策略时，您需要将下表中Resource中占位符  $ 表示的内容替换为真实ID值。例
如，  $regionid 需要替换为真实的地域ID值、  $accountid 需要替换为阿里云主账号的
UID。

 * 为通配符，实际使用时您可以替换为具体的参数值，用来做进一步权限管控范围的细
化。例如，将  workspace/* 替换为  workspace/workspaceid 则表明权限策略生效的范围
为指定的这个工作空间内。

典型场景的脚本编辑代码示例请参见下文内容。

应用示例1：自定义角色，授予角色修改工作空间权限

应用示例2：自定义角色，授予角色查看并管理某个独享资源组的权限

应用示例3：自定义角色，授予角色查看报警资源、设置报警数量上线、查看联系人权限

应用示例4：自定义角色，授予角色查看所有上海地域资源组、创建及修改独享资源组的权限

2. 给对应的RAM用户授权。

您可以使用阿里云主账号登录RAM控制台后，在权限管理权限管理 >  > 授权授权页面为RAM用户授权，操作详情请参
见为RAM用户授权。

应用示例1：自定义角色，授予角色修改工作空间权限应用示例1：自定义角色，授予角色修改工作空间权限
脚本编辑的权限策略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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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ment": [
        {
            "Action": "dataworks:ModifyWorkspace",
            "Effect": "Allow",
            "Resource": "acs:dataworks:$regionid:$accountid:workspace/$workspaceName"
        }
    ],
    "Version": "1"
}

应用示例2：自定义角色，授予角色查看并管理某个独享资源组的权限应用示例2：自定义角色，授予角色查看并管理某个独享资源组的权限
脚本编辑的权限策略代码如下。

{
"Statement": [
{
"Action": "dataworks:ListResourceGroup",
"Effect": "Allow",
"Resource": "acs:dataworks:*:1111:exclusive_resource_group/*"
},
{
"Action": "dataworks:ShowResourceGroupDetail",
"Effect": "Allow",
"Resource": "acs:dataworks:*:11111:exclusive_resource_group/resourceGroupName2"
},
{
"Action": "dataworks:ModifyResourceGroup",
"Effect": "Allow",
"Resource": "acs:dataworks:*:111:exclusive_resource_group/resourceGroupName2"
}
],
"Version": "1"
}

应用示例3：自定义角色，授予角色查看报警资源、设置报警数量上线、查看联应用示例3：自定义角色，授予角色查看报警资源、设置报警数量上线、查看联
系人权限系人权限
脚本编辑的权限策略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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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ment": [
    {
      "Action": "dataworks:ListAlarmResource",
      "Effect": "Allow",
      "Resource": "*"
    },
    {
      "Action": "dataworks:SetUpperLimits",
      "Effect": "Allow",
      "Resource": "acs:dataworks:$regionid:$accountid:alarm_resource/*"
    },
    {
      "Action": "dataworks:ListContacts",
      "Effect": "Allow",
      "Resource": "acs:dataworks:$regionid:$accountid:contacts_ram_user/*"
    }
  ],
  "Version": "1"
}

应用示例4：自定义角色，授予角色查看所有上海地域资源组、创建及修改独享应用示例4：自定义角色，授予角色查看所有上海地域资源组、创建及修改独享
资源组的权限资源组的权限

说明 说明 创建独享资源组权限指选择订单来新建资源组，而非购买独享资源的权限。

脚本编辑的权限策略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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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ment": [
    {
      "Action": "dataworks:ListResourceGroup",
      "Effect": "Allow",
      "Resource": "acs:dataworks:*:$accountid:exclusive_resource_group/*"
    },
    {
      "Action": "dataworks:ShowResourceGroupDetail",
      "Effect": "Allow",
      "Resource": "acs:dataworks:cn-shanghai:$accountid:exclusive_resource_group/*"
    },
    {
      "Action": "dataworks:CreateResourceGroup",
      "Effect": "Allow",
      "Resource": "acs:dataworks:cn-shanghai:$accountid:exclusive_resource_group/*"
    },
    {
      "Action": "dataworks:ModifyResourceGroup",
      "Effect": "Allow",
      "Resource": "acs:dataworks:cn-shanghai:$accountid:exclusive_resource_group/resourceGrou
pName1"
    },
    {
      "Action": "dataworks:ModifyResourceGroup",
      "Effect": "Allow",
      "Resource": "acs:dataworks:cn-shanghai:$accountid:exclusive_resource_group/resourceGrou
pName2"
    }
  ],
  "Version": "1"
}

DataWorks在产品管控产品管控、功能使用功能使用等方面提供了完善的权限管控体系，其中功能使用方面，针对功能的范围
是全局功能还是空间级功能，分别提供全局角色、空间级角色来实现权限管控，本文将为您介绍当前
DataWorks如何通过RABC（Role-Based Access Control）方式来管控功能使用权限。

说明 说明 DataWorks的“产品管控”权限指的是与所有在DataWorks管理控制台中执行的操作相关的权
限。例如，工作空间列表工作空间列表页面中创建空间、禁用空间、删除空间等操作；资源组列表资源组列表页面中的创建独享
资源组、配置独享资源组网络等操作；报警配置报警配置页面的配置联系人等操作。DataWorks针对产品管控方面
的权限管控是通过RAM Policy来实现的，详情请参见管控权限详情：细分RAM Policy。

全局功能及空间级功能全局功能及空间级功能

2.3.3. 使用权限详情：用户与角色2.3.3. 使用权限详情：用户与角色

2.3.3.1. 用户、角色与权限概述2.3.3.1. 用户、角色与权限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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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DataWorks管理控制台并进入DataWorks工作空间后，单击顶部菜单栏左侧的 图标，即可显示

DataWorks产品的所有功能模块，如下图所示。

单击功能模块即可进入对应功能模块页面并开始使用此功能。进入功能模块页面后：

如果界面顶部菜单栏显示DataWorks工作空间名称，则此模块为“空间级别模块“，例如Dat aSt udioDat aSt udio。

如果界面顶部菜单栏不显示DataWorks工作空间名称，则此模块为”全局级别模块”，例如数据地图数据地图。

说明 说明 区分全局级功能和工作空间级功能详情请参见下文的附录：如何区分“空间级别模块”和“全
局级别模块”。

全局角色与空间级角色全局角色与空间级角色
DataWorks功能使用的权限体系是基于RBAC（Role-based access control）权限模型构建的，对全局功能和
空间级功能可以分别定义全局角色或空间级角色，将一个用户（RAM用户或Role）添加为某个角色后，这个用
户即可拥有此角色包含的DataWorks相关功能模块的使用权限。

您了解的关键概念有：

用户：包含RAM用户、RAM Role两类。

角色：包含DataWorks空间级角色、DataWorks全局级别角色两类。

权限：包含DataWorks空间级别功能模块、DataWorks全局级别功能模块。

Dat aWorks Dat aWorks公共云合集··基础操作

> 文档版本：20220712 129

https://workbench.data.aliyun.com/console


DataWorks为您预设了部分全局角色和空间级角色，您可以直接使用这些角色给用户授权，也可以根据需要，
自定义全局角色或空间级角色。用户、角色、权限之间的对应关系，如下图所示。

说明说明

在所有角色中，仅“全局级角色”中的租户管理员租户管理员角色拥有所有功能模块的使用权限。

阿里云主账号下所有RAM用户均为被默认添加为租户成员租户成员角色。

如果租户管理员租户管理员自定义了某个全局级别角色，并指定了该角色不具备某些全局级模块的使用权
限，则该自定义角色的权限优先级将高于租户成员租户成员的权限。

例如：某个主账号下的RAM用户（RAM用户A），默认情况下为租户成员租户成员角色，可访问数据地图数据地图功能页
面。当租户管理员自定义了某个角色，并指定该角色无数据地图数据地图访问权限，并将RAM用户A添加为该自定
义角色后，RAM用户A则无法访问数据地图功能页面。

权限详情：全局角色权限详情：全局角色
DataWorks全局角色包括租户管理员、租户成员、租户安全管理员、数据目录管理员、元数据采集管理员、数
据治理管理员这几类，各角色的权限详情如下表所示。

角色 权限点 授权人 描述

租户管理员租户管理员

拥有DataWorks所有产品
功能的权限（不包含阿里
云DataWorks管理控制
台的操作权限）。

租户所有者（阿里云主账
号）、拥
有AliyunDataWorksFullAc
cess的RAM用户、拥
有Administ rat orAccesAdminist rat orAcces
ss 权限的用户、拥有租户管租户管
理员理员 角色的RAM用户可以
将租户管理员租户管理员 角色授权给
其RAM用户。

DataWorks产品最高权限
管理员，可以操作
DataWorks产品内的所有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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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户成员租户成员

拥有和目前开发角色同样
的使用权限。

数据保护伞只读权限

安全中心普通使用权限
（不包含全部权限审
计）

数据地图普通使用权限
（不包含数据目录管理
员、元数据采集管理员
的权限）

数据分析使用权限

审批中心普通使用权限
（不包含审批策略管
理）

无需授权，默认情况下，
当前阿里云主账号下所有
RAM用户均为租户成员租户成员 角
色。

当前阿里云主账号下所有
RAM用户、RAM Role默认
都是租户成员租户成员 。

租户安全管理员租户安全管理员
拥有安全中心、审批中
心、数据保护伞的所有权
限。

租户管理员租户管理员 可以将其他
RAM用户授权为安全管理安全管理
员员 。

用于管理工作空间的安全
相关配置。

数据治理管理员数据治理管理员

拥有数据治理中心数据治理中心 的普通
使用权限（不包括服务开
通、检查项的创建、启
用、停止），及数据治理
中心的管理权限。

租户管理员租户管理员 可以将其他人
授权为数据治理管理员数据治理管理员 。

用于数据治理中心的相关
管理。

数据目录管理员数据目录管理员
拥有数据地图数据地图 普通使用权
限、管理数据地图数据地图 的数据数据
目录目录 功能权限。

租户管理员租户管理员 可以将其他人
授权为数据目录管理员数据目录管理员 。

可以管理用数据地图的数
据目录功能。

元数据采集管理员元数据采集管理员
拥有数据地图数据地图 的普通使用
权限和元数据采集元数据采集 权限。

租户管理员租户管理员 可以将其他人
授权为元数据采集管理元数据采集管理
员员 。

可以使用数据地图的元数
据采集功能。

角色 权限点 授权人 描述

权限详情：空间级角色权限详情：空间级角色
DataWorks为您提供了多种预设空间级角色，也支持您根据权限管控需要自定义空间级角色。

预设空间级角色

DataWorks产品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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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员安全管理员、模型设计模型设计
师师这几类预设角色。

说明 说明 工作空间所有者为阿里云主账号，子账号仅为代主账号创建工作空间。当前不支持给其他
用户授权为项目所有者项目所有者。各预设角色的对DataWorks各个功能模块的权限详情请参见附录：预设角色
权限列表（空间级）。

自定义空间级角色

DataWorks自定义空间级角色可控制自定义的角色是否有用某个空间级功能模块的权限，新建自定义角色的
操作请参见step2：（可选）新建及管理自定义空间级角色。

通过空间级角色对空间级功能进行权限管控时，可细分为两类权限管控对象：DataWorks功能操作、引擎功能
操作（例如引擎数据库权限，即表、资源等内容的增删改查权限），预设角色和自定义角色对这两类细分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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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管控对象的权限详情如下表所示。

权限管控对象 预设角色 自定义角色

DataWorks功能操
作

DataWorks以预设好各角色在各空间级功能
上的使用权限，详情请参见附录：预设角色权
限列表（空间级）。

创建自定义角色时，自定义指定此角色是否
有某个空间级功能的操作权限。

引擎功能权限-
MaxCompute引擎

开发环境的MaxCompute引擎权限：

空间级预设角色默认有部分开发环境的
MaxCompute引擎权限，即，空间级预设
角色的用户可直接访问开发环境下
MaxCompute表。

不同空间级预设角色拥有的开发环境的
MaxCompute引擎权限详情可参见下文
的附录：空间级预设角色与MaxCompute
引擎权限的映射关系。

生产环境的MaxCompute引擎权限：

空间级预设角色没有生产环境的
MaxCompute引擎权限，如果要对生产环
境的MaxCompute表行访问等操作，您需
要在安全中心申请权限，详情请参见数据
访问控制。

创建自定义角色时，如果配置了自定义角色
与MaxCompute引擎的角色进行映射，则自
定义角色拥有映射的MaxCompute引擎角色
的权限。

引擎功能权限-EMR
引擎

通过绑定EMR引擎时，为空间成员配置权限映射获得引擎权限，详情可参考准备工作：绑定EMR
引擎。

引擎功能权限-CDH
通过为空间下的成员配置空间成员与Linux或Kerberos账号映射获得引擎权限，详情可参考绑定
CDH计算引擎。

引擎功能权限-其他
引擎

各引擎在联合DataWorks使用前，都需要先将引擎绑定到DataWorks的工作空间。其他引擎在
绑定到DataWorks的工作空间时，需设置在开发环境、生产环境使用该引擎的调度身份（如，
绑定AnalyticDB for PostgreSQL引擎时需指定访问数据库的用户名和密码）。

空间级角色的用户（含预设角色和自定义角色），在执行其他擎任务时，就是使用绑定引擎设
置的调度身份，即，空间级角色不直接管控非MaxCompute引擎权限，此权限由绑定引擎时指
定调度身份来设置。

如上文所述：

DataWorks提供空间级预设角色时，同时将预设角色与工作空间所绑定的开发引擎的角色进行了映射，使得
预设角色也拥有了映射角色所拥有的部分引擎操作权限。

DataWorks支持自定义空间级角色，创建自定义角色时，您也可以同时设置角色与引擎角色的映射关系，使
得自定义角色拥有引擎操作权限。

因此，使用空间级角色为某个用户授权后，此用户即可拥有DataWorks功能的操作权限和引擎的操作权限。以
下以MaxCompute引擎为例，为您介绍，使用空间级预设角色和空间级自定义角色授权后，用户实际的操作权
限逻辑。

场景一：授权空间级预设角色权限场景一：授权空间级预设角色权限

示例场景：某个RAM用户被一个拥有空间管理员权限的用户添加为工作空间成员，并授权预设的开发开发角色
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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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添加成员并授权的操作请参见step3：添加及管理工作空间成员。

完成添加成员操作后，在DataWorks层面和MaxCompute引擎层面均有了部分权限，此RAM用户可在
DataWorks层面和MaxCompute引擎层面进行的操作权限详情如下。

DataWorks层面：给RAM用户授予开发开发角色后，该用户可以在DataWorks开发代码并且提交，但是不能将
代码直接发布到生产环境，发布生产的操作需要有运维权限（项目所有者项目所有者、管理员管理员、运维运维这几类角色拥
有此权限）。

MaxCompute引擎层面：给RAM用户授予开发开发角色后，在MaxCompute引擎层面同时为这个RAM用户授
予了一个Role_Project _DevRole_Project _Dev这个角色，这个角色会被赋予部分MaxCompute引擎开发项目的表和项目的
权限。

说明说明

当授予阿里云RAM用户预设管理员角色，其拥有的DataWorks功能权限较多，但同样不能直
接访问生产表。

此处说明的RAM用户特指，未被指定为非调度引擎访问身份（未被指定为生产项目
MaxCompute访问身份）的子账号。

场景二：授权空间级自定义角色权限场景二：授权空间级自定义角色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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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示例：某个RAM用户被一个拥有空间管理员权限的用户添加为工作空间成员，并授予DataoWrks工作空
间自定义角色权限。

新建自定义角色时，您可以指定此角色是否与MaxCompute引擎的某个角色做映射，角色新建完成后，可
以在添加成员时关联此自定义角色，完成后，被添加为成员的RAM用户在DataWorks层面和MaxCompute引
擎层面均有了部分权限，此RAM用户可在DataWorks层面和MaxCompute引擎层面进行的操作权限详情如
下。

说明 说明 新建自定义角色的操作请参见step2：（可选）新建及管理自定义空间级角色，添加成员并
授权的操作请参见step3：添加及管理工作空间成员。

DataWorks层面：DataWorks上给一个RAM用户授予DataWorks自定义角色，该用户只能访问自定义角色
所赋予的模块权限。

MaxCompute引擎层面：

如果该DataWorks自定义角色未设置引擎权限映射，那么RAM用户没有MaxCompute引擎的操作权
限，无法通过命令进行引擎查询等相关操作。

如果该DataWorks自定义角色设置了引擎权限映射，那么RAM用户有自定义角色所映射的引擎权限，
所拥有的操作权限与映射的MaxCompute引擎的角色一致。

说明 说明 除了RAM用户被指定为调度引擎访问身份（生产项目MaxCompute访问身份）这一场景
外，其他场景下，RAM用户被添加为工作空间成员后，默认没有生产环境操作权限，操作及访问生产表
需要在安全中心安全中心进行权限申请，详情请参见：通过新版安全中心申请表权限。关于MaxCompute访问
身份详情说明，可参考文档：绑定MaxCompute计算引擎。

附录：空间级预设角色与MaxCompute引擎权限的映射关系附录：空间级预设角色与MaxCompute引擎权限的映射关系
DataWorks空间级预设角色与MaxCompute开发项目的权限映射与权限详情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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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Works成员角
色

MaxCompute角色

DataWorks开发环
境/MaxCompute
DEV引擎项目数据权
限

DataWorks生产环
境/MaxCompute
PROD引擎项目数据
权限

DataWorks平台权
限特征

项目管理员
Role_Project_Admi
n

引擎层面：当前
项目下project/t
able/fuction/re
source/instance
/job/package的
所有权限。

DW层面：可进行
数据开发，并且
发布任务至生产
环境。

默认无权限、需要在
安全中心走审批流程
申请

指项目空间的管理
者。可以对该项目空
间的基本属性、数据
源、当前项目空间计
算引擎配置和项目成
员等进行管理，并为
项目成员赋予项目管
理员、开发、运维、
部署、访客角色。

开发 Role_Project_Dev

引擎层面：当前
项目下project/f
uction/resource
/instance/job/p
ackage/table的
所有权限。

DW层面：可进行
数据开发，但无
法发布任务至生
产环境。

默认无权限、需要在
安全中心走审批流程
申请

开发角色的用户能够
创建工作流、脚本文
件、资源和UDF以及
新建和删除表，同时
可以创建发布包，但
不能执行发布操作。

运维 Role_Project_Pe

当前项目空间
下project/fuction/
resource/instance/
job的所有权限，拥
有package的Read
权限和table的
Read/Describe权
限。

说明 说明 引
擎层面有权
限，但在
DataWorks
上，运维角色
不能直接在界
面运行节点进
行任务执行操
作。

默认无权限、需要在
安全中心走审批流程
申请

运维角色的用户由项
目管理员分配运维权
限，拥有发布及线上
运维的操作权限，没
有数据开发的操作权
限。

部署
Role_Project_Depl
oy

默认无权限。
默认无权限、需要在
安全中心走审批流程
申请

部署角色与运维角色
相似，但是它没有线
上运维的操作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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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 Role_Project_Guest 默认无权限。
默认无权限、需要在
安全中心走审批流程
申请

访客角色的用户只具
备查看权限，没有权
限进行编辑工作流和
代码等操作。

安全管理员
Role_Project_Secur
ity

默认无权限。
默认无权限、需要在
安全中心走审批流程
申请

安全管理员仅在数据
保护伞模块中使用，
用于敏感规则配置、
数据风险审计等。

无 Project Owner

MaxCompute项目
空间的所有者，拥有
该项目空间的所有权
限。

有权限 无

无
Super_Administrat
or

MaxCompute项目
空间的超级管理员，
拥有项目空间的管理
类权限以及项目空间
内所有类型资源的全
部权限。

有权限 无

无 Admin

每一个项目在创建
时，会自动创建一个
Admin角色，并且为
该角色授予确定的权
限。即可以访问项目
空间内的所有对象、
对用户或角色进行管
理、授权。与项目空
间的所有者相
比，Admin角色不能
将Admin权限指派给
用户，不能设定项目
空间的安全配置，不
能修改项目空间的鉴
权模型，Admin角色
所对应的权限不能被
修改。项目空间的所
有者可以将Admin角
色赋权给一个用户，
让该用户代理安全管
理。

有权限 无

DataWorks成员角
色

MaxCompute角色

DataWorks开发环
境/MaxCompute
DEV引擎项目数据权
限

DataWorks生产环
境/MaxCompute
PROD引擎项目数据
权限

DataWorks平台权
限特征

附录：如何区分“空间级别模块”和“全局级别模块”附录：如何区分“空间级别模块”和“全局级别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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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顶部菜单栏显示DataWorks工作空间名称的模块为“空间级别模块“，例如Dat aSt udioDat aSt udio。

界面顶部菜单栏不显示DataWorks工作空间名称的模块为”全局级别模块”，例如数据地图数据地图。

为了更细粒度的管控权限实现最小化授权，DataWorks为您提供不同的空间级预设角色，也支持自定义空间级
角色，针对实际业务制定权限管控粒度。您可以将阿里云账号（用户）添加为工作空间成员，通过关联角色授
予其角色所拥有的权限。本文为您介绍空间级角色及成员管理操作。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DataWorks的工作空间为您提供了成员及角色等身份，您可以针对不同用户的工作空间使用需求，授予其相应
的功能权限角色。DataWorks提供预设工作空间级别角色，不同角色拥有的DataWorks相关功能权限请参见附
录：预设角色权限列表（空间级）。DataWorks预设角色权限与MaxCompute引擎（开发项目）角色与的对应关系
请参见权限详情：空间级角色。

2.3.3.2. 角色及成员管理：空间级2.3.3.2. 角色及成员管理：空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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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DataWorks的预设角色不能满足您的需求时，您还可以通过角色管理角色管理自定义针对空间级功能的DataWorks角
色。

DataWorks自定义空间级角色可控制某个该角色是否有用某个空间级别模块的权限，如定义一个角色无数据
分析功能的权限，后续关联此角色的用户即无法访问操作数据分析功能模块。

如果您当前使用的是MaxCompute引擎，您也通过配置引擎权限映射配置引擎权限映射使该角色拥有引擎资源的相关操作权
限。

新增自定义空间级角色的操作详情请参见下文的step2：（可选）新建及管理自定义空间级角色。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DataWorks企业版工作空间才可以添加自定义角色，详情请参见DataWorks各版本详解。您可以参考版本
服务计费说明，升级DataWorks工作空间至企业版。

仅空间管理员空间管理员角色和工作空间所有者工作空间所有者，可以添加成员、修改成员角色、删除成员成员及已创建的自定义角自定义角
色色。

仅支持使用阿里云主账号，或被授予MaxCompute项目admin、Superadmin角色的RAM用户，配置自定义
的DataWorks新角色与MaxCompute引擎的权限映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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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进入成员管理页面step1：进入成员管理页面
1. 登录DataWorks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工作空间列表工作空间列表。

3. 进入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页面。

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入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

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在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对话框中，单击更多设置更多设置，进入工作空间配工作空间配
置置页面。

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进入数据开发进入数据开发。在数据开发数据开发页面，单击右上角的工作空间管理工作空间管理 图标，进

入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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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页面左侧导航栏，单击成员管理成员管理，进入成员管理成员管理页面。

step2：（可选）新建及管理自定义空间级角色step2：（可选）新建及管理自定义空间级角色
工作空间预设角色权限无法修改，如果预设角色不满足权限管控需求，您可以通过角色管理角色管理来自定义空间级
角色，指定此角色是否有用某个空间级别模块的权限。

1. 参考step1：进入成员管理页面进入成员管理页面后，单击角色管理角色管理页签。

2. 单击角色管理角色管理页签右上角的添加自定义角色添加自定义角色。

3. 在添加自定义角色添加自定义角色对话框输入自定义的DataWorks角色名称。例如：test。

4. 为自定义角色配置DataWorks不同空间级别模块的权限。

无权限无权限：表示该角色无相应模块的查看权限。

只读只读：表示该角色只能查看相应模块的数据信息，不能修改模块数据。

读写读写：表示该角色可以修改相应模块的数据信息。

5. 单击配置引擎权限映射配置引擎权限映射下的添加添加，为自定义的DataWorks新角色配置与其他引擎权限的映射关系，使该
角色拥有对应引擎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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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目前仅支持配置与MaxCompute引擎的权限映射。

当前仅支持使用阿里云主账号，或被授予MaxCompute项目admin、Superadmin角色的RAM
用户，配置自定义角色与MaxCompute引擎的权限映射关系。

例如，授权自定义角色（test）访问目标MaxCompute项目时，使用MaxCompute的adminadmin角色。各引擎
与DataWorks权限的对应关系请参见附录：空间级预设角色与MaxCompute引擎权限的映射关系。

6. 单击开始配置开始配置。

当界面提示创建成功时，您即成功完成自定义角色的创建，后续进行添加成员时，可将成员关联此角色。

您可以在角色管理角色管理页签，查看DataWorks工作空间已配置的预设角色预设角色及自定义角色自定义角色，或编辑、删除自定义角自定义角
色色。预设角色预设角色的权限信息请参见附录：预设角色权限列表（空间级）。

step3：添加及管理工作空间成员step3：添加及管理工作空间成员
1. 参考step1：进入成员管理页面进入成员管理页面后，在成员管理成员管理页签右上角单击添加成员添加成员。

2. 在添加成员添加成员对话框中的待添加账号待添加账号模块，勾选需要添加的成员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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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图标，将需要添加的RAM用户移动至已添加账号已添加账号中。

4. 在批量设置角色批量设置角色处勾选需要关联的角色，关联后此账号即拥有角色对应的权限。

5. 单击确定确定，完成添加工作空间成员。

在成员管理成员管理页签，您还可以执行如下成员管理操作：

查看成员信息。

您可以查看当前DataWorks项目空间下，所有成员的账号、角色等信息，也可以根据成员名称、云账号、以
及某类别的角色进行筛选，查看目标条件的成员信息及相应角色的成员数量。方便您对成员及相应角色进
行集中管控。

删除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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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成员管理成员管理页面，单击目标成员操作操作列的删除删除，删除单个成员。如果DataWorks工作空间中存在多
个待删除的成员，则您可以勾选多个成员，批量删除。

附录：查看用户权限附录：查看用户权限
您可以在MaxCompute_SQL任务中，执行如下语句，查询自己的权限信息。

show grants --查看当前⽤⼾⾃⼰的访问权限。
show grants for <username> --查看指定⽤⼾的访问权限，仅由空间管理员才有执⾏权限。

更多查看权限的命令请参见通过MaxCompute SQL查询权限信息。

DataWorks支持以租户全局为管控粒度实现全局功能的权限管控，为您提供为精细化的全局级权限管控。例如
控制某用户是否有全局模块数据地图的类目管理权限管控。DataWorks为您提供部分全局预设角色权限，同时
支持您自定义全局角色。本文为您介绍全局级角色及成员管理操作。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进入DataWorks功能模块界面后，当顶部菜单栏不显示DataWorks工作空间名称时，此模块为”全局级别模
块”，例如数据地图数据地图。针对此类全部功能模板，DataWorks为您提供了全局级成员及角色等身份，您可以实
际全局功能的使用需求，授予不同用户其相应的功能权限角色。

DataWorks为您提供了部分全局预设角色权限，同时支持您自定义全局角色，预设角色及其权限详情如下所
示。

预设全局角色 作用全局功能 权限详情

租户管理员

拥有DataWorks所有产品功能的权限
（不包含阿里云DataWorks管理控制
台的管控操作权限，管控权限详情请
参见管控权限详情：细分RAM
Policy）。

DataWorks产品最高权限管理员，可以操作DataWorks产
品内的所有功能。

租户成员 所有全局模块
当RAM用户账号被加入某个工作空间后，将默认为租户成
员角色，可访问所有全局模块。

2.3.3.3. 角色及成员管理：全局级2.3.3.3. 角色及成员管理：全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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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员 安全中心、审批中心、数据保护伞

安全中心所有权限

审批中心的自定义审批策略权限

数据保护伞所有权限

预设全局角色 作用全局功能 权限详情

当DataWorks的预设角色不能满足您的需求时，您还可以自定义全局角色，控制某个全局角色是否有用某个全
局级模块的权限。当前支持通过自定义全局角色来管控的全局功能模块如下所示。

可管控全局功能 可管控权限详情

数据保护伞
无权限

可使用：全部只读、全部可操作

数据地图
无权限

可使用：普通使用权限

数据综合治理
无权限

可使用：普通使用权限、数据治理管理

数据分析
无权限

可使用：普通使用权限

审批中心
无权限

可使用：普通使用权限、管理审批流程

安全中心
无权限

可使用：普通使用权限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DataWorks企业版工作空间才可以添加自定义角色，详情请参见DataWorks各版本详解。您可以参考版本服
务计费说明，升级DataWorks工作空间至企业版。

step1：进入全局成员管理页面step1：进入全局成员管理页面
1. 登录DataWorks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工作空间列表工作空间列表，单击进入数据开发进入数据开发，先进入数据开发页面。

3. 在菜单栏左上角单击的 图标，选择全局成员管理全局成员管理，进入全局管理页面。

step2：（可选）新建及管理自定义全局级角色step2：（可选）新建及管理自定义全局级角色
工作空间预设角色权限无法修改，如果预设角色不满足权限管控需求，您可以通过角色管理角色管理来自定义全局级
角色，指定此角色是否有用某个全局级功能的权限。

1. 参考step1：进入全局成员管理页面进入全局成员管理页面后，单击角色管理角色管理页签。

2. 单击角色管理角色管理页签右上角的添加自定义角色添加自定义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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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添加自定义角色添加自定义角色对话框输入自定义的DataWorks角色名称。例如：test。

4. 为自定义角色配置不同全局级功能的权限。

5. 单击开始配置开始配置。

当界面提示创建成功时，您即成功完成自定义角色的创建，后续进行添加成员时，可将成员关联此角色。

step3：为用户授予全局角色权限step3：为用户授予全局角色权限
1. 参考step1：进入全局成员管理页面进入全局成员管理页面，进入成员管理成员管理页签。

成员管理成员管理页签为您展示当前阿里云主账号下所有RAM用户，这些RAM用户即为全局成员。

2. 在对应全局成员的角色角色列添加或删除全局角色，完成对成员的全局角色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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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当RAM用户账号被加入某个工作空间后，将默认为租户成员角色，可访问所有全局模块。

DataWorks提供项目所有者、空间管理员、数据分析师、开发、运维、部署、访客、安全管理员、模型设计师
这几种角色，本文将为您介绍具体角色的权限说明。

DataWorks提供预设工作空间级别角色，各预设角色建议的操作人员描述如下所示。

角色 描述

项目所有者项目所有者
工作空间所有者拥有工作空间的所有权限，正常为阿里云主账号。例如，可以根据
需求给RAM用户授予相应角色、删除本工作空间非项目所有者的成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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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具有数据分析模块的操作权限。数据分析模块详情，请参见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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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保护伞模块详情，请参
见数据保护伞。

模型设计师模型设计师
可以查看模型，进行数仓规划、数据标准、维度建模和数据指标等内容的编辑，但
是不能发布模型。

不同预设角色对DataWorks各空间级功能的操作权限详情请参见下文的：

数据管理

发布管理

按钮控制

代码开发

函数开发

节点类型控制

资源管理

工作流开发

数据集成

数据建模

数据分析

此外，空间级预设角色对MaxCompute类引擎的开发环境数据也具有一定的操作权限，详情请参见权限详情：
空间级角色。

数据管理数据管理

2.3.3.4. 附录：预设角色权限列表（空间级）2.3.3.4. 附录：预设角色权限列表（空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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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点
项目所
有者

空间管
理员

数据分
析师

开
发

运
维

部
署

访
客

安全管
理员

模型设
计师

自己创建的表删除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自己创建的表类目设置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自己收藏的表查看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新建表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自己创建的表取消隐藏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自己创建的表结构变更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自己创建的表查看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自己申请的权限内容查
看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自己创建的表隐藏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自己创建的表生命周期
设置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非自己创建的表数据权
限申请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更新开发环境的表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无 无

删除开发环境的表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数据预览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无

发布管理发布管理

权限点
项目所
有者

空间管
理员

数据分
析师

开
发

运
维

部
署

访
客

安全管
理员

模型设
计师

创建发布包 有 有 无 有 有 无 无 无 无

查看发布包列表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无 无

删除发布包 有 有 无 有 有 无 无 无 无

执行发布 有 有 无 无 有 有 无 无 无

查看发布包内容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无 无

按钮控制按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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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点
项目所
有者

空间管
理员

数据分
析师

开
发

运
维

部
署

访
客

安全管
理员

模型设
计师

按钮 -- 停止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按钮 -- 格式化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按钮 -- 编辑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按钮 -- 运行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按钮 -- 放大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按钮 -- 保存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按钮 -- 展开/收起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按钮 -- 删除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代码开发代码开发

权限点
项目所
有者

空间管
理员

数据分
析师

开
发

运
维

部
署

访
客

安全管
理员

模型设
计师

保存提交代码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查看代码内容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无 无

创建代码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删除代码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查看代码列表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无 无

运行代码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修改代码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文件下载 有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文件上传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函数开发函数开发

权限点
项目所
有者

空间管
理员

数据分
析师

开
发

运
维

部
署

访
客

安全管
理员

模型设
计师

查看函数详情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无 无

创建函数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查询函数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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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函数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权限点
项目所
有者

空间管
理员

数据分
析师

开
发

运
维

部
署

访
客

安全管
理员

模型设
计师

节点类型控制节点类型控制

权限点
项目所
有者

空间管
理员

数据分
析师

开
发

运
维

部
署

访
客

安全管
理员

模型设
计师

节点 -- PAI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节点 -- MR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节点 -- CDP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节点 -- SQL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节点 -- XLIB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无 无

节点 -- Shell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节点 -- 虚拟节点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无 无

节点 --
script_seahawks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节点 --
dtboost_analytic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节点 --
dtboost_recommand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节点 -- pyodps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资源管理资源管理

权限点
项目所
有者

空间管
理员

数据分
析师

开
发

运
维

部
署

访
客

安全管
理员

模型设
计师

查看资源列表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无 无

删除资源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创建资源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上传jar文件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上传taxt文件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上传archive文件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工作流开发工作流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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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点
项目所
有者

空间管
理员

数据分
析师

开
发

运
维

部
署

访
客

安全管
理员

模型设
计师

运行/停止工作流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保存工作流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查看工作流内容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无 无

提交节点代码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修改工作流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查看工作流列表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无 无

修改owner属性 有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打开节点代码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删除工作流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创建工作流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创建文件夹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删除文件夹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修改文件夹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数据集成数据集成

权限点
项目所
有者

空间管
理员

数据分
析师

开
发

运
维

部
署

访
客

安全管
理员

模型设
计师

数据集成 - 节点编辑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数据集成 - 节点查看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数据集成 - 节点删除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项目同步资源管理菜单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无 无

项目同步资源组列表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无 无

项目同步资源组创建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无 无

项目同步资源组管理机
器列表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无 无

项目同步资源组添加机
器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无 无

项目同步资源组删除机
器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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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同步资源组修改机
器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无 无

项目同步资源组获取资
源组ak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无 无

项目同步资源组删除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无 无

项目资源消耗监控 有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运维中心任务修改资源
组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无 无

同步任务列表菜单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无 无

任务转脚本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无 无

获取项目成员列表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无 无

新建代码接口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无 无

保存/更新代码接口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无 无

根据fileId获取代码接
口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无 无

获取数据集成节点列表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无 无

搜表接口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无 无

搜字段接口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无 无

查询数据源列表接口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无 无

新建数据源接口 有 有 无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查询数据源详情接口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无 无

更新数据源接口 有 有 无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删除数据源接口 有 有 无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测试连通性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无 无

数据预览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无 无

检查是否开通OTS
Stream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无 无

开通OTS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无 无

查询ODPS建表语句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无 无

权限点
项目所
有者

空间管
理员

数据分
析师

开
发

运
维

部
署

访
客

安全管
理员

模型设
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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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ODPS表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无 无

查询ODPS建表状态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无 无

迁移数据库表 有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权限点
项目所
有者

空间管
理员

数据分
析师

开
发

运
维

部
署

访
客

安全管
理员

模型设
计师

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权限点
项目所
有者

空间管
理员

数据分
析师

开
发

运
维

部
署

访
客

安全管
理员

模型设
计师

查看模型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编辑模型 有 有 无 有 有 无 无 无 有

发布模型 有 有 无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数据分析数据分析

权限点
项目所
有者

空间管
理员

数据分
析师

开
发

运
维

部
署

访
客

安全管
理员

模型设
计师

查看数据分析产品页面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使用数据分析产品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无 有 有

说明 说明 自定义角色自定义角色默认无数据分析师数据分析师角色权限，该类角色如果需要使用数据分析产品，请联系空间空间
管理员管理员授权数据分析师数据分析师角色权限，授权详情请参见角色及成员管理：空间级，自定义角色，详情请参
见权限详情：空间级角色。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为DataWorks工作空间添加并管理成员和角色，以及不同角色的权限功能差异。

角色规划角色规划
DataWorks产品内部包含“空间级角色”和“全局（Region）级别角色”两类。

在DataWorks的空间级别角色中，您可以根据不同的业务场景为不同的RAM用户设置不同的工作空间权
限，DataWorks目前有预设角色预设角色，同时也支持您自定义角色自定义角色。您将RAM用户添加到DataWorks工作空间
时，可以选择添加为当前工作空间的预设角色预设角色或者自定义角色自定义角色。详情请参见角色及成员管理：空间级。

DataWorks的全局级别角色同样包含预设角色预设角色、自定义角色自定义角色两类。管理员可以自由定义拥有某些全局级别
功能模块使用权限的全局（Region）级别角色。

2.3.4. 规划与配置角色权限2.3.4. 规划与配置角色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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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如果租户管理员租户管理员自定义了某个全局（Region）级别角色，并显示地指定了该角色不具备某些全局
（Region）级模块的使用权限（例如：无数据地图数据地图访问权限），则该自定义角色的权限优先级将高
于租户成员租户成员的权限。

授予空间级别角色授予空间级别角色
您可以将目标RAM用户或RAM Role添加至指定DataWorks工作空间，该RAM用户或RAM Role添加至工作空间
后，即拥有“空间级别角色”。

仅具有空间管理员权限的用户可以授予其他用户“空间级别角色”。授权操作，详情请参见添加工作空间成员和
角色。

说明 说明 阿里云主账号以及拥有  AliyunDataWorksFullAccess 权限的RAM用户具有空间管理员空间管理员权
限。

授予全局级别角色授予全局级别角色
授予某个RAM用户或RAM Role“全局级别角色”则可以通过“全局级别角色管理”来实现。

说明说明

仅租户管理员租户管理员角色和拥有AliyunDataWorksFullAccess的云账号可以授权他人全局级别角色。

租户管理员租户管理员可以将其他人授权为租户管理员租户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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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中心包括运维大屏、实时任务运维、周期任务运维、手动任务运维、智能监控、智能诊断、资源运维和引
擎运维功能模块，为您提供任务操作与状态、引擎、资源等多方位的运维能力。

运维中心功能模块运维中心功能模块
当您在DataStudio中完成节点开发，并提交和发布至生产环境后，即可在运维中心对任务进行运维操作，包
括周期调度任务的自动调度与手动运行、任务运行详情查看、任务运行状态监控、任务运行使用的资源监控与
自动运维；实时任务的执行管控、运行详情查看与监控报警配置；调度任务运维大屏以及数据集成离线同步与
实时同步任务运维专页，针对任务运维关键指标的查看。

下表为运维中心各模块功能使用的简单说明：

模块 描述 环境支持情况

查看运维大屏
运维大屏以报表的形式为您展示任务的运行的重要指标。包括调度任调度任
务务 的关键运维指标统计与数据集成数据集成 离线同步与实时同步任务运维专
页。

开发环境运维中心无
此模块

实时同步任务运行与
管理

在实时任务运维界面，您可以针对实时任务进行启动、停止、下线与
监控报警相关操作。

-

查看并管理周期任务

周期任务运维为您展示任务提交到调度系统后的调度任务列表与调度
环境产生的周期实例周期实例 。周期任务面板展示当前所有的调度节点，您可
以在周期任务面板修改周期调度任务使用的资源组、责任人等信息。

DataWorks每晚会根据周期任务周期任务 自动生成第二天待运行的周期实例周期实例 ，
同时支持您手动触发周期任务周期任务 ，分别生成补数据实例补数据实例 和测试实例测试实例 ，您
可以通过生成的实例查看任务的运行详情。

开发环境运维中心无
法自动调度生成周期
实例。

3.运维中心3.运维中心
3.1. 运维中心概述3.1. 运维中心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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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任务运维

手动任务运维为您展示任务提交到调度系统后的手动任务列表与经过
手动触发运行后生成的手动实例手动实例 。手动任务手动任务 面板展示当前所有的手动
触发式任务，您可以在手动任务面板修改任务执行时使用的调度资源
组，责任人等信息。

在手动任务面板中，选择类型为手动业务流程，支持您手动触发任务
运行并且生成手动实例，您可以查看生成的手动实例的运行详情。

-

智能监控

监控对象：周期任务、实时计算任务、资源水位。

监控支持为自动调度的周期任务周期任务 设置监控报警，监控在自动调度场
景下的周期实例周期实例 运行情况、支持独享资源组独享资源组 水位监控及实时计算任
务运行状态监控。

监控方式：自定义规则、智能基线

支持针对指定对象（节点、业务流程、工作空间、基线、实时计算
任务、独享调度资源组、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的监控报警，同时
也支持针对整个“业务线”的基线预警，并通过您配置的报警方式
来发送相应的报警信息。

报警方式：支持短信、邮件、电话、钉钉群和webhook，已支持设
置值班表，将对应时间的报警消息报警给对应的值班人员。

开发环境运维中心无
此模块

资源运维
资源运维主要对独享调度资源组独享调度资源组 及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 的使用情况
（使用率、运行中任务列表、排队任务列表）及进行监控和自动运
维，支持查看资源组使用趋势。

-

引擎运维

目前支持对EMR引擎的运维。在DataWorks实例任务中，E-
MapReduce计算引擎任务会被分为若干作业有序执行，您可以使用
DataWorks的引擎运维功能，查看各个E-MapReduce作业的详细信
息，及时查找并清理运行有误的作业，避免该类作业阻塞下游任务，
影响实例任务的正常运行。

开发环境运维中心无
此模块

智能诊断
DataWorks运维中心为您提供运行诊断功能，帮助您掌握任务运行的
全链路信息，以便迅速定位问题。

开发环境运维中心无
此模块

模块 描述 环境支持情况

同时，需关注以下注意事项：

在标准模式工作空间下，您可以通过界面左上角切换进入到开发运维中心和生产运维中心。

仅生产环境运维中心支持自动调度。即只有在生产环境运维中心，您才能在周期实例面板中看到自动调度
执行的周期实例。

生产任务运行逻辑生产任务运行逻辑
生产任务包括周期任务、手动任务和实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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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任务运维

当节点被提交发布至运维中心后，您可以在运维中心的周期任务周期任务中看到该节点（周期任务列表中的任务为
所有周期性调度的任务），DataWorks每晚会生成第二天待运行的周期实例周期实例，同时支持您手动触发周期任周期任
务务，分别生成补数据实例补数据实例和测试实例测试实例。

实例类型 应用场景
与周期任务的关系

（对应实例如何生成）

实例触发方式

（对应实例如何触发
执行）

任务运行条件

周期实例
周期性自动化进行ETL
操作。

平台每晚根据某一时间
点周期任务快照信息自
动生成第二天待运行的
周期实例。

说明 说明 开发
环境运维中心不
会自动调度生成
周期实例。

平台自动触发周期实
例执行。

以周期实例上的任务
为例，任务开始运行
前需满足以下条件：

依赖的所有父节点
实例状态都为成功
状态。

已到达任务节点设
置的任务定时运行
时间。

调度资源充足。

本任务不是冻结状
态。

说明 说明 运维
中心中，不同的
实例颜色代表实
例处于不同的状
态中，实例运行
状态示意详情可
参考：附录：实
例状态。

补数据实
例

需要对当前节点及下游
节点执行补过去某一时
间段或未来某段时间的
数据的操作，即需要对
历史或未来时间段的数
据进行ETL操作。

人为针对当前周期任务
手动触发补数据操作，
并生成补数据实例。

人为针对对周期任务
进行补数据操作后，
会生成补数据实例，
并同时触发补数据实
例执行。

执行测试
并查看测
试实例

需要对当前周期任务进
行测试，观察执行结果
是否符合预期。

说明 说明 测试
实例的运行其实
际上也在真实执
行代码逻辑的。

人为针对当前周期任务
手动触发测试操作，并
生成测试实例。

人为针对周期任务的
进行测试操作后，会
生成测试实例，并且
同时触发测试实例执
行。

您可以在周期任务运维周期任务运维下的周期实例周期实例面板、补数据实例补数据实例面板、测试实例测试实例面板中查看各类实例的运行情
况，根据实例的状态了解数据产出是否异常，不同实例状态的详情请参见附录：实例状态。

说明说明

周期实例根据周期任务每晚（23：30~24：00）定时自动生成，测试实例、补数据实例根据补
数据和测试操作时间点的周期任务手动触发，因此补数据和测试会以最新的任务配置情况生成
对应的实例。

新建节点发布生产环境后，当晚会全量生成第二天待运行的周期实例，但新建节点发布时，您
可以通过节点调度配置，选择实例生成方式来控制是否立即生成当天的周期实例，详情请参
考时间属性配置说明。

手动任务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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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手动业务流程被提交发布至运维中心运维中心后，您可以在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  > 手动任务运维手动任务运维 >  > 手动任务手动任务页面中看到该
节点，当您需要运行该手动业务流程时，可以在手动任务面板对该任务执行运行操作，手动触发任务运行
后，会产生手动实例，您可以在手动实例手动实例页面查看该实例执行详情。

实时任务运维

当实时任务被提交发布至运维中心运维中心后，您可以在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  > 实时任务运维实时任务运维页面对实时任务进行启动、下
线及报警配置等相关操作，实时任务运维分为实时计算任务和实时同步任务，您可以分别在实时任务运维
下的实时计算任务、实时同步任务页面对其进行管理。详情请参见：实时计算任务运行与管理、实时同步任务运
行与管理。

任务运行状态监控：智能监控任务运行状态监控：智能监控
您可以使用智能监控智能监控功能监控周期调度任务状态、周期任务自动调度产生的周期实例周期实例运行状态、实时计算任
务运行状态，配置相应监控规则（自定义规则、智能基线）后，平台一旦检测到规则被触发，将会根据您设置
的自定义规则及智能基线的报警方式，通过邮件、短信、电话或钉钉群消息等形式通知您，方便您及时发现并
处理异常问题。

周期任务状态监控周期任务状态监控

DataWorks每晚根据周期任务周期任务生成第二天待自动调度运行的周期实例周期实例，所以为保障周期任务可以正常产生
周期实例并且自动调度运行，DataWorks内置了报警规则来对周期任务周期任务进行定期监控扫描，如有异常便会
自动报警。

系统内置全局报警规则（非空间级别报警规则）对周期任务的状态进行监控。报警包括孤立节点孤立节点与节点成节点成
环环。

说明说明

DataWorks每天定时9点、12点、16点对周期任务状态进行扫描，如有异常将会自动发送报警。
但扫描时间点前10分钟内产生异常不会纳入本次扫描，该异常将会被纳入下一个周期的任务状
态扫描中进行扫描。

全局规则为系统内置规则，您无须手动新建，默认以短信、邮件的方式报警给节点责任人。但
您可以在规则管理规则管理页面中针对全局规则修改报警接收人。

节点孤立报警

孤立节点指节点在周期任务或周期实例中展开父节点时，没有依赖任何父节点，这类型节点在自动调度
时不会被调度调起，所以孤立节点不会自动调度运行，如果该孤立节点下游依赖较多，则会造成严重的
后果。孤立节点产生后会自动报警，如果收到孤立节点报警请及时处理。

说明 说明 在DataWorks上，除了工作空间根节点外，自定义的每个周期调度的节点都需要有父节点
依赖才可以被正常调度运行。

节点成环报警

节点成环指的是某节点为上游节点但又同时依赖了自己的下游节点。导致依赖关系成环，这类型节点在
自动调度时不会被调度调起，节点成环后会自动报警，如果收到节点成环报警请及时处理。

周期实例运行状态监控周期实例运行状态监控

在DataWorks上，周期任务周期性调度时将产生周期实例，DataWorks支持通过周期任务周期任务自定义规则监控
配置，实现对周期实例周期实例运行状态的监控，包括指定对象的自定义规则监控报警和重要任务提前预警的基线
预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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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规则报警

通过新建自定义规则实现对指定对象的报警。

您可以对指定对象（任务节点、基线、工作空间、业务流程）上节点的状态（完成、未完成、出错、周
期未完成、超时、自动重跑后仍出错等及实时计算任务的出错）设置监控报警。支持短信、邮件、电
话、钉钉机器人和webhook的方式发送报警给责任人（节点责任人、指定责任人或值班表中的排班
等），详情请参考自定义规则。

基线预警

通过设置基线优先级来保障基线上的任务按时执行，数据顺利产出。

当有任务需要重保并且上游任务依赖较为复杂时，可以使用基线功能将重要任务移到该基线上。当影响
基线在预期时间内数据产出的情况发生时，基线将为您快速定位影响当前节点数据产出的关键路径，找
到阻塞任务（即影响保障数据产出的关键实例）并第一时间发出报警，保障重要数据在预期时间内顺利
完成。当影响基线的任务（基线上的任务及其上游任务）出错或者变慢，您将会收到相应的报警。其报
警分为基线预警与事件报警。支持短信、邮件、电话、钉钉机器人和webhook的方式发送报警给责任人
（节点责任人、指定责任人或值班表中的排班等），关于基线使用详情请参见：基线管理。

基线预警

当基线根据基线的承诺时间、预警余量等预测无法保障基线上的任务在预警时间内完成时，便会触发
基线提前预警功能。

事件报警

当影响基线上数据产出的任务（基线上的任务及其上游任务）出错或者变慢时，将会收到相应的事件
报警。

实时计算任务运行状态监控实时计算任务运行状态监控

您可以通过自定义规则，对实时计算任务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控，当任务节点出错时通过配置的短信、邮
件、电话、钉钉机器人和webhook等方式发送报警给责任人（节点责任人、指定责任人和值班表中的排
班等）。详情请参考自定义规则

任务运行资源监控与运维：自动运维任务运行资源监控与运维：自动运维
您可以使用智能监控智能监控 >  > 规则管理规则管理中的自定义规则，来对独享资源组使用率及独享资源组上等待的实例数设置
监控报警，并且支持结合自动运维自动运维功能通过短信、邮件、电话、钉钉机器人等方式发送报警给责任人（节点
责任人、指定责任人）。关于自定义规则使用详情请参考自定义规则。

自动运维自动运维功能支持通过自定义规则中的独享资源组监控规则，并在限定条件下对独享资源组进行运维操作来
保障重要任务的顺利运行，比如终止运行中的实例。详情请参考自动运维。

任务运行问题定位：运行诊断任务运行问题定位：运行诊断
调度任务运行的必要条件调度任务运行的必要条件

节点发布至运维中心后，任务开始运行前需满足以下条件。

说明 说明 当任务未运行时您可以使用智能诊断功能快速进行对问题进行定位与排查，详情可参考文
档：智能诊断。

i. 依赖的所有父节点实例状态都为成功状态

配置节点依赖关系可以保障节点在运行时能取到正确的数据（读取上游表数据时，上游表的最新数据
已产生），避免当前节点读取数据时，上游表数据还未产出，导致当前节点读取数据出现问题，所
以，当节点存在上游节点依赖时，当前节点的执行，需要等待所依赖的父节点都执行成功。详情请参
见：同周期调度依赖逻辑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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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父节点非成功状态包括父节点未运行、父节点状态失败、父节点被冻结（暂停）、父节点
处于运行中。

冻结状态的节点将阻塞下游节点执行。

ii. 已到达任务节点设置的定时运行时间

数据开发中定义节点的调度属性时，需要为节点设置调度环境下节点运行的“理想时间”。

当当前节点依赖的所有父节点都在当前节点设置的定时运行时间点前执行成功，那么当父节点全都
执行成功后，当前节点将进入等待状态，待到达任务节点的定时时间后启动运行。

当当前节点依赖的所有父节点在当前节点设置的定时运行时间点后执行成功，那么当父节点全都执
行成功且有充足的调度资源时，当前节点将立即运行起来。

iii. 调度资源充足

数据开发中定义节点的调度属性时，您可以设置调度环境下节点运行所使用的独享调度资源组。同
时，您也可以在运维中心的周期任务页面进行修改。

当当前节点所有的父节点运行成功，并且已经到达节点设置的定时运行时间时，如果节点指定的调度
资源组无可用资源时，节点进入等待资源的状态，直到占用该调度资源的任务执行成功，将资源释放
后启动运行。

iv. 本任务不是冻结状态

如果当前节点处于冻结状态，那么节点满足上述三个条件后仍不会运行，并导致依赖该周期实例的下
游实例无法运行。如果您需要解冻该节点，详情请参见：任务冻结与解冻。

任务运行失败原因诊断任务运行失败原因诊断

您可以使用智能诊断智能诊断功能和DAG的上游分析功能对未运行任务进行快速诊断。

其中，智能诊断功能支持对未开始运行的任务进行任务运行的必要条件检查，支持对运行失败的任务进行
原因分析并给出诊断建议等。

智能诊断能力概览：

任务运行的全链路诊断。包括父节点运行情况检查、当前节点设置的定时时间检查、调度资源详情（任
务使用的调度资源组使用趋势与任务排队数，当前任务等待资源时哪些任务占用资源）、任务执行详情
（任务出错时提供原因分析与诊断建议）。

当前实例的基本信息与实例运行的关键时间点（上游节点运行完成时间、当前节点设置的定时时间、开
始等待调度资源时间、开始运行时间、运行成功时间）。

当前节点影响的基线及其当天基线实例运行情况。

当前节点平均运行时间、开始执行时间、等待资源消耗时间趋势图及当前节点运行历史的实例列表。

关于智能诊断功能使用详情请参见：智能诊断。

任务产出的表数据监控：数据质量任务产出的表数据监控：数据质量
您可以使用数据质量数据质量功能对周期实例、补数据实例、测试实例产出的表数据进行监控。

周期任务在生产环境通过自动调度或手动触发来运行，分别产生周期实例，补数据实例和测试实例，您可以
对周期任务周期任务设置数据质量规则来监控周期任务生成的实例（周期实例周期实例、补数据实例补数据实例、测试实例测试实例）运行后所
产出的表数据是否符合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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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质量通过表配置的分区表达式来匹配节点产出的表分区，数据质量规则关联产出该表数据的调度节点，当
节点运行后（运维中心中通过测试实例，补数据实例，周期实例的运行及重跑操作产出表数据），会触发该数
据质量规则校验，您可以设置规则的强弱来控制节点是否失败退出，从而避免脏数据影响扩大，同时，您也可
以通过订阅规则来第一时间接收节点产出表数据异常的报警。详情请参考文档数据质量。

附录：实例状态附录：实例状态
运维中心按照不同的颜色与标识来辨识任务正处于运行流程中的哪个阶段，不同的实例颜色与标识代表实例处
于不同的状态下。不同的实例颜色与标识所对应的任务状态如下所示。关于任务运行必要条件详情请参见：任
务运行问题定位：运行诊断。

序号 状态类型 状态标识 运行流程图

1 运行成功状态

2 未运行状态

3 运行失败状态

4 正在运行状态

5 等待状态

6 暂停/冻结状态

运维大屏展示当前您需要重点关注的运维指标、任务整体运行情况、调度资源变化趋势等运维概览，以及离线
同步、实时同步任务的运行状态分布、数据同步进度等数据集成信息，帮助您提升任务运维效率。

进入运维大屏进入运维大屏
1. 登录DataWorks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工作空间列表工作空间列表。

3. 选择工作空间所在地域后，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进入数据开发进入数据开发。

4. 单击左上方的 图标，选择全部产品全部产品 >  > 任务运维任务运维 >  > 运维中心（工作流）运维中心（工作流），默认进入运维大屏运维大屏 >  > 运维运维

概览概览页面。

查看运维概览查看运维概览
目前运维概览页面的统计范围是周期任务或周期实例，不包括其它类型的任务和实例。您可以在运维大屏运维大屏页
面查看以下内容：

重点关注重点关注区域展示以下内容：

3.2. 查看运维大屏3.2. 查看运维大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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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当前需要重点关注的周期实例，包括失败实例失败实例、运行慢实例运行慢实例、等资源实例等资源实例。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实例
即为运行慢实例运行慢实例：

实例处于运行中的状态。

实例运行超过30分钟。

实例的运行时长与过去10天的平均运行时长相比，已经超过15分钟及以上。

您当前需要重点关注的孤立节点孤立节点、暂停节点暂停节点和过期节点过期节点：

孤立节点此处统计的为周期任务中没有父节点的节点个数。当节点没有上游依赖时，该节点会变为孤
立节点，将无法再自动调度运行。例如，修改父节点输出名称后，造成依赖丢失。关于孤立节点产生
原因、影响及解决方案详情，您可以参考文档：什么是孤立节点，如何处理孤立节点？。

暂停节点此处统计的为暂停（冻结）状态的周期任务。周期任务暂停后，该周期任务产生的实例也将
是冻结状态，冻结状态的实例将不会运行，并且会阻塞其下游节点执行。关于冻结操作详情介绍与影
响说明可参考文档：任务冻结与解冻。

过期节点此处统计的为节点调度生效日期已过的节点。节点在调度生效日期内将自动产生周期实例并
运行，调度生效日期范围外将无法产生周期实例并且自动调度。

重点关注根据您的需求可以选择统计昨天、前天、近7天或指定时间段内（最多支持7天）的数据。您可以
单击某个指标进入相应的节点或实例列表，及时关注相关指标并进行治理，以避免影响业务。

运行状态分布运行状态分布区域展示当前所有业务日期为昨天、前天、近7天或指定时间段内（最多支持7天）正常调度
实例的运行状态分布，统计的是页面请求发生时的数据。您可以单击饼图中的某个色块，进入相应状态的
实例列表。

任务完成情况任务完成情况区域展示页面请求当天00:00~23:00内，当前工作空间中周期实例的完成情况。您可以查看
昨日、今日和历史平均的运行成功或未运行的任务，并可以指定需要查看的任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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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正常周期性调度昨日、今日和历史平均的任务完成情况，统计出折线图。如果三条折线偏移过多，表
示在某个时间段内有异常情况，您需要进一步检查与分析。

说明 说明 由于运维中心统计方法的变更（仅统计生产环境的实例），今日任务完成情况折线会产生
明显波动。

调度资源分配调度资源分配区域默认展示指定时间段内（最多支持7天）调度资源组使用率与各时间点运行在该资源组上
的实例数量的变化趋势。您可以单击右上方的资源组选择资源组选择下拉列表切换资源组分别查看当前工作空间下的
各调度资源组，其资源组使用率与运行的实例数变化趋势。

实例数量实例数量为对应时间段运行在该资源组上实例数量，资源组使用率资源组使用率为对应时间段运行在该资源组上的实例
所占用的资源的百分比。

说明说明

资源组使用率不记录数据集成任务占用的资源。

资源组使用率与资源组上运行的实例数量为资源组级别，例如：如果您使用的独享调度资源组
为多个工作空间共享，那么此处统计的为多个工作空间下，该资源组总的资源使用率和实例数
量变化趋势。

运行时长排行运行时长排行区域展示运行时长、等待资源时长和运行变慢时长的排行。该区域每日更新数据，对运行在
前一天，且运行成功的实例的运行时长进行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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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个月出错排行近一个月出错排行区域每日更新数据，统计最近一个月的任务出错排行，为您展示任务出错次数最多的前
10个节点。您可以查看节点ID节点ID、节点名称节点名称和出错次数出错次数。

调度任务数量趋势调度任务数量趋势区域每日更新数据，展示在一段时间内，生产环境的周期任务、周期实例的数量变化趋
势。您最多可以查看近一年的调度任务数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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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类型分布任务类型分布区域展示页面请求发生时，各种类型的任务数量。饼图最多支持展示8种任务类型，如果统计
的任务超过8种类型，会进行合并展示。

查看离线同步运维查看离线同步运维
在运维大屏运维大屏页面，单击数据集成数据集成，默认展示某个时间范围内离线同步离线同步的信息。您可以在右上方设置统计数据
的时间范围时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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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查看离线同步任务的以下内容：

运行状态分布运行状态分布区域展示所选业务日期内调度实例的运行状态分布，统计的是页面请求发生时的数据。您可
以单击饼图中的某个色块，进入相应状态的实例列表。

数据同步进度数据同步进度区域展示所选业务日期内离线同步的数据量，包括总数据量总数据量、公网总流量公网总流量和记录总量记录总量。

同步数据量统计同步数据量统计区域根据数据源类型展示所选业务日期内，同步数据量的拉取和写入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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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榜单T op10最新榜单T op10区域分别展示10个最新失败实例最新失败实例和最新成功实例最新成功实例，以便您全局查看最新的同步任务状
态。

同步任务执行详情同步任务执行详情区域支持通过筛选提交时间提交时间、任务状态任务状态和任务名称任务名称等条件，快速搜素任务实例，并可
以单击实例ID实例ID，查看该实例的运行详情。

查看实时同步运维查看实时同步运维
在运维大屏运维大屏 >  > 数据集成数据集成页面，单击实时同步实时同步，查看实时同步任务的以下内容：

运行状态分布运行状态分布区域展示当前实时同步实例的运行状态分布，统计的是页面请求发生时的数据。您可以单击
饼图中的某个色块，进入相应状态的实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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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概览区域展示当前工作空间下，所有实时任务的数据速度和记录速度的总和。

任务延迟T op10任务延迟T op10区域展示延迟最高的10个任务，以便您迅速定位高延迟任务。

任务报警信息任务报警信息区域展示最近的报警信息，以便您快速查看异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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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over信息Failover信息区域展示指定时间内的Failover消息，以便总览任务Failover的状态。

DataWorks的实时计算任务页面为您展示了任务实例的基本信息及运行详情，方便您查看目标任务的运行情
况。同时，您还可以为目标任务设置监控报警，在任务运行出错时及时发现并处理异常。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DataWorks当前仅支持对EMR Spark Streaming及EMR Streaming SQL类型的节点提交的任务进行运维。

进入实时计算任务页面进入实时计算任务页面
1. 登录DataWorks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工作空间列表工作空间列表。

3. 选择工作空间所在地域后，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进入数据开发进入数据开发。

4. 单击左上方的 图标，选择全部产品全部产品 >  > 任务运维任务运维 >  > 运维中心（工作流）运维中心（工作流）。

5.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实时任务运维实时任务运维 >  > 实时计算任务实时计算任务，进入实时计算任务页面。

查看实时计算任务列表查看实时计算任务列表
运维中心的实时计算任务页面为您展示了生产环境的实时计算任务列表，您可以在该页面查看任务的基本信
息，执行启动、终止、下线等运维操作，并设置任务出错监控。

3.3. 实时任务运维3.3. 实时任务运维
3.3.1. 实时计算任务运行与管理3.3.1. 实时计算任务运行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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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描述

1

在该区域，您可以通过任务ID任务ID、任务名称任务名称 、状态状态 、任务类型任务类型 、引擎类型引擎类型 、引擎实例引擎实例 及责任人责任人 等筛选条件
过滤出需要查询的实时计算任务。

说明说明

任务ID任务ID或任务名称任务名称 搜索的结果会受到其它筛选条件的影响。只有同时满足所有筛选条件时，才
会显示相应的查询结果。

任务名称任务名称 搜索支持模糊匹配，输入关键词后，即可显示包含关键词的所有实时计算任务。

2

在该区域，您可以查看目标任务的基本信息及运行情况。

任务名称任务名称 ：为您展示任务的名称。单击任务名称，即可进入目标任务的详情页面。

任务ID任务ID：为您展示任务的ID。

运行状态运行状态 ：任务的运行状态，包括未运行未运行 、生成中生成中 、等待资源等待资源 、启动中启动中 、运行中运行中 、已停止已停止 、已失已失
败败 、重启中重启中 以及下线中下线中 等状态。

开始运行开始运行 ：任务的开始运行时间。

结束运行结束运行 ：任务的结束运行时间。

运行时长运行时长 ：任务的运行时长，单位为秒。

任务类型任务类型 ：任务的类型。

说明说明

DataWorks当前仅支持对EMR Spark Streaming及EMR Streaming SQL类型的节点提交的任务进行
运维。

引擎类型引擎类型 ：任务所使用的引擎类型。DataWorks当前仅支持对E-MapReduce引擎的实时计算任务进行运
维。

引擎实例引擎实例 ：任务所绑定的E-MapReduce引擎名称。

发布时间发布时间 ：任务的发布时间，格式为yyyy-MM-dd HH:mm:ss。

责任人责任人 ：任务所在工作空间的责任人。

说明 说明 您可以根据任务的开始运行开始运行 、结束运行结束运行 以及运行时长运行时长 ，按照时间的升序或降序对目标任
务进行排序。

3

在该区域，您可以对目标任务进行如下操作。

启动启动 ：启动未运行的实时计算任务。

终止终止 ：终止运行中的实时计算任务。

下线下线 ：下线已提交发布的实时计算任务。

设置监控设置监控 ：用于监控目标实时计算任务的运行情况。当任务运行出错时，会根据您设置的短信短信 、邮邮
件件 、电话电话 、钉钉群机器人钉钉群机器人 或WebHookWebHook等方式发送报警至相应的报警接收人。

配置报警接收人所使用的邮件邮件 、电话电话 信息，详情请参见设置报警接收人的手机或邮箱信息，配置钉钉群
机器人及获取Webhook地址，详情请参见场景实践：发送报警消息至钉钉群。

4 您可以勾选多个目标任务后，在该区域批量启动启动 、终止终止 、下线下线 目标任务，或为目标任务设置监控设置监控 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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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实时计算任务详情查看实时计算任务详情
在任务列表单击目标任务实例名称，即可进入任务的详情页面。您可以在任务的详情页面查看任务的详细信详细信
息息、运行日志运行日志、操作日志操作日志以及任务的运行代码代码，方便您快速定位对目标任务执行的相关操作记录及操作内
容，及时获取任务运行出错的报错详情并跟进处理。

实时同步任务页面为您展示实时同步任务提交至调度系统后，经过调度系统运行后产生的实时同步任务实例。

进入实时任务运维页面进入实时任务运维页面
1. 登录DataWorks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工作空间列表工作空间列表。

3. 选择工作空间所在地域后，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进入数据开发进入数据开发。

4. 单击左上方的 图标，选择全部产品全部产品 >  > 任务运维任务运维 >  > 运维中心（工作流）运维中心（工作流）。

5. 在左侧列表，单击实时任务运维实时任务运维后的 图标。

6. 在下拉列表下单击实时同步任务实时同步任务，即可查看所有实时同步任务实例信息。

查看实时任务列表查看实时任务列表

3.3.2. 实时同步任务运行与管理3.3.2. 实时同步任务运行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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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任务实例页面以列表形式对被调度的实时同步任务进行运维和管理，包括查看实时同步任务基本信息、检
查运行信息和基本属性配置以及启动和下线实例等功能。

区域 描述

1

在该区域，您可以通过筛选条件过滤出需要查询的实例。

您可以根据任务节点名称任务节点名称 、任务状态任务状态 、责任人责任人 、来源数据源类型来源数据源类型 、来源数据源名称来源数据源名称 、最近操作人最近操作人 、去去
向数据源类型向数据源类型 、去向数据源名称去向数据源名称 、数据集成资源组数据集成资源组 等条件进行精确筛选。

说明 说明 任务名搜索的结果会受到其它筛选条件的影响，只有同时满足所有筛选条件的结果才可以
展示。

2

在该区域，您可以查看任务实例信息，包括：

IDID：为您展示任务实例的ID。

任务名称任务名称 ：为您展示任务实例名称。单击任务名称，即可进入任务实例详情页面。

运行状态运行状态 ：包括运行中、未运行、等待资源、异常、停止五种状态。

描述描述 ：对实例的简单描述。

业务延迟业务延迟 ：当前时间距离同步位点的时间间隔。

当前同步位点当前同步位点 ：当前消费到增量数据的时间。

最近操作时间最近操作时间 ：最后操作实例的时间点。

最近操作人最近操作人 ：最后对实例操作的用户。

来源数据源类型来源数据源类型 ：来源数据源的类型。

来源数据源来源数据源 ：数据同步的来源数据源。

去向数据源类型去向数据源类型 ：去向数据源的类型。

去向数据源去向数据源 ：数据同步的去向数据源。

责任人责任人 ：实时任务所在的工作空间责任人。

当前起始位点当前起始位点 ：目前开始消费增量数据的时间点。

数据读取速度（BPS）数据读取速度（BPS） ：数据同步读取数据的速度。

记录速度记录速度 ：写入日志的数据同步读取数据速度。

数据集成资源组数据集成资源组 ：任务实例运行使用的数据集成资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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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该区域，您可以对所选择的任务实例进行如下操作。

启动启动 ：启动未运行的同步任务。

停止停止 ：停止运行中的同步任务。

下线下线 ：下线未运行、异常及停止的同步任务。

新增告警新增告警 ：勾选对应同步任务后，单击新增告警新增告警 ，即可进行同步任务设置告警规则。

操作告警操作告警 ：勾选对应同步任务后，单击操作告警操作告警 ，即可对同步任务告警进行删除、启用和停止操作，同
时支持通过选择告警指标类型来批量修改所有对应的告警规则。

区域 描述

实时任务详情页面实时任务详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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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务列表单击实例名称，即可进入任务详情页面。在页面上方可以切换至不同子页面，任务详情页面可以查
看任务的运行信息运行信息、日志日志、基本属性基本属性、任务配置任务配置、Failover记录Failover记录和DDL记录DDL记录。

同步任务相关操作同步任务相关操作
启动同步任务

在操作操作区域单击启动启动，即可进入任务的启动页面。设置好相关参数，单击确定确定，即可启动运行该任务。

当勾选重置位点重置位点选项时，启动时间点位启动时间点位和时区时区为必填参数。

停止同步任务

单击停止停止，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单击停止停止，即可停止运行中的任务。

下线同步任务

单击下线下线，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单击下线下线，即可下线当前任务。

报警设置

在报警事件报警事件页面，设置发生时间发生时间范围、报警级别报警级别和规则规则查看报警事件。

在报警规则报警规则页面，显示当前同步任务实例已创建的报警规则。您可以在报警规则报警规则列表查看已创建规则的
指标和状态等信息，也可以在操作操作区域对规则进行编辑、暂停、删除和模拟测试等操作。如果需要新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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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规则，请单击右侧的新建规则新建规则。

参数 描述 是否必选

名称名称 填写新建的规则名称。 是

描述描述 对新建的规则进行简单描述，便于快速排查定位。 否

指标指标
设置描述规则的维度指标类型，指标类型和阈值需配合
设置。指标类型包括：任务状态、业务延迟、
Failover、脏数据和DDL不支持。

是

阈值阈值

触发报警的阈值需要和指标类型配合设置。

当指标类型为任务状态任务状态 时，设置触发报警规则的最
短时间间隔。

当指标类型为业务延迟业务延迟 时，设置业务延迟大于等于
特定时间后的报警持续时间。

当指标类型为脏数据脏数据 时，设置特定时间段内脏数据
超过多少条才能触发报警。

当指标类型为DDL不支持DDL不支持 时，仅需选择报警级别。

对于非分布式运行的任务，设置特定的时间段
内FailoverFailover超过多少次触发报警；对于分布式运行
的任务，设置指定的时间段内单个子任
务FailoverFailover超过多少次触发报警。

是

报警间隔报警间隔
设置两次报警之间最小时间间隔，默认为5分钟，最短
时间间隔可设置1分钟。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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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INGWARNING

设置WARNING级别报警通知方式，包括邮件邮件 、短信短信 、、
电话电话 、钉钉钉钉 。

说明说明

以邮件方式接收告警：若子账号接收告警
需要由主账号在用户信息中为子账号完善
个人邮箱信息

以短信方式接收告警：若子账号接收告警
需要由主账号在用户信息中为子账号完善
个人手机号信息。

以电话方式接收告警：若子账号接收告警
需要由主账号在用户信息中为子账号完善
个人手机号信息。

以自定义钉钉机器人接收告警：要求是普
通群，且自定义机器人需要添加关键字“
DataWorks”。

否

CRIT ICALCRIT ICAL
设置CRIT ICAL级别报警通知方式，包括邮件邮件 、短信短信 、、
电话电话 、钉钉钉钉 。

否

接收人（非钉钉）接收人（非钉钉） 设置发送报警的联系人。 是

参数 描述 是否必选

任务提交和发布至生产环境后，即可在周期任务列表中对任务进行运维操作。包括自动调度和手动运行周期任
务、查看任务运行详情、暂停任务、下线任务等。本文为您介绍周期任务的运维操作详情。

文档概述文档概述
周期任务是指在调度系统按照调度配置周期性自动调度的任务。您可以在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  > 周期任务周期任务列表查看指定
工作空间下的周期任务。本文为您介绍周期任务的运维操作详情，包括：

创建并发布周期任务

查看周期任务

运行周期任务

暂停调度运行

下线周期任务

还原已下线的任务

管理周期任务

查看周期任务操作记录

创建并发布周期任务创建并发布周期任务
任务需要先通过发布流程发布至生产调度系统后，您才可以在运维中心的周期任务列表中看到该任务。操作详
情请参见：数据开发概述。

3.4. 周期任务运维3.4. 周期任务运维
3.4.1. 周期任务运维概述3.4.1. 周期任务运维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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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对生产环境的任务、资源、函数进行新增、修改、下线等操作均可以通过提交和发布流程来实
现。

任务的变更均需执行发布操作，发布成功后该变更才会在生产环境中生效。发布时可能存在发布
失败、发布流程被阻塞或发布版本不符合预期等情况，因此，建议您在任务发布后，进入运维中运维中
心心 >  > 周期任务周期任务界面进行排查：

通过DAG图查看任务的上下游依赖关系是否正确。

通过节点详情查看生产环境中该任务的参数配置等是否符合预期。

查看周期任务查看周期任务
周期任务列表中为您展示生产环境下调度系统按照调度配置自动定时运行的任务，您可以检查任务代码、调度
参数、调度依赖、节点血缘等是否符合预期。同时，支持您通过列表及DAG图的方式，快速查看任务的详细信
息并执行相关操作。详情请参见：查看并管理周期任务。

说明说明

仅发布至生产环境的任务才可以在运维中心的周期任务列表中看到。若任务配置不符合预期，请
参考创建并发布周期任务进行检查。

当任务展开父节点时没有依赖任何父节点，或者某任务为上游任务但又同时依赖了自己的下游任
务，导致依赖关系成环。这两种类型的任务在自动调度时将不会被调度调起。

运行周期任务运行周期任务
周期任务运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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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Works每晚会根据周期任务自动生成第二天待运行的周期实例，同时支持您手动触发周期任务，分别生
成补数据实例和测试实例。

实例类型 应用场景
与周期任务的关系

（对应实例如何生成）

实例触发方式

（对应实例如何触发
执行）

周期实例
周期性自动化进行ETL操
作。

平台每晚根据某一时间点周期任
务快照信息自动生成第二天待运
行的周期实例。

说明 说明 开发环境运维中
心不会自动调度生成周期实
例。

平台自动触发周期实
例执行。

补数据实例

需要对当前任务及下游任务
执行补过去某一时间段或未
来某段时间的数据的操作，
即需要对历史或未来时间段
的数据进行ETL操作。

人为针对当前周期任务手动触发
补数据操作，并生成补数据实
例。

生成补数据实例的同
时触发补数据实例执
行。

执行测试并查看测试
实例

需要对当前周期任务进行测
试，观察执行结果是否符合
预期。

说明 说明 测试实例
的运行也在真实执行代
码逻辑。

人为针对当前周期任务手动触发
测试操作，并生成测试实例。

生成测试实例的同时
触发测试实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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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不同实例生成方式对自动调度的周期实例的影响：

新建任务时，您可以通过设置实例生成方式来控制任务发布至生产环境后生成实例的时间，即
任务发布至生产环境后什么时候可以在生产运维中心周期实例面板中看到该任务生成的实例，
详情请参见：实例生成方式。

T+1次生成：

23:30之前提交发布的任务，第二天周期实例生效，并自动调度运行。

23:30之后提交发布的任务，第三天周期实例生效，并自动调度运行。

发布后即时生成：

23:30之前提交发布的任务，当天生成周期实例并自动调度。

任务定时运行时间在提交发布时间点10分钟后时，DataWorks会正常生成
实例，该实例会真实跑数据。

任务定时运行时间距离提交发布时间不足10分钟时，DataWorks会生成一
个已完成的实例，实例状态为实时生成的过期实例实时生成的过期实例，过期实例不会真实
跑数据。

23:30之后提交发布的任务，实时转实例功能不生效。需要等到提交发布后的第
三天实例才生效。

已有的实例从T + 1次日生成T + 1次日生成变更为发布后即时生成发布后即时生成，对当天实例的影响：已运行的实例会保
留，未运行的实例将会被替换为实时转出的实例。

任务运行条件和问题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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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任务运行需要满足上游任务运行成功、当前任务定时时间已到、调度资源充足、当前任务未冻结等条
件，详情请参见：调度任务运行的必要条件。

如果任务为未运行状态，建议您先通过DAG面板中的上游分析功能，快速定位阻塞当前任务运行的关键上游
任务，再通过运行诊断功能，诊断关键实例未运行的原因或存在的问题，当任务依赖复杂时，您可以通过该
功能快速定位问题，提升运维效率。

暂停调度运行暂停调度运行

注意 注意 请勿随意操作projectname_root节点，该节点为工作空间根节点。周期任务的实例均依赖于
该节点，如果冻结该节点，周期实例将无法运行。

暂停（冻结）周期任务：如果某任务及其下游任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需要自动调度运行，您可以选择暂
停（冻结）该任务。

Dat aWorks Dat aWorks公共云合集··运维中心

> 文档版本：20220712 179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37930.html#concept-jf4-mzc-r2b/section-se2-k7o-z9o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04411.html#task-2105702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58815.html#task-2489375


冻结操作：

冻结后现象：冻结周期任务后，生成的周期实例会处于冻结状态，并导致依赖该周期实例的下游实例无
法运行。

暂停（冻结）实例：如果周期任务生成的某个实例不需要运行，您可以选择冻结该实例，冻结操作仅在该
实例生效。不影响当天其他实例与周期任务后期生成的实例的运行。如果您要恢复当前实例的运行，可以
选择解冻并重跑该实例，重跑成功后，下游未运行的实例将会自动运行起来。

周期任务置为空跑：如果某任务一段时间内不需要自动调度运行，但不阻塞下游任务运行时，您可以将任
务的调度类型设置为空跑调度空跑调度，空跑状态的周期任务将生成空跑的实例（运行日志为空，无执行时长，不
会实际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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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在数据开发界面将任务的调度类型设置为暂停调度与生成运维中心对周期任务进行暂停操
作效果一致。但在数据开发界面的修改仅在开发环境生效，若要在生产环境生效，需要进行发布操作。
详情请参见：创建并发布周期任务。

说明 说明 冻结解冻周期任务和周期实例的影响请参见：任务冻结与解冻。

下线周期任务下线周期任务
当某任务或业务流程不需要运行时，您可以选择下线该任务或批量下线该业务流程中的任务。操作流程如下：

1. 在数据开发界面删除任务（此操作将会在开发环境下线目标任务）。

2. 在任务发布界面将任务删除操作发布至生产环境（此操作将会在生产环境下线目标任务）。

3. 发布后，在运维中心周期任务界面确认是否已无法搜索到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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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任务执行下线操作时，DataWorks将校验任务在开发环境和生产环境是否存在下游依赖，仅当任务
无下游依赖时才可以被下线，下线操作常见问题请参见：下线节点。

任务下线后，您在周期任务界面将无法找到该任务，但已生成的周期实例不会删除，实例到期
（30天）后会自动删除，不支持人为删除。

批量下线业务流程中的任务，操作详情请参见：批量操作。

还原已下线的任务还原已下线的任务
下线后任务将进入回收站，您可以在回收站还原任务。如果任务需要重新发布，您可以通过上线流程重新上线
该任务，详情请参见：创建并发布周期任务。

说明 说明 还原后的任务配置与原配置一致，但节点ID会重新生成。

管理周期任务管理周期任务
您可以在周期任务列表对任务进行管理操作：

支持修改任务运行时的相关属性：例如，批量修改调度资源组、修改数据集成任务执行资源组、批量冻结
解冻任务等。详情请参见：查看并管理周期任务。

支持针对周期任务设置周期实例调度运行时的状态监控。详情请参见：创建并管理自定义规则。

支持针对周期任务设置周期实例、补数据实例、测试实例运行时产出的表数据质量监控。详情请参见：数
据质量概述。

说明 说明 如果您需要重新定义周期任务的相关属性，可以进入数据开发界面，找到该任务并打开配置窗
口进行配置。详情请参见：配置基础属性。如果要批量对任务进行修改，可以进入批量操作界面进行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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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周期任务操作记录查看周期任务操作记录
支持您通过任务或实例的操作日志操作日志，或者单击左侧导航中的操作历史操作历史查看操作记录。

还支持您在数据开发界面通过版本版本 >  > 对比对比功能，获取版本变更的详细情况。详情请参见：发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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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任务是指调度系统按照调度配置自动定时运行的任务。您可以在周期任务页面通过列表及DAG图的方式，
快速查看任务的详细信息并执行相关操作。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周期任务的创建、发布、运行、暂停调度、下线等任务运维操作说明详情请参见：周期任务运维概述。

DataWorks每晚会根据周期任务自动生成第二天待运行的周期实例，同时支持您手动触发周期任务，分别生
成补数据实例和测试实例，您可以通过生成的实例查看任务的运行详情。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DataWorks专业版及以上版本用户才可以使用DAG图的节点聚合、上游分析、下游分析功能。版本升级详情
请参见版本服务计费说明。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请勿操作project name_rootproject name_root 节点，该节点为工作空间根节点。周期任务的实例均依赖于该节点，如果冻
结该节点，周期任务实例将无法运行。

任务的变更均需执行发布操作，发布成功后该变更才会在生产环境中生效。发布时可能存在发布失败、发
布流程被阻塞或发布版本不符合预期等情况，因此，建议您在任务发布后，进入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  > 周期任务周期任务界面
进行排查：

通过DAG图查看任务的上下游依赖关系是否正确。

通过节点详情查看生产环境中该任务的参数配置等是否符合预期。

进入周期任务页面进入周期任务页面
1. 登录DataWorks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工作空间列表工作空间列表。

3. 选择工作空间所在地域后，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操作操作列的 图标，选择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4. 进入运维中心运维中心后，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周期任务运维周期任务运维 >  > 周期任务周期任务。进入周期任务周期任务页面，查看周期任务
列表或DAG图。

查看周期任务列表查看周期任务列表

3.4.2. 查看并管理周期任务3.4.2. 查看并管理周期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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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任务列表为您展示任务提交到调度系统后的调度任务列表，您可以对任务进行相关的运维操作。

操作 描述

筛选筛选

在上图的模块①区域，您可以通过筛选条件过滤需要查询的任务。

您可以根据节点名称节点名称 、节点ID节点ID、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业务流程业务流程 、节点类型节点类型 、责任人责任人 、RegionRegion、调度资源调度资源
组组 、引擎类型引擎类型 、引擎实例引擎实例 、基线基线 、我的节点我的节点 、今日修改的节点今日修改的节点 、暂停（冻结）节点暂停（冻结）节点 、孤立节孤立节
点点 和过期节点过期节点 等条件进行精确筛选。

说明说明

暂停（冻结）节点：冻结状态的任务不会自动调度，并且会阻塞其下游任务运行。即暂
停（冻结）的周期任务将产生冻结状态的实例，冻结状态的实例将不会调度运行，并且
会阻塞其下游任务运行。

孤立节点：指当前任务没有依赖任何父节点，这类型任务不会自动调度运行，如果该孤
立节点下游依赖较多，则会影响下游任务的运行。详情请参见：孤立节点。

过期节点：不在有效期内的节点将不会生成实例，且不会运行。

任务列表任务列表 在上图的模块②区域，以列表方式为您展示满足过滤条件的周期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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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任务操单个任务操
作作

在上图的模块③区域，您可以对周期任务进行如下操作：

DAG图DAG图 ：DAG图为您展示周期任务的上下游依赖关系，您可以在DAG图中对任务进行相关操作。详
情请参见：查看周期任务DAG图。

测试测试 ：用于测试周期任务的运行是否符合预期，执行测试操作后，将产生测试实例，您可以通过测测
试实例试实例 页面查看此次测试任务的运行情况，详情请参见执行测试并查看测试实例。

说明 说明 测试会真实跑数据，请谨慎操作。

补数据补数据 ：用于对周期任务执行补历史数据或未来时间段数据的操作，执行补数据操作后将产生补数
据实例，您可以通过补数据实例补数据实例 页面查看此次补数据任务的运行情况，详情请参见执行补数据并查
看补数据实例。

更多更多 ：

暂停（冻结）暂停（冻结） ：当任务及其下游任务一段时间内不需要运行时，您可以选择暂停（冻结）任
务。

说明 说明 请勿操作projectname_root节点，该节点为工作空间根节点。周期任务的实
例均依赖于该节点，如果冻结该节点，周期任务实例将无法运行。

恢复（解冻）恢复（解冻） ：用于恢复冻结状态的周期任务。

查看实例查看实例 ：单击后将跳转至当前任务生成的周期实例周期实例 页面。

添加报警添加报警 ：用于自定义报警规则，帮助您监控周期任务每日的运行状态。配置完成后，您可以
在智能监控智能监控  >   >  规则管理规则管理 页面查看此次添加的监控规则。详情请参见：自定义规则。

修改责任人修改责任人 ：用于修改当前任务的责任人。

添加到基线添加到基线 ：用于将当前任务添加至基线上，基线使用详情请参见：智能基线概述。

修改调度资源组修改调度资源组 ：用于修改调度任务运行所使用的调度资源组。

配置质量监控配置质量监控 ：用于为当前任务配置质量监控规则，当任务运行时可以对数据进行校验。详情
请参见：数据质量概述。

查看血缘查看血缘 ：用于查看当前任务的血缘信息。

单击查看节点详情查看节点详情 ，用于查看任务的基本属性，相关参数介绍详情请参见：查看节点详情。

批量操作批量操作
在上图的模块④区域，您可以批量选择任务，进行修改责任人修改责任人 、修改调度资源组修改调度资源组 、修改数据集成资修改数据集成资
源组源组 、暂停（冻结）暂停（冻结） 、恢复（解冻）恢复（解冻） 、添加报警添加报警 、添加到基线添加到基线 和下线节点下线节点 等操作。

每页条数展每页条数展
示示

在上图的模块⑤区域，您可以修改每页展示的条数，最大支持每页展示200条。

操作 描述

查看周期任务DAG图查看周期任务DAG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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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表模式下单击周期任务名称或操作栏中的DAG图DAG图，即可打开该任务的DAG图，DAG图默认展示当前任务
的一层父节点和一层子节点，您可以通过DAG图面板的菜单栏查看更多的上下游依赖，同时支持您右键单击任
务进行相关操作。

功能 描述

DAG面板功能

在上图的模块①区域，支持您对DAG图进行节点聚合节点聚合 、下游分析下游分析 、调整DAG图显示调整DAG图显示
样式样式 的操作。详情请参见：DAG图功能介绍。

节点聚合节点聚合 ：支持您按任务状态、所属工作空间、责任人、优先级等维度进行任务
聚合。

下游分析下游分析 ：当周期任务的数量或层级过多时，您可以进行下游分析功能，统计当
前任务影响的下游任务数。

调整DAG图显示样式调整DAG图显示样式 ：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单击右上角的功能图标，调整DAG
图的显示样式。

单个任务操作

在上图的模块②区域，您可以对目标任务执行相关操作。

展开父节点展开父节点 ：支持按照层级展开当前任务的上游任务，最多支持展开6级。您可以
通过该功能知道哪些任务将影响当前任务的数据产出。

展开子节点展开子节点 ：支持按照层级展开当前任务的下游任务，最多支持展开6级。您可以
通过该功能知道当前任务将影响哪些任务的数据产出。

查看代码查看代码 ：用于确认生产环境当前任务的代码详情。若不符合预期，请确认当前
任务的最新版本是否已经发布成功。生产任务上线请参见：发布任务。

编辑节点编辑节点 ：单击后即可跳转至数据开发页面打开当前任务。

说明 说明 其他操作请参考查看周期任务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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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任务详情
在上图的模块5区域。您可以查看任务属性，并可以单击展开详情展开详情 查看当前任务的详
细属性、上下文参数、操作日志、代码等信息，详情请参见：查看节点详情。

功能 描述

查看节点详情查看节点详情
支持您查看生产环境中周期任务的属性（调度参数、所使用的资源组等）及代码是否符合预期。

功能 描述

属性属性

您可以查看任务在生产环境的调度属性。界面参数详情请参见：调度配置。

说明 说明 当数据开发界面与生成运维中心周期任务界面的参数配置不一致
时，建议您优先确认任务变更后，是否发布成功。

上下文上下文
为您展示当前任务的输入参数和输出参数，上下文功能相关介绍详情请参见：配置节
点上下文。

操作日志操作日志 用于查看任务的操作记录，包括：操作时间、操作人、具体操作等。

代码代码
用于查看生产环境当前任务的最新代码。当代码不符合预期时，请确认任务的最新版
本是否已经发布成功。详情请参见：发布任务。

周期实例是周期任务达到启用调度所配置的周期性运行时间时，被自动调度的实例快照。您可以通过列表及
DAG图的方式，快速查看实例的详细信息并执行相关操作。

3.4.3. 查看周期实例3.4.3. 查看周期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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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DataWorks专业版及以上版本用户才可以使用运行诊断运行诊断功能，目前支持您免费体验，但建议升级至专业
版以获取更多产品能力。详情请参见智能诊断。

仅DataWorks专业版及以上版本用户才可以使用DAG图的节点聚合、上游分析、下游分析功能。详情请参
见版本服务计费说明。

部分功能仅支持有运维权限的用户进行操作，如果功能入口置灰或者没有功能入口，请单击右上角工作空工作空
间管理间管理 >  > 成员管理成员管理，进入成员管理页面检查目标用户是否有运维权限。详情请参见：角色及成员管理：空
间级。

不支持手动删除周期实例，实例在过期后（30天左右）平台将自动删除。如果任务不需要再运行，可以选
择冻结实例。

公共调度资源组实例保留一个月（30天）、日志保留一周（7天）。

独享调度资源组任务实例、日志保留一个月（30天）。

完成状态的实例日志大于3M时，每天会定时进行清理。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周期任务定时生成周期实例，实例会按最新的代码运行任务。如果您的任务在实例生成后修改了代码并重
新提交发布，则未运行的实例会拉取最新的代码运行任务。

如果您需要监控任务的执行情况，需要先对该任务设置相应的监控规则，详情请参见：智能监控概述。对
于配置了监控报警的任务，如果运行失败但您未收到报警信息，请检查是否已在报警联系人页面配置了您
的手机号码与邮箱地址，详情请参见：报警信息。

首次生成周期实例的时间与您选择的实例生成方式有关，实例生成方式包括T + 1次日生成T + 1次日生成和发布后即时生发布后即时生
成成，详情请参见：实例生成方式。

说明 说明 手动重跑任务不会触发自定义规则报警。

任务运行与问题定位任务运行与问题定位
调度任务运行需要满足上游任务运行成功、当前任务定时时间已到、调度资源充足、当前任务未冻结等条件，
详情请参见：任务运行条件。

如果任务为未运行状态，建议您先通过DAG面板中的上游分析功能，快速定位阻塞当前任务运行的关键上游任
务，再通过运行诊断功能，诊断关键实例未运行的原因或存在的问题，当任务依赖复杂时，您可以通过该功能
快速定位问题，提升运维效率。

查看周期实例列表查看周期实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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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描述

筛选筛选

在上图的模块1区域，您可以通过筛选条件过滤出需要查询的实例。

说明说明

默认筛选的业务日期是当前时间的前一天。

支持通过实例ID进行过滤，节点ID与实例ID的关系如下：

查看某小时或分钟任务当天产生的小时或分钟调度的实例，您可基于节点ID进行
过滤。

查看某小时或分钟任务当天指定的小时或分钟实例，您可通过实例ID进行精准过
滤。

对于配置了监控报警的实例，您可以勾选过去24h产生告警的节点过去24h产生告警的节点 ，过滤当前时间点24
小时内产生了报警的实例列表。过去24小时内产生过报警的实例，可通过单击该实例
DAG图中的告警图标查看报警详情。DAG图查看实例报警详情请参见：智能监控概述。

任务列表任务列表 在上图的模块2区域，以列表方式展示满足过滤条件的周期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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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操作

在上图的模块3区域，您可以对任务进行相关操作：

DAG图DAG图 ：DAG图为您展示周期实例的上下游依赖关系，您可以在DAG图中进行相关操作。详情请参
见：DAG图功能介绍。

去诊断（运行诊断）去诊断（运行诊断） ：用于对任务进行全链路分析，当任务运行不符合预期时，您可以使用该功
能定位问题。详情请参见智能诊断。

重跑重跑 ：用于对运行成功或运行失败的任务进行重跑操作，当任务执行成功后可以触发下游未运行状
态任务的调度。常用于处理出错节点和漏跑节点。

说明 说明 仅支持重跑成功成功 和失败失败 状态的任务。

更多更多 ：

重跑下游重跑下游 ：用于对运行成功或运行失败的任务进行重跑下游节点的操作，您可以自行选择需要
重跑的下游任务，任务执行成功后可以触发下游未运行状态任务的调度。常用于处理数据修复。

说明 说明 仅支持重跑成功成功 和失败失败 状态的任务，如果勾选了其它状态的任务，页面会提
示已选节点中包含不符合运行条件的节点已选节点中包含不符合运行条件的节点 ，并禁止提交运行。

置成功置成功 ：用于将运行失败的任务设置为成功状态。当任务执行失败，但希望该任务不阻塞下游
任务的运行时，可以使用此功能。常用于处理出错节点。

终止运行终止运行 ：用于终止不需要运行的任务，任务终止运行后，将失败退出。

说明 说明 仅支持对状态为等待时间等待时间 、等待资源等待资源 和运行中运行中 的实例进行终止运行操作。

暂停（冻结）暂停（冻结） ：当前实例及其下游实例都不需要执行的时候，可选择使用此功能。周期实例中
的冻结只针对当前实例，且正在运行中的实例。冻结的周期实例不自动调度运行（不会真实跑数
据），并且会阻塞它的下游节点执行（下游任务都不会自动调度）。

说明 说明 请勿操作projectname_root节点，该节点为工作空间根节点。周期任务的实
例均依赖于该节点，如果冻结该节点，周期任务实例将无法运行。

恢复（解冻）恢复（解冻） ：用于将冻结状态的实例解冻。

如果该实例还未运行，则上游任务运行完毕后，会自动运行。

如果上游任务都运行完毕，则该任务会直接被置为失败，需要手动重跑后，实例才会正常运
行。

说明 说明 解冻操作仅作用于该实例，如果您周期任务仍是冻结状态， 那么第二天生成的
实例仍会是冻结状态。

查看血缘查看血缘 ：查看当前实例的血缘信息。

查看节点详情查看节点详情 ：查看当前实例的基本信息。

查看运行日志查看运行日志 ：查看当前实例的运行日志。

批量操作批量操作
在上图的模块4区域，您可以批量选择任务，进行终止运行终止运行 、重跑重跑 、置成功置成功 、暂停（冻结）暂停（冻结） 和恢复恢复
（解冻）（解冻） 等操作。

每页条数展每页条数展
示示

在上图的模块5区域，您可以修改每页展示的条数，最大支持每页展示200条。

操作 描述

Dat aWorks Dat aWorks公共云合集··运维中心

> 文档版本：20220712 191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04411.html#task-2105702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58815.html#task-2489375


查看周期实例DAG查看周期实例DAG

功能 描述

DAG面板功能

单击相应任务后的DAG图DAG图 ，打开该任务的DAG图。您可以在DAG图中进行如下操作：

节点聚合节点聚合 ：当周期实例任务的节点数量或层级过多时，您可以按照任务状态、工
作空间、责任人、优先级等维度进行节点任务聚合，查看指定目标维度的节点数
量。方便您了解各个维度节点任务的数量，合理分配并执行节点任务。

上游分析上游分析 ：周期任务通常存在上下游依赖关系，如果目标节点长时间未运行，则
您可以对其进行上游节点分析，在DAG图中查看阻塞当前节点运行的上游节点，快
速定位并及时处理相关运行报错，提升任务的执行效率。

下游分析下游分析 ：当周期任务的节点数量或层级过多时，您可以进行下游节点分析，通
过任务状态、工作空间、责任人、优先级等维度进行筛选，统计不同层级目标维
度的节点数量，或统计所有层级目标维度的节点总数量。

选择DAG图的显示样式选择DAG图的显示样式 ：在上图模块3区域，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单击DAG图
所在界面右上角的功能图标，调整DAG图的显示样式。从左至右依次为：开启/关开启/关
闭告警状态闭告警状态 、刷新节点状态刷新节点状态 、成组或拆分组成组或拆分组 、放大DAG画布放大DAG画布 、缩小DAG画缩小DAG画
布布 、当前画布中各节点与画布按照1：1比例布局当前画布中各节点与画布按照1：1比例布局 、根据当前窗口大小自动适根据当前窗口大小自动适
配布局配布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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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实例操作

您可以右键单击目标节点，执行相关操作。

展开父节点展开父节点 ：用于查看当前节点的上游任务，可通过该功能知道哪些节点将影响
当前节点的数据产出。支持按照层级展开父节点，最多支持一次展开6级。

展开子节点展开子节点 ：用于查看当前节点的下游任务，可通过该功能知道哪当前节点将哪
影响哪些节点的数据产出。支持按照层级展开子节点，最多支持一次展开6级。

查看代码查看代码 ：用于确认生产环境当前节点的代码。若不符合预期，请确认节点最新
版本是否已经发布成功。

编辑节点编辑节点 ：单击后即可跳转至数据开发页面打开当前节点。

续跑续跑 ：用于续跑失败状态的任务，续跑将从任务执行失败的位置继续运行，即当
任务中存在多段sql的情况下，续跑可从具体失败的sql处重新运行该任务。

说明说明

仅MaxCompute的SQL任务支持此操作。

2021年1月之后购买的独享调度资源组请提工单联系我们升级。

紧急操作紧急操作 ：紧急操作只对当前节点本次有效。

去除依赖去除依赖 ：用于对指定任务进行紧急去依赖的操作，可通过该功能解除当前节
点的依赖关系。常用于上游失败并与此实例没有数据关系时，紧急去除任务的
上游依赖，使当前任务运行起来。

说明 说明 需要根据任务代码、任务血缘确认该操作是否会对数据造成影
响。

强制重跑强制重跑 ：可用于强制重跑当前节点，支持对运行成功、运行失败、未运行的
周期实例进行此操作，常用语数据修复。

强制重跑下游强制重跑下游 ：可用于重刷业务日期昨天和前天的数据，仅支持对运行成功、
运行失败的周期实例进行此操作，常用于数据修复。

说明 说明 仅工作空间管理员、租户管理员、阿里云主账号可以发起强制
重跑下游的操作。

说明 说明 其他操作请参考查看周期实例列表。

单个实例详情

在上图的模块5区域。您可以进行如下操作：

查看日志查看日志 ：用于查看任务详细执行过程。

展开详情展开详情 ：用于查看当前任务属性、上下文参数、运行日志、操作日志、代码
等。详情请参见：查看实例详情。

功能 描述

查看实例详情查看实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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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描述

属性属性

您可以在此页签查看任务在生产环境的调度属性。界面参数详情请参见：调度配置。

说明说明

节点ID和实例ID的关系：

对于小时或分钟调度的节点任务，您可基于节点ID定位该节点当天生成
的所有小时或分钟实例，若要定位到某个具体的小时或分钟实例，您可
通过实例ID进行精准定位。

任务状态解读：任务状态与任务运行有关，若任务处于未运行、等待时
间、等待资源、冻结等状态时，您可以通过运行诊断运行诊断 来快速定位问题。

等待资源耗时：当任务出现长时间等待资源的情况，您可以使用运行诊运行诊
断断 功能定位当前任务运行时，哪些任务在占用资源，快速找到异常任务
进行排查。

运行时长过长：当任务运行时间与历史运行情况相比明显变长，您可参
考以下场景进行处理。

非同步任务：可咨询对应引擎负责人。

离线同步任务：可能任务某个阶段执行较慢或处于长时间等待
资源状态。详情请参见：如何排查离线同步任务运行时间长的
问题？。

上下文上下文 为您展示当前任务的所有输入参数和输出参数，详情请参见：配置节点上下文。

运行日志运行日志 用于查看任务详细执行过程。

操作日志操作日志 用于查看任务或实例的操作记录（时间、操作人、具体操作）。

代码代码
用于查看生产环境当前任务的最新代码。若不符合预期，请确认任务最新版本是否已
经发布成功。详情请参见：发布任务。

常见问题常见问题
实例异常排查

运维中心周期任务没有找到该任务

有周期任务，但是周期实例一个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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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周期任务，有其他周期实例，但是这个任务没有产生周期实例

有周期任务，有周期实例但未运行

任务运行必须满足的条件有哪些？

任务未运行排查

任务运行条件

任务到定时时间，为什么还没运行？

DataWorks的补数据功能用于在指定日期范围内运行周期任务，支持补当前节点及其下游节点，您可以在补数
据实例页面查看实例的运行状态，以及对补数据实例进行终止、重跑和解冻等操作。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对周期
任务进行补数据，并管理补数据实例。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周期任务开发完成并提交发布后，任务会按照调度配置定时运行。如果您希望在指定时间段运行周期任务，可
以使用补数据功能。DataWorks周期任务的补数据操作，支持补当前节点及其下游节点，详情请参见补数据，
其支持的补数据模式如下：

当前节点当前节点：用于对当前节点进行补数据操作。

当前节点及下游节点当前节点及下游节点：用于对当前节点及下游节点进行批量补数据操作，通常在当前节点的下游节点数量
较少时使用该功能，支持指定部分下游节点。

海量节点模式海量节点模式：用于对当前节点及下游节点进行批量补数据操作，通常在当前节点的下游节点数量较多时
使用该功能，支持按照项目筛选下游节点。同时，支持节点白名单和黑名单，选中或过滤目标节点。

高级模式高级模式：用于灵活选择一批节点进行批量补数据操作，节点之间可以不存在依赖关系。您可以在DAG图
上使用可视化方式添加节点，也可以在任务列表中添加节点。

您可以在当前周期任务的DAG图中，结合DAG的聚合功能，按照工作空间、所属责任人或优先级等维度将
节点划分为组，直接勾选该节点组，快速添加目标类别的节点为补数据节点。实例的DAG图，详情请参
见DAG图功能介绍。

您可以在周期任务界面，通过目标条件进行筛选过滤，在左侧任务列表中，勾选符合条件的节点为需要
补数据的节点。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华南1（深圳）、中东东部 1（迪拜）地域支持周期任务使用高级模式进行补数据。

不支持手动删除补数据实例，实例在过期后（30天左右）平台将自动删除。如果任务不需要再运行，可以
选择冻结实例。

公共调度资源组实例保留一个月（30天）、日志保留一周（7天）。

独享调度资源组任务实例、日志保留一个月（30天）。

完成状态的实例日志大于3M时，每天会定时进行清理。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当补一个区间的数据时，在启动补数据的第一天存在一个运行失败的实例，则当天的补数据实例会被置为
失败状态，第二天的实例也不会启动运行（只有当天的全部任务实例都成功，第二天的任务实例才会开始
运行）。

小时或分钟任务补某一天数据时，当天所有实例是否并发执行与任务是否设置自依赖有关，自依赖的任务
执行补数据时，如果补数据任务中第一个实例前一天的周期实例没有运行，则该补数据任务也无法触发运
行。如果补数据任务的第一个实例前一天没有周期实例，则补数据实例会直接触发运行。

3.4.4. 执行补数据并查看补数据实例3.4.4. 执行补数据并查看补数据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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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周期实例和补数据实例均启动运行，为了保证周期实例的正常运行，您需要终止补数据实例的运行。

补数据实例过多或并行数过高可能导致周期调度的资源紧张，请您根据需求合理配置。

为避免补数据实例占用过多的资源而影响周期实例的运行，平台对补数据实例制定以下规则：

如果补数据选择业务日期为昨天（T-1），即补当天数据时，补数据任务优先级由任务所在基线优先级决
定。

如果补数据选择业务日期为历史业务日期（T-2）时，补数据任务将按照以下规则对任务进行降级处理：

7级、8级任务优先级降成3级。

5级、3级任务优先级降为2级。

1级任务优先级保持不变。

补数据补数据
1. 进入数据开发数据开发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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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工作空间所在地域后，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进入数据开发进入数据开发。

2. 

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周期任务运维周期任务运维 >  > 周期任务周期任务，进入周期任务周期任务页面。

4. 目标节点补数据。

i. 单击周期任务列表中的目标任务，打开该任务的DAG图。

您也可以单击 图标展开周期任务列表，单击目标任务操作列操作列的DAG图DAG图，打开该任务的DAG图。

ii. 右键单击目标节点，鼠标悬停至补数据补数据，选择相应的补数据模式，配置补数据的相关参数。

说明 说明 您也可以在周期任务周期任务页面，单击 图标展开周期任务列表，单击目标任务操作列操作列的补数补数

据据，选择相应的补数据模式，对该周期任务进行补数据。

补数据的模式及参数配置如下：

使用当前节点当前节点模式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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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配置如下。

参数 描述

补数据名称补数据名称 系统会自动生成补数据名称，您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修改。

当前任务当前任务 当前选中的任务。

业务日期业务日期

选择执行补数据任务的业务日期，业务日期精确到天。

如果您需要对该任务的多个不连续的时间段进行补数据，则可以单击添加添加 ，配置多个时间
段。

当配置的业务日期业务日期 晚于当前日期，则您可以选择立即运行定时时间大于此刻的补数据实立即运行定时时间大于此刻的补数据实
例例 ，后续当实际时间大于配置的业务日期业务日期 时间，系统会立即运行该补数据实例。

例如，当前日期为  2021-08-24 ，业务日期为  2021-09-17 ，则等实际日期为  2021
-09-18 （立即大于业务日期）时，该补数据实例会立即启动运行。

说明 说明 建议补数据的时间不要太长，以免出现任务需要等待资源的情况。

是否并行是否并行

您可以通过选择是否并行，控制同时生成多少个补数据实例来进行补数据，具体如下：

不并行：按照业务日期顺序串行执行，前一个补数据实例运行结束后下个补数据实例才会运
行。

并行：根据您配置的并行数并行数 ，按照业务日期将补数据实例拆分成若干组并行执行。同一时刻
有多个不同业务日期的补数据实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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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行数并行数

用于配置当前补数据任务生成的补数据实例个数，当进行补数据时，所有补数据实例并行执
行。

说明 说明 当是否并行是否并行 参数选择并行时，需要配置当前参数。

并行数取值最小为2组，最大为10组。多个实例并行执行的情况如下：

如果业务日期的跨度时间少于配置的并行组数，则并行执行。例如业务日期是1月11日~1月
13日，并行数并行数 配置为4组，则只会生成三个补数据实例（每个补数据实例对应一个业务日
期），三个实例同时并发执行。

如果业务日期的跨度大于选择的并行组数，则系统会结合配置的业务日期顺序顺序 兼有串行和并
行。例如业务日期是1月11日~1月13日，并行数并行数 配置为2组，则会生成两个补数据实例（其
中一个补数据实例会有两个业务日期，这两个业务日期对应的任务串行执行），两个补数据
实例并行执行。

顺序顺序 您可以选择按照业务日期正序业务日期正序 或业务日期倒序业务日期倒序 进行补数据。

参数 描述

使用当前节点及下游节点当前节点及下游节点模式补数据。

参数配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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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补数据名称补数据名称 系统会自动生成补数据名称，您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修改。

业务日期业务日期

选择执行补数据任务的业务日期，业务日期精确到天。

如果您需要对该任务的多个不连续的时间段进行补数据，则可以单击添加添加 ，配置多个时间
段。

当配置的业务日期业务日期 晚于当前日期，则您可以选择立即运行定时时间大于此刻的补数据实立即运行定时时间大于此刻的补数据实
例例 ，后续当实际时间大于配置的业务日期业务日期 时间，系统会立即运行该补数据实例。

例如，当前日期为  2021-08-24 ，业务日期为  2021-09-17 ，则等实际日期为  2021
-09-18 （立即大于业务日期）时，该补数据实例会立即启动运行。

说明 说明 建议补数据的时间不要太长，以免出现任务需要等待资源的情况。

是否并行是否并行

您可以通过选择是否并行，控制同时生成多少个补数据实例来进行补数据，具体如下：

不并行：按照业务日期顺序串行执行，前一个补数据实例运行结束后下个补数据实例才会运
行。

并行：根据您配置的并行数并行数 ，按照业务日期将补数据实例拆分成若干组并行执行。同一时刻
有多个不同业务日期的补数据实例运行。

并行数并行数

并行数取值最小为2组，最大为10组。多个实例并行执行的情况如下：

如果业务日期的跨度时间少于配置的并行组数，则并行执行。例如业务日期是1月11日~1月
13日，并行数并行数 配置为4组，则只会生成三个补数据实例（每个补数据实例对应一个业务日
期），三个实例同时并发执行。

如果业务日期的跨度大于选择的并行组数，则系统会结合配置的业务日期顺序顺序 兼有串行和并
行。例如业务日期是1月11日~1月13日，并行数并行数 配置为2组，则会生成两个补数据实例（其
中一个补数据实例会有两个业务日期，这两个业务日期对应的任务串行执行），两个补数据
实例并行执行。

顺序顺序 您可以选择按照业务日期正序业务日期正序 或业务日期倒序业务日期倒序 进行补数据。

选择需要补选择需要补
数据的节点数据的节点

您可以根据任务名称任务名称 、层级层级 等条件进行筛选过滤，选择需要补数据的目标节点。

说明说明

通过任务名称任务名称 进行搜索时支持模糊匹配，即输入关键字，即可显示所有名称中包
含关键字的节点。

选择需要补数据的节点选择需要补数据的节点 区域为您展示的是当前节点及其包含的所有下游节点（包
含下游节点的子节点），您可以选择当前节点及其下游节点的部分或全部节点任
务（包含当前节点）进行补数据。

使用海量节点模式海量节点模式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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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配置如下。

参数 描述

补数据名称补数据名称 系统会自动生成补数据名称，您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修改。

业务日期业务日期

选择执行补数据任务的业务日期，业务日期精确到天。

如果您需要对该任务的多个不连续的时间段进行补数据，则可以单击添加添加 ，配置多个时间
段。

当配置的业务日期业务日期 晚于当前日期，则您可以选择立即运行定时时间大于此刻的补数据实立即运行定时时间大于此刻的补数据实
例例 ，后续当实际时间大于配置的业务日期业务日期 时间，系统会立即运行该补数据实例。

例如，当前日期为  2021-08-24 ，业务日期为  2021-09-17 ，则等实际日期为  2021
-09-18 （立即大于业务日期）时，该补数据实例会立即启动运行。

说明 说明 建议补数据的时间不要太长，以免出现任务需要等待资源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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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顺序 您可以选择按照业务日期正序业务日期正序 或业务日期倒序业务日期倒序 进行补数据。

按工作空间按工作空间
选择需要补选择需要补
数据的节点数据的节点

您可以根据业务需求，在您的所有项目您的所有项目 区域，选择目标工作空间，将其添加至补数据的项补数据的项
目目 区域，为目标工作空间中所选节点进行补数据。

说明说明

筛选DataWorks工作空间支持模糊匹配，即输入关键字，即可显示所有名称中包
含关键字的工作空间。

您只能选择当前所在地域中的DataWorks工作空间进行补数据操作。

您可以为该补数据任务配置节点白名单或黑名单，选中或过滤无需执行补数据的
节点。

您可以选择该补数据任务是否包含当前节点包含当前节点 ，取值如下：

如果勾选包含当前节点包含当前节点 ，则补的是当前节点及下游节点的数据。

如果未勾选包含当前节点包含当前节点 ，则当前节点会空跑，补的是当前节点下游节
点的数据。

节点白名单节点白名单

除选中的DataWorks工作空间中包含的节点外，仍需要进行补数据的节点。

说明 说明 目前仅支持通过节点ID搜索目标节点。

节点黑名单节点黑名单

选中的DataWorks工作空间中不需要进行补数据的节点。

说明 说明 目前仅支持通过节点ID搜索目标节点。

参数 描述

使用高级模式高级模式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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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级模式中，您可以使用DAG图的聚合功能及节点的类型、责任人等过滤条件，批量为节点之间不存
在依赖关系的多个节点进行补数据。

高级模式补数据步骤如下：

a. 选择需要补数据的节点。

在当前周期任务的DAG图中，您可以结合DAG图的聚合功能（区域1），按照不聚合不聚合、按所属工按所属工
作空间聚合作空间聚合、按责任人聚合按责任人聚合或按优先级聚合按优先级聚合等维度将节点划分为组，直接勾选该节点组（区
域2），快速添加目标类别的节点为补数据节点。DAG图的聚合功能，详情请参见DAG图功能介
绍。

您也可以在周期任务界面，通过节点名称节点名称、节点类型节点类型、责任人责任人、调度资源组调度资源组等筛选条件进行
过滤（区域3），在左侧任务列表中，勾选符合条件的周期任务为需要补数据的节点（区域
4），单击下方的添加添加，将目标周期任务添加至补数据任务中。

说明 说明 该方式是将整个目标周期任务添加至补数据任务中，因此系统会对该周期任务
中的所有节点进行补数据。如果您希望对周期任务中的部分节点进行补数据，则可以单击目
标周期任务的名称，进入DAG图界面，选择需要进行补数据的节点。

b. 查看补数据节点。

补数据节点添加完成后，您可以在区域5的补数据补数据面板，查看已选择的节点。同时，您还可以执行
如下管理操作：

单击目标节点后的 图标，跳转至该节点的DAG图界面，您可以重新勾选该DAG图中需要补数据

的节点。

单击目标节点后的 图标，在当前补数据任务中删除该节点。

c. 在区域5的补数据补数据面板，单击去配置去配置，配置补数据任务的相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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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配置如下。

参数 描述

补数据名称补数据名称 系统会自动生成补数据名称，您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修改。

已选任务数已选任务数 当前补数据任务中包含的节点个数。您可以单击修改修改 ，修改当前补数据任务包含的节点。

业务日期业务日期

选择执行补数据任务的业务日期，业务日期精确到天。

如果您需要对该任务的多个不连续的时间段进行补数据，则可以单击添加添加 ，配置多个时
间段。

当配置的业务日期业务日期 晚于当前日期，则您可以选择立即运行定时时间大于此刻的补数据立即运行定时时间大于此刻的补数据
实例实例 ，后续当实际时间大于配置的业务日期业务日期 时间，系统会立即运行该补数据实例。

例如，当前日期为  2021-08-24 ，业务日期为  2021-09-17 ，则等实际日期为  
2021-09-18 （立即大于业务日期）时，该补数据实例会立即启动运行。

说明 说明 建议补数据的时间不要太长，以免出现任务需要等待资源的情况。

是否并行是否并行

您可以通过选择是否并行，控制同时生成多少个补数据实例来进行补数据，具体如下：

不并行：按照业务日期顺序串行执行，前一个补数据实例运行结束后下个补数据实例才
会运行。

并行：根据您配置的并行数并行数 ，按照业务日期将补数据实例拆分成若干组并行执行。同一
时刻有多个不同业务日期的补数据实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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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行数并行数

并行数取值最小为2组，最大为10组。多个实例并行执行的情况如下：

如果业务日期的跨度时间少于配置的并行组数，则并行执行。例如业务日期是1月11日
~1月13日，并行数并行数 配置为4组，则只会生成三个补数据实例（每个补数据实例对应一个
业务日期），三个实例同时并发执行。

如果业务日期的跨度大于选择的并行组数，则系统会结合配置的业务日期顺序顺序 兼有串行
和并行。例如业务日期是1月11日~1月13日，并行数并行数 配置为2组，则会生成两个补数据
实例（其中一个补数据实例会有两个业务日期，这两个业务日期对应的任务串行执
行），两个补数据实例并行执行。

顺序顺序 您可以选择按照业务日期正序业务日期正序 或业务日期倒序业务日期倒序 进行补数据。

参数 描述

5. 单击确定确定，启动补数据。

管理补数据实例管理补数据实例
补数据任务启动后，会生成相应的补数据实例，您可以在运维中心运维中心页面，单击左侧导航栏的周期任务运维周期任务运维 > >
补数据实例补数据实例，查看补数据实例的基本信息及运行详情，并进行终止运行、重跑等管理操作。进入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详情请参见进入运维中心。

区域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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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该区域，您可以通过筛选条件过滤出需要查询的实例。

您可以根据节点名称节点名称 、节点ID节点ID、补数据名称补数据名称 、创建人创建人 、创建日期创建日期 、运行状态运行状态 、业务日期业务日期 、我的节点我的节点 、我我
发起的发起的 等条件进行精确筛选。

说明说明

在该区域，您需要单击展开搜索展开搜索 ，才会显示节点类型节点类型 调度资源组调度资源组 引擎实例引擎实例 等更多的筛选条
件。

节点名称节点名称 支持模糊匹配，即输入关键字，即可显示所有名称中包含关键字的节点。

2

在该区域，您可以查看补数据实例的相关信息，包括：

任务名称任务名称 ：为您展示补数据实例的名称。单击实例名称前的 图标，即可显示该实例的运行日期，实例

包含的节点及节点的运行信息（即区域3）。

检查状态检查状态 ：当前补数据实例的检查状态。

运行状态运行状态 ：包括运行中、未运行、等待资源、异常、停止五种状态。

创建人创建人 ：创建补数据实例的阿里云账号。

创建日期创建日期 ：创建补数据实例的日期。

节点个数节点个数 ：补数据实例包含的节点数量。

业务日期业务日期 ：运行补数据实例的日期。

在该区域，您还可以对补数据实例执行如下操作：

批量终止批量终止 ：您可以选择批量终止补数据实例中运行状态为等待运行和运行中的实例，执行此操作后，对
应实例将被置为失败状态。

说明说明

不支持手动删除补数据实例，实例在过期后（30天左右）平台将自动删除。如果任务不需要
再运行，可以选择冻结实例。

DataWorks当前不支持对状态为未运行、运行成功或运行失败的实例执行终止运行操作。

批量重跑批量重跑 ：批量重新运行补数据实例。

说明 说明 DataWorks当前仅支持批量重跑状态为运行失败的补数据实例。

复用复用 ：您可以选择复用某次补数据操作的节点集，方便您快速选定需要进行补数据的节点。

说明 说明 使用海量节点模式海量节点模式 补数据生成的实例，不支持复用。

区域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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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该区域，您可以查看补数据实例所包含节点的相关信息，包括：

名称名称 ：为您展示补数据实例所包含节点的名称。单击节点名称，即可进入节点的详情页面。

责任人责任人 ：节点任务所在的工作空间责任人。

定时时间定时时间 ：节点任务设置的定时运行时间。

开始运行时间开始运行时间 ：节点任务运行的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结束时间 ：节点任务运行的结束时间。

运行时长运行时长 ：节点任务运行的时长。

在该区域，您还可以对节点任务执行如下操作：

终止运行终止运行 ：终止运行状态为等待运行和运行中的节点，执行此操作后，该节点将被置为失败状态。

说明 说明 DataWorks当前不支持对状态为未运行、运行成功或运行失败的节点执行终止运行操
作。

重跑重跑 ：重新运行目标节点任务。

说明 说明 仅支持重跑状态为运行成功和运行失败的节点。

更多更多  >   >  重跑下游重跑下游 ：重新运行目标节点任务的下游节点。

更多更多  >   >  置成功置成功 ：将该节点任务的状态置为成功。

更多更多  >   >  暂停（冻结）暂停（冻结） ：将当前节点置为暂停（冻结）状态，并停止调度。

更多更多  >   >  恢复（解冻）恢复（解冻） ：将暂停（冻结）的节点恢复调度。

更多更多  >   >  查看血缘查看血缘 ：查看节点的血缘关系图。

4
您可以在区域3勾选多个目标节点任务，在本区域（区域4）单击终止运行终止运行 或重跑重跑 ，即可批量终止运行或重
新运行所选的节点任务。

区域 描述

实例状态说明实例状态说明

序号 状态类型 状态标识

1 运行成功状态

2 未运行状态

3 运行失败状态

4 正在运行状态

5 等待状态

6 冻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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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实例是对周期任务进行测试时产生的实例，您可以在测试实例界面，通过列表及DAG图的方式快速查看实
例的详细信息。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您可以通过对周期任务执行测试操作，以验证当前周期任务在生产环境的调度运行是否符合预期。测试操作将
产生测试实例，您可以在测试实例界面查看实例运行情况。

对周期任务执行测试操作详情请参见：查看并管理周期任务。

通过列表模式查看测试实例执行详情请参见：查看测试实例列表。

通过DAG图查看测试实例执行详情请参见：测试实例DAG图。

说明 说明 测试实例的运行会真实执行代码逻辑，请谨慎操作。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功能使用限制：

仅DataWorks专业版及以上版本用户才可以使用运行诊断运行诊断功能，目前支持您免费体验，但建议升级至专
业版以获取更多产品能力。详情请参见智能诊断。

仅DataWorks专业版及以上版本用户才可以使用DAG图的节点聚合、上游分析、下游分析功能。详情请参
见版本服务计费说明。

部分功能仅支持有运维权限的用户进行操作，如果功能入口置灰或者没有功能入口，请单击右上角工作工作
空间管理空间管理 >  > 成员管理成员管理，进入成员管理页面检查目标用户是否有运维权限。详情请参见：角色及成员管
理：空间级。

日志与实例使用限制：

不支持手动删除测试实例，实例在过期后（30天左右）平台将自动删除。如果任务不需要再运行，可以
选择冻结实例。

公共调度资源组实例保留一个月（30天）、日志保留一周（7天）。

独享调度资源组任务实例、日志保留一个月（30天）。

完成状态的实例日志大于3M时，每天会定时进行清理。

执行测试操作并生成测试实例执行测试操作并生成测试实例
1. 进入运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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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工作空间所在地域后，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操作操作列的 图标，选择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2. 对周期任务执行测试操作。

进入运维中心运维中心后，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周期任务运维周期任务运维 >  > 周期任务周期任务。进入周期任务周期任务页面。您可以通过以
下两种方式对周期任务执行测试操作。

方法一：在周期任务列表模式下，单击相应任务操作操作列的测试测试。如果当前页面非列表模式，您可单击
页面中间的 图标返回列表模式。

方法二：在DAG模式下，右键单击相应实例的DAG图，单击菜单中的测试测试。如果当前页面非DAG图模

3.4.5. 执行测试并查看测试实例3.4.5. 执行测试并查看测试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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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您可单击相应实例操作操作列的DAG图DAG图，打开该任务的DAG图。

3. 配置冒烟测试冒烟测试相关参数。

参数 说明

冒烟测试名称冒烟测试名称 您可以输入冒烟测试的名称。

选择业务日期选择业务日期

选择需要进行测试的业务日期。

说明说明

业务日期选择昨天之前，则立即执行任务。

如果业务日期选择昨天，则需等到任务定时时间才会执行任
务。

查看测试实例列表查看测试实例列表
测试实例列表为您展示周期任务执行测试操作后生成的测试实例，您可以查看测试实例的执行情况，并对实例
执行相关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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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描述

筛选筛选

在上图的模块1区域，您可以通过筛选条件过滤出需要查询的实例。

您可以根据节点名称节点名称 、节点ID节点ID、节点类型节点类型 、运行日期运行日期 、业务日期业务日期 调度资源组调度资源组 、我的节点我的节点 、我今天我今天
测试的节点测试的节点 和暂停（冻结）暂停（冻结） 等条件进行精确筛选。

说明 说明 默认筛选的业务日期是当前时间的前一天。

任务列表任务列表 在上图的模块2区域，以列表方式展示满足过滤条件的测试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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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操作

在上图的模块3区域，您可以对测试实例进行相关操作：

DAG图DAG图 ：DAG图为您展示测试实例的上下游依赖关系，您可以在DAG图中进行相关操作。详情请参
见：DAG图功能介绍。

去诊断（运行诊断）去诊断（运行诊断） ：用于对任务进行全链路分析，当任务运行不符合预期时，您可以使用该功
能定位问题。详情请参见智能诊断。

重跑重跑 ：用于对运行成功或运行失败的任务进行重跑操作，当任务执行成功后可以触发下游未运行状
态任务的调度。常用于处理出错节点和漏跑节点。

说明 说明 仅支持重跑成功成功 和失败失败 状态的任务。

更多更多 ：

重跑下游重跑下游 ：用于对运行成功或运行失败的任务进行重跑下游节点的操作，您可以自行选择需要
重跑的下游任务，任务执行成功后可以触发下游未运行状态任务的调度。常用于处理数据修复。

说明 说明 仅支持重跑成功成功 和失败失败 状态的任务，如果勾选了其它状态的任务，页面会提
示已选节点中包含不符合运行条件的节点已选节点中包含不符合运行条件的节点 ，并禁止提交运行。

置成功置成功 ：用于将运行失败的任务设置为成功状态。当任务执行失败，但希望该任务不阻塞下游
任务的运行时，可以使用此功能。常用于处理出错节点。

终止运行终止运行 ：用于终止不需要运行的任务，任务终止运行后，将失败退出。

说明 说明 仅支持对状态为等待时间等待时间 、等待资源等待资源 和运行中运行中 的实例进行终止运行操作。

暂停（冻结）暂停（冻结） ：当任务及其下游任务一段时间内不需要运行时，可选择使用此功能。详情请参
见：暂停调度运行。

说明 说明 请勿操作projectname_root节点，该节点为工作空间根节点。周期任务的实
例均依赖于该节点，如果冻结该节点，周期任务实例将无法运行。

恢复（解冻）恢复（解冻） ：用于将冻结状态的实例解冻。

如果该实例还未运行，则上游任务运行完毕后，会自动运行。

如果上游任务都运行完毕，则该任务会直接被置为失败，需要手动重跑后，实例才会正常运
行。

说明 说明 解冻操作仅作用于该实例，如果您周期任务仍是冻结状态， 那么第二天生成的
实例仍会是冻结状态。

查看血缘查看血缘 ：查看当前实例的血缘信息。

查看节点详情查看节点详情 ：查看当前实例的基本信息。

查看运行日志查看运行日志 ：查看当前实例的运行日志。

批量操作批量操作
在上图的模块4区域，您可以批量选择任务，进行终止运行终止运行 、重跑重跑 、置成功置成功 、暂停（冻结）暂停（冻结） 和恢复恢复
（解冻）（解冻） 等操作。

每页条数展每页条数展
示示

在上图的模块5区域，您可以修改每页展示的条数，最大支持每页展示200条。

操作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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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实例DAG图测试实例DAG图
在列表模式下单击测试实例名称或操作栏中的DAG图DAG图，即可打开该实例的DAG图。您可以在DAG图中，右键
单击实例进行相关操作。

功能 描述

DAG面板功能

单击相应任务后的DAG图DAG图 ，打开该任务的DAG图。您可以在DAG图中进行如下操作：

搜索搜索 ：在上图的模块1区域，您可以根据节点名称节点名称 、节点ID节点ID、实例ID实例ID、实例名实例名
称称 等过滤出需要查询的实例。

选择DAG图的显示样式选择DAG图的显示样式 ：在上图模块2区域，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单击DAG图
所在界面右上角的功能图标，调整DAG图的显示样式。从左至右依次为：刷新节刷新节
点状态点状态 、放大DAG画布放大DAG画布 、缩小DAG画布缩小DAG画布 、当前画布中各节点与画布按照1：1当前画布中各节点与画布按照1：1
比例布局比例布局 、根据当前窗口大小自动适配布局根据当前窗口大小自动适配布局 。

单个实例操作

您可以右键单击目标节点，执行相关操作。

查看代码查看代码 ：用于确认生产环境当前节点的代码。若不符合预期，请确认节点最新
版本是否已经发布成功。

编辑节点编辑节点 ：单击后即可跳转至数据开发页面打开当前节点。

说明 说明 其他操作请参考查看测试实例列表。

单个实例详情

在上图的模块4区域。您可以进行如下操作：

查看日志查看日志 ：用于查看任务详细执行过程。

展开详情展开详情 ：用于查看当前任务属性、上下文、运行日志、操作日志、代码等信
息。详情请参见：查看实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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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实例详情查看实例详情
在DAG图模式下，单击对应实例，在右下角弹出的弹出中单击展开详情展开详情，将为您弹出实例详情页面，您可以
查看当前实例的属性、上下文、运行日志、操作日志、代码等详细信息。

功能 描述

属性属性

您可以在此页签查看任务在生产环境的调度属性。界面参数介绍详情请参见：配置资
源属性。

说明说明

任务状态解读：任务状态与任务运行有关，若任务处于未运行、等待时
间、等待资源、冻结等状态时，您可以参考任务运行条件进行排查。

等待资源耗时：当任务出现长时间等待资源的情况，您可以使用智能诊
断功能定位当前任务运行时，哪些任务在占用资源，快速找到异常任务
进行排查。

运行时长过长：当任务运行时间与历史运行情况相比明显变长，您可参
考以下场景进行处理。

非同步任务：可咨询对应引擎负责人。

离线同步任务：可能任务某个阶段执行较慢或处于长时间等待
资源状态。详情请参见：如何排查离线同步任务运行时间长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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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文上下文
为您展示当前任务的所有输入参数和输出参数，上下文的功能介绍详情请参见：配置
节点上下文。

运行日志运行日志 用于查看任务详细执行过程。

操作日志操作日志 用于查看任务或实例的操作记录（时间、操作人、具体操作）。

代码代码
用于查看生产环境当前任务的最新代码。若不符合预期，请确认任务最新版本是否已
经发布成功。详情请参见：发布任务。

功能 描述

任务运行问题定位任务运行问题定位
如果任务运行不符合预期，您可以通过运行诊断功能，诊断任务未运行的原因或存在的问题。

运维中心DAG图支持您查看节点的上下游依赖关系，此外，还支持节点聚合、上下游分析功能，帮助您提高运
维效率。本文为您介绍DAG图的相关功能。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DataWorks专业版及以上版本用户才可以使用DAG图的节点聚合、上游分析、下游分析功能。版本升级详情
请参见版本服务计费说明。

DAG图功能列表说明DAG图功能列表说明
单击相应节点后的DAG图DAG图，打开该节点的DAG图。您可以在DAG图中进行如下操作（本文以周期实例的DAG图
为例）：

节点聚合

当周期实例的节点数量或层级过多时，您可以按照节点状态、工作空间、责任人、优先级等维度进行节点
聚合，查看指定目标维度的节点数量。方便您了解各个维度节点的数量，合理分配并执行节点。以下示例
为您展示，节点不聚合不聚合及按优先级聚合按优先级聚合的显示情况。

说明 说明 仅实例（包括自动调度的周期实例、手动触发生成的补数据实例和测试实例）DAG图可按照
节点状态维度进行节点聚合。

3.4.6. DAG图功能介绍3.4.6. DAG图功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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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不聚合时，显示如下图所示。

节点按照优先级聚合时，显示如下图所示。您可以快速了解到当前节点的子节点共有6个优先级为1的节
点。

上游分析

周期实例通常存在上下游依赖关系，如果目标节点长时间未运行，则您可以对其进行上游节点分析，在DAG
图中查看阻塞当前节点运行的上游节点，快速定位并及时处理相关运行报错，提升节点的执行效率。

说明说明

仅实例（包括自动调度的周期实例、手动触发生成的补数据实例和测试实例）DAG图支持进行
上游分析。

仅支持对未运行的节点执行上游分析上游分析操作。最多展示6层。如果您希望展示更多层级，请单击左
上角的继续分析继续分析。

上游分析可帮助您快速找到当前节点所依赖的父节点中仍处于未运行成功状态的节点，这些节
点可能处于运行中、运行失败、等待时间等、待资源或冻结（暂停）等状态，父节点处于这些
状态时将阻塞下游节点运行。

示例2_2_节点长时间未运行，则您可以选中该节点，单击左上角的上游分析上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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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得出，导致阻塞当前节点运行的上游节点为数据表同步数据表同步及指标统计指标统计，如下图所示。通过该分析结
果，您可以快速定位阻塞节点，并及时处理相关报错。

说明 说明 后续操作：

您可以在定位到关键实例后，再基于聚合项进行过滤，查看影响当前节点数据产出的关键实例
所在工作空间，或节点责任人等，帮助您提高运维效率。

定位到阻塞当前实例运行的关键实例后，您还可以右键该实例，选择运行诊断运行诊断功能快速分析当
前实例未运行成功的原因。详情请参见：智能诊断。

下游分析

展开DAG图时，默认展示三层，即包括当前节点在内，及当前节点的一层父节点与一层子节点。无法直观查
看节点影响范围。当周期实例的节点数量或层级过多时，您可以使用下游分析功能，通过节点状态、工作
空间、责任人、优先级等维度进行筛选，统计不同层级目标维度的节点数量，或统计所有层级目标维度的
节点总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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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聚合状态下进行合并或分层展示：单击下游分析后，默认按照责任人聚合，统计所有层级该维
度的节点总数量。

不聚合、成组展示：不聚合场景下，若下游节点超过10个将默认成组展示。该方式下，您可以
比较直观的看到节点的业务影响。

不成组展示：不聚合场景下，单击拆分组，可对成组的节点进行拆分查看，该方式下，您可以
直观的了解到所有节点的上下游关系。

下游分析下游分析使用分层分层展示下游节点分析结果时，最多展示6层。如果您希望展示更多层级，请单
击左上角的继续分析继续分析。

示例对t agt ag节点进行下游分析下游分析，结果如下：

合并：按照当前聚合维度对当前已分析的下游进行合并。非聚合状态下，将对下游节点进行成组展示。
示例使用合并合并方式，并按照所属工作空间聚合按照所属工作空间聚合，将所有下游节点合并至同一层，展示所属不同工作空间
的节点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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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按照当前聚合维度对当前已分析的下游进行分层展示。示例使用分层分层方式，并按照所属工作空间按照所属工作空间
聚合聚合，在不同层级展示不同工作空间的节点数量。

选择DAG图的显示样式。

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单击DAG图所在界面右上角的功能图标，调整DAG图的显示样式。例如，全屏展全屏展
示示、适配屏幕展示适配屏幕展示等。

示例对0_20_2节点的下游节点，展示拆分组拆分组及成组成组的DAG图。

拆分组拆分组的DAG图如下所示。通过该方式，您可以直观的了解到所有节点的上下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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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组成组的DAG图如下所示。通过该方式，以每行呈现5个节点，有序的为您展示下游节点，方便您快速获取
下游节点的总数量。

DAG图为您展示节点上下游依赖关系，其中实线为同周期依赖，虚线为跨周期依赖。还支持您右键单击目标
节点，执行相关操作。右键单击目标节点，执行相关操作。下图以周期实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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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描述

展开父节点/子节展开父节点/子节
点点

当一个业务流程有3个及以上节点时，运维中心展示节点时会自动隐藏节点。您可以通过展开
父子层级查看全部节点的内容。

查看运行日志查看运行日志

查看当前实例正在运行、成功、失败等状态的运行日志。

说明说明

公共调度资源组实例保留一个月，日志保留一周。

独享调度资源组实例、日志保留一个月。

运行诊断运行诊断
DataWorks运维中心为您提供运行诊断功能，帮助您掌握节点运行的全链路信息，以迅速定
位问题。详情请参见智能诊断。

查看代码查看代码 查看当前实例的代码。

编辑节点编辑节点 单击后，即可跳转至数据开发页面，对当前节点的内容进行修改。

查看血缘查看血缘 查看当前实例的血缘关系。

查看更多详情查看更多详情 单击后，即可查看当前节点的属性属性 、上下文上下文 、运行日志运行日志 、操作日志操作日志 和代码代码 等信息。

终止运行终止运行
仅等待运行、运行中状态的实例可以进行终止运行的操作。进行此操作后，该实例将为失败
状态。

重跑重跑

可以重跑某节点，节点执行成功后可以触发下游未运行状态节点的调度。常用于处理出错节
点和漏跑节点。

说明 说明 仅支持重跑未运行未运行 、成功成功 和失败失败 状态的节点。

重跑下游重跑下游

可以重跑某节点及其下游节点，需要您自定义勾选，勾选的节点将被重跑，节点执行成功后
可以触发下游未运行状态节点的调度。常用于处理数据修复。

说明 说明 仅支持勾选未运行未运行 、完成完成 和失败失败 状态的节点，如果勾选了其它状态的节
点，页面会提示已选节点中包含不符合运行条件的节点已选节点中包含不符合运行条件的节点 ，并禁止提交运行。

置成功置成功

将当前实例的状态改为成功，并运行下游未运行状态的节点。常用于处理出错节点。

说明 说明 仅支持将状态为失败失败 的节点置成功，不能置成功业务流程。

续跑续跑

节点执行失败后，可以续跑此节点。仅MaxCompute类型节点支持该功能。

说明 说明 2021年1月之前购买的独享调度资源组请提工单联系我们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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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操作紧急操作

当前实例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的操作，紧急操作只对当前节点本次有效。

选择去除依赖去除依赖 ，即可解除当前节点的依赖关系。常用于上游失败并与此实例没有数据关系
时，

暂停（冻结）暂停（冻结）

周期实例中的冻结只针对当前实例，且正在运行中的实例。冻结的周期实例不自动调度运行
（不会真实跑数据），并且会阻塞它的下游节点执行（下游节点都不会自动调度）。

场景示例：如果您小时节点每小时调度一次，当天生成24个小时实例，如果其中一个小时实
例不需要执行，您可以选择冻结该实例，冻结其中一个小时实例不会影响其他实例执行。

恢复（解冻）恢复（解冻）

可以将冻结状态的实例解冻。

如果该实例还未运行，则上游节点运行完毕后，会自动运行。

如果上游节点都运行完毕，则该节点会直接被置为失败。需手动重跑后，方会正常运行。

说明 说明 解冻操作仅作用于该实例，如果您周期任务仍是冻结状态， 那么第二天的
实例仍会是冻结状态。

操作 描述

DataWorks支持强制重跑下游功能，用于强制重新调度指定的节点及其下游节点，并支持通过工作空间过滤要
重跑的下游节点。本文为您介绍强制重跑下游功能的注意事项和操作步骤。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DataWorks专业版及更高版本可以使用强制重跑下游功能。低版本用户请先升级再使用该功能，详情请参
见版本服务计费说明。

仅工作空间管理员、租户管理员、阿里云主账号可以发起强制重跑下游的操作。

通过工作空间过滤要重跑的下游节点时，仅支持过滤选择当前用户为管理员的工作空间。

仅业务日期为昨天和前天，并且状态为运行成功、运行失败的周期实例支持强制重跑下游的操作。

实例不满足上述条件时，强制重跑下游功能入口会被置灰。

3.4.7. 强制重跑下游3.4.7. 强制重跑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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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租户在同一个地域（Region）、同一时间下，仅支持执行一次强制重跑下游的操作。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强制重跑下游会将选中的所有下游节点全都置为未运行状态，如果下游节点在运行中，将会被强制停止。

当节点的重跑属性重跑属性配置为运行成功或失败后不可重跑运行成功或失败后不可重跑，执行强制重跑下游操作会导致重跑运行失败。如
果您需要修改重跑属性，详情请参见：重跑说明。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选择目标实例，进入强制重跑下游页面。

右键单击目标实例（业务日期为昨天和前天，并且状态为运行成功或运行失败的周期实例），选择紧急紧急
操作操作 >  > 强制重跑下游强制重跑下游。弹出强制重跑下游配置页面。

2. 配置强制重跑下游。

i. 基本设置。

参数 描述

业务日期业务日期
选择需要强制重跑的周期实例所在的业务日期。仅支持对业务日期为昨
天和前天的周期实例发起强制重跑下游的操作。

起始节点起始节点 选择当前工作空间下需要发起强制重跑下游操作起始节点。

重跑起点重跑起点
选择从起始节点开始执行还是从起始节点的下游节点（一级子节点）开
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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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跑跨天实例重跑跨天实例

选定业务日期的实例如果存在跨天依赖，您可以选择是否将跨天依赖的
实例一起重跑。

以上图所示场景为例，实例B跨天依赖实例A，当强制重跑业务日期为昨
天的实例A时，您可以选择是否要同时重跑跨天依赖的实例B，如果需要
同步重跑，则业务日期为今天的实例B也会同步重跑。

参数 描述

ii.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确定确定完成基础信息设置。

注意 注意 单击下一步后将无法修改当前页面的信息，请务必确认信息无误以节省计算开销并缩
短您的等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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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选择工作空间，通过工作空间过滤需要重跑的下游节点。

在左侧下游节点所在的工作空间下游节点所在的工作空间列表框中选择需要强制重跑的下游节点所在的工作空间，单击

添加至右侧列表框中。选中的工作空间内的下游节点将会被强制重跑。未选中的将会空跑。

说明说明

通过工作空间过滤要重跑的下游节点时，仅支持过滤选择当前用户为管理员的工作空间。

iv.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确定确定完成基础信息设置。

注意 注意 单击下一步后将无法修改当前页面的信息，请务必确认信息无误以节省计算开销并缩
短您的等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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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确认影响。

参数 描述

影响的节点数影响的节点数 为您展示要进行强制重跑的节点数。

影响基线影响基线
列表中为您展示此次操作将影响哪些基线数据的产
出。基线监控详情请参见：智能基线概述。

强制重跑下游原因强制重跑下游原因 输入需要进行强制重跑下游的原因。

vi. 单击确定确定，系统将根据您的设置，将选中节点的状态全部置为未运行，并重新开始调度。

场景示例场景示例
场景描述：假设对A节点发起强制重跑下游的操作，选择重跑A工作空间，不重跑B工作空间的节点。

运行详情：B工作空间下的节点B将不会重跑，A工作空间下的C节点会被强制重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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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您可以在操作历史中查看操作详情。

手动业务流程发布至生产环境后您可以在该页面手动触发任务运行。支持您通过列表或DAG图方式，快速查看
任务的详细信息并执行相关操作。

说明说明

手动任务提交至调度系统后，不会自动运行，只有手动触发才会运行。详情请参见：管理手动业
务流程。

目前DataWorks V1.0创建的手动任务显示在手动任务手动任务选项下，DataWorks V2.0及以上版本创建的
手动任务显示在手动业务流程手动业务流程选项下。

进入手动任务页面进入手动任务页面
1. 登录DataWorks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工作空间列表工作空间列表。

3. 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进入运维中心进入运维中心。

4.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手动任务运维手动任务运维 >  > 手动任务手动任务，查看手动业务流程、DAG图。

手动业务流程列表手动业务流程列表

3.5. 手动任务运维3.5. 手动任务运维
3.5.1. 运行并管理手动任务3.5.1. 运行并管理手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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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业务流程列表为您展示已发布的手动任务流程。

操作 描述

筛选筛选

在上图的模块1区域，您可以通过筛选条件过滤出需要查询的任务。

您可以根据业务流程名称业务流程名称 、节点ID节点ID、责任人责任人 、我的节点我的节点 和今日修改的节点今日修改的节点 等条件进行精确筛选。

说明 说明 任务名搜索的结果会受到其它筛选条件的影响，只有同时满足所有筛选条件的结果
方可展示。

DAG图DAG图
单击操作栏中的DAG图DAG图 ，即可打开当前业务流程的DAG图。您可以在DAG图中查看业务流程的代码、
血缘等信息。详情请参见：手动业务流程DAG图。

Dat aWorks公共云合集··运维中心 Dat aWorks

226 > 文档版本：20220712



运行运行

单击操作栏中的运行运行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配置参数后，单击运行运行 即可按照运行范围运行手动业务流
程，产生手动实例。

运行范围运行范围 ：支持选择运行整个业务流程或指定节点的任务。

业务日期业务日期 ：支持选择多段业务日期，包括运行过去或未来日期的任务。

说明 说明 如果选择多个业务日期，系统会按照业务日期顺序串行执行。

业务流程参数业务流程参数 ：如果开发手动业务流程时使用了流程参数，那么运行手动业务流程时，需要为该
流程参数赋值，详情请参见：使用流程参数。

顺序顺序 ：支持按照业务日期正序或倒序运行任务。

说明 说明 列表模式下会运行整个手动业务流程（存在依赖关系的会按照依赖关系从上到下运
行，不存在依赖关系的节点将同时运行）。

查看实例查看实例
单击操作栏中的查看实例查看实例 ，即可跳转至手动实例手动实例 页面，查看手动业务流程的运行结果。详情请参
见：查看并管理手动实例。

更多更多 单击操作栏中的更多更多 ，可以进行修改责任人修改责任人 、修改调度资源组修改调度资源组 、 下线手动业务流程下线手动业务流程 等更多操作。

批量操作批量操作
在上图的模块3区域，您可以批量选择任务，进行修改责任人修改责任人 、修改调度资源组修改调度资源组 、下线手动业务流下线手动业务流
程程 的操作。

操作 描述

手动业务流程DAG图手动业务流程DAG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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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业务流程名称或操作栏中的DAG图DAG图，即可打开当前业务流程的DAG图。您可以在DAG图中，右键单击业
务流程进行相关操作。

操作 描述

运行运行

单击运行运行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配置参数后，单击运行运行 即可按照运行范围运行
手动业务流程，产生手动实例。

运行范围运行范围 ：默认为您选中指定节点指定节点 并自动勾选当前节点，同时支持您添
加需要运行的下游其他节点或整个业务流程。

业务日期业务日期 ：支持选择多段业务日期，包括运行过去或未来日期的任务。

说明 说明 如果选择多个业务日期，系统会按照业务日期顺序串行
执行。

业务流程参数业务流程参数 ：如果开发手动业务流程时使用了流程参数，那么运行手动
业务流程时，需要为该流程参数赋值，详情请参见：使用流程参数。

顺序顺序 ：支持按照业务日期正序或倒序运行任务。

说明 说明 DAG模式下支持运行业务流程内单个节点，若节点存在依赖
关系，可以通过指定节点，指定从哪个节点开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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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代码查看代码 查看当前节点的代码。

编辑节点编辑节点 单击后可跳转至数据开发数据开发 页面，对业务流程内容进行修改。

查看血缘查看血缘 查看当前业务流程的血缘关系图。

修改调度资源组修改调度资源组 修改当前业务流程所在的资源组。

操作 描述

手动实例是手动任务运行后产生的实例。您可以通过列表及DAG图的方式，快速查看实例的详细信息并执行相
关操作。

注意注意

目前DataWorks V1.0创建的手动任务运行生成的实例显示在手动实例手动实例选项下，DataWorks V2.0及
以上版本创建的手动任务运行生成的实例显示在手动业务流程手动业务流程选项下。

目前仅支持对周期实例运行状态设置监控报警，手动实例、补数据实例和测试实例均不支持设置
任务运行状态的监控报警。

您需要购买DataWorks专业版及以上版本，手动实例即可支持运行诊断功能，详情请参见智能诊
断。

进入手动实例页面进入手动实例页面
1. 登录DataWorks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工作空间列表工作空间列表。

3. 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进入运维中心进入运维中心。

4.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手动任务运维手动任务运维 >  > 手动实例手动实例，查看手动实例的列表、DAG图详情。

手动实例列表手动实例列表

3.5.2. 查看并管理手动实例3.5.2. 查看并管理手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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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说明

筛选筛选

在上图的模块1区域，您可以通过筛选条件过滤需要查询的任务。

您可以根据类型类型 、业务流程名称业务流程名称 、责任人责任人 、业务日期业务日期 和运行日期运行日期 等条件进行精确筛
选。

DAG图DAG图
在上图的模块2区域，单击操作栏中的DAG图DAG图 ，即可打开当前业务流程的DAG图。查看实
例运行的结果。详情请参见：手动实例DAG图。

批量终止批量终止 如果实例在运行中，可以单击批量终止批量终止 ，停止任务运行。

手动实例DAG图手动实例DAG图
单击业务流程名称或操作栏中的DAG图DAG图，即可打开当前业务流程的DAG图。您可以在DAG图中，右键单击业
务流程进行相关操作。

说明 说明 在手动业务流程列表中，点击某个手动业务流程后，右侧DAG图为您展示该业务流程的DAG。
可能包含多个任务。

操作 说明

查看运行日志查看运行日志

查看当前实例正在运行、成功、失败等状态的运行日志。

说明说明

不支持手动删除实例，实例在过期后（30天左右）平台将自动删除。

运行在公共调度资源组上的任务，其实例保留一个月，日志保留一周。当运行完成
的实例日志大于3M时，每天会定时进行清理。

运行在独享调度资源组上的任务，其实例和日志会保留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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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诊断运行诊断

DataWorks运维中心为您提供运行诊断功能，帮助您掌握任务运行的全链路信息，以迅速定位
问题。详情请参见智能诊断。

注意注意

查看代码查看代码 查看当前节点的代码。

编辑节点编辑节点 单击后，即可跳转至数据开发数据开发 页面，对当前业务流程的内容进行修改。

查看血缘查看血缘 查看当前实例的血缘关系。

终止运行终止运行 终止任务的运行，仅对当前实例有效。

重跑重跑

可以重跑指定任务，常用于处理出错节点和漏跑节点。

说明 说明 仅支持重跑成功和失败状态的任务。

操作 说明

智能监控功能支持您通过配置自定义规则，实现对任务运行状态及资源使用情况的监控；通过配置智能基线，
保障复杂依赖场景下重要数据在预期时间内正常产出。同时，您还可以根据业务需求自定义资源组运维规则，
实现资源组的自动化运维。

功能介绍功能介绍
各模块功能介绍如下：

功能 描述

智能基线

智能基线能够及时捕捉导致基线上任务无法按时完成的异常情况并提前预警，保障
复杂依赖场景下重要数据能在预期时间内顺利产出。

创建及管理基线，详情请参见：基线管理。

查看基线实例运行情况，详情请参见：基线实例。

查看事件报警信息，详情请参见：事件管理。

3.6. 智能监控3.6. 智能监控
3.6.1. 智能监控概述3.6.1. 智能监控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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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管理

您可以在规则管理规则管理 界面管理全局规则，同时，还支持您根据业务需求自定义监控
规则。

全局规则：系统内置全局报警规则（非空间级别报警规则）对周期任务的状态进
行监控，避免周期任务异常导致周期实例无法正常调度执行，详情请参见：周期
任务状态监控。

自定义监控规则：

周期任务周期性调度时将产生周期实例，DataWorks支持通过周期任务周期任务 配置
自定义监控规则，实现对周期实例运行状态的监控。详情请参见：周期实例
状态监控。

支持您创建自定义规则并指定规则对象规则对象 为实时计算任务实时计算任务 ，实现对实时计算任
务运行状态的监控，详情请参见：实时计算任务运行状态监控。

支持您创建自定义规则并制定对象类型对象类型 为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 或独享调度独享调度
资源组资源组 ，实现对独享资源组使用情况的监控，详情请参见：独享资源使用监
控。

报警信息
您可以在报警信息报警信息 界面查看监控报警信息，包括自定义规则报警信息、全局规则
报警信息、智能基线报警信息等。

值班表

您可以在值班表值班表 界面自定义值班表信息，以便配置监控规则报警方式时可以选择发
送报警信息给值班表对应的值班人。

说明 说明 值班表支持设置主值班人和备值班人，默认报警给主值班人员，
但是当报警两次后，第三次及之后的报警信息将同时报警给主、备值班人员。

自动运维

您可以根据业务需求，对独享资源组创建运维规则并关联已创建的监控规则，当关
联的监控规则被触发时，系统将对运行在目标独享资源组上且满足过滤条件过滤条件 的任
务自动执行运维动作，以达到自动运维的目的。

说明 说明 目前只支持关联调度资源的监控规则。

功能 描述

任务运行状态监控任务运行状态监控

监控对象监控对象
您可以通过配置相应的监控规则（自定义规则、智能基线），对周期调度任务状态、周期任务自动调度产生的
周期实例运行状态、实时计算任务运行状态、资源使用情况进行监控。

周期任务状态监控

DataWorks每晚根据周期任务周期任务生成第二天待自动调度运行的周期实例周期实例，所以为保障周期任务可以正常产生
周期实例并且自动调度运行，DataWorks内置了全局报警规则（非空间级别报警规则）来对周期任务周期任务的状
态进行监控，如有异常便会自动报警。报警包括孤立节点孤立节点与节点成环节点成环。

规则类型 监控对象 触发条件 报警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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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规则

孤立节点：指任务展开
父节点时，没有依赖任
何父节点。

孤立节点产生后会自动报警，如
果收到孤立节点报警请及时处
理。

说明 说明 在DataWorks
上，除了工作空间根节点
外，自定义的每个周期调度
的任务都需要有父节点依赖
才可以被正常调度运行。所
以孤立节点不会自动调度运
行，如果该孤立节点下游依
赖较多，则会造成严重的后
果。

DataWorks每天定时9点、12
点、16点对周期任务状态进行
扫描，如有工作空间内存在孤
立节点或节点成环等异常现
象，系统将会自动发送报警。
但扫描时间点前10分钟内产生
异常不会纳入本次扫描，该异
常将会被纳入下一个周期的任
务状态扫描中进行扫描。

全局规则为系统内置规则，您
无须手动新建，默认以短信、
邮件的方式报警给节点责任
人。但您可以在规则管理规则管理 页面
中针对全局规则修改报警接收
人。

支持您在规则管理规则管理 页面关闭全
局报警规则。

节点成环：指某任务为
上游任务但又同时依赖
了自己的下游任务，导
致依赖关系成环。

节点成环后会自动报警，如果收
到节点成环报警请及时处理。

说明 说明 节点成环后在
自动调度时不会被调度调
起。

规则类型 监控对象 触发条件 报警说明

周期实例运行状态监控

在DataWorks上，周期任务周期性调度时将产生周期实例，DataWorks支持通过周期任务周期任务配置自定义监控
规则，实现对周期实例周期实例运行状态的监控，包括指定对象的自定义规则监控报警和重要任务提前预警的基线
预警功能。

规则类型 监控对象 触发条件

自定义规则
指定任务节点任务节点 、基线基线 、工作空工作空
间间 、业务流程业务流程 上的任务。

当任务运行完成完成 、未完成未完成 、出错出错 、周期未完周期未完
成成 、超时超时 、自动重跑后仍出错自动重跑后仍出错 时，将触发报
警。

当对象类型为工作空间工作空间 时，除上述触发条件
外，还包括任务转实例完成任务转实例完成 、实例数量波实例数量波
动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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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基线

基线任务及影响基线上任务数据产
出的上游任务会被纳入基线监控范
围。

说明说明

您可以通过设置基线优
先级来保障基线上的任
务按时执行，数据顺利
产出。

当有任务需要重保并且
上游任务依赖较为复杂
时，可以使用基线功能
将重要任务移到该基线
上。

基线报警基线报警 ：

当预测到基线上任务无法在承诺时间内完成
时，系统将会根据定义的报警方式发送基线报
警信息。详情请参见核心逻辑介绍：基线报
警。

事件报警事件报警 ：

基线任务及其上游任务出错，或关键路径上的
任务变慢时，会产生事件，并发送事件报警信
息，详情请参见：事件管理。

规则类型 监控对象 触发条件

实时计算任务运行状态监控

规则类型：自定义规则。

监控对象：实时计算任务。

触发条件：当任务出错出错时触发报警。

资源使用情况监控

规则类型：自定义规则。

监控对象：独享调度资源组、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

触发条件：

资源组使用率使用率大于某个数值并持续指定时长时触发报警。

资源组上等待资源的实例数等待资源的实例数大于某个数值并持续指定时长时触发报警。

报警方式报警方式
配置监控规则后，平台一旦检测到规则被触发，将会根据您设置的报警方式，通过邮件、短信、电话或钉钉群
消息等形式通知您，方便您及时发现并处理异常问题。

规则类型 报警方式 疲劳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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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规则、全局规
则、智能基线

报警给指定人员：支持邮件邮件 、短信短信 、电、电
话话 报警给节点责任人、指定责任人或值班
表中的排班等。

说明 说明 您需要购买DataWorks
专业版及以上版本，才可以使用电话
告警功能。

报警给群组：支持钉钉群机器钉钉群机器
人人 、WebHookWebHook。

说明说明

仅DataWorks企业版及旗舰
版支持使用WebHook功能。

WebHook功能仅支持推送报
警信息至企业微信或飞书。

如果您需要使用其他的
WebHook，请工单联系我
们。

支持最大报警次数最大报警次数 、最小报警间隔最小报警间隔 与免打免打
扰时间扰时间 控制。

说明说明

最大报警次数：报警的最大次
数，超过设置的次数后，不再产
生报警。

最小报警间隔：两次报警之间的
最小时间间隔。报警间隔期间，
若任务恢复正常，剩余报警次数
将不再触发报警。

免打扰时间：设置了免打扰时间
后，则在该时间段内系统将不会
发送报警警。

例如，当设置了任务状态为超超
时时 、出错出错 、未完成未完成 时触发报
警，且该任务设置的免打扰时间
为  00：00 到  08：00 ，
则该时间段内将不会发出报警信
息，如果到达8点，任务仍处于
上述异常状态，将会发出报警信
息。

规则类型 报警方式 疲劳度控制

资源自助运维资源自助运维
DataWorks的自动运维功能可以实现根据已设置好的监控规则和运维规则来自动执行任务的运维操作。

触发条件：关联的监控规则被触发。

说明说明

目前支持对资源组利用率资源组利用率和资源组上等待资源的实例数资源组上等待资源的实例数进行的监控。

目前仅支持对独享调度资源组进行自助运维。

定位目标实例：对满足实例类型实例类型、实例调度周期实例调度周期、实例优先级实例优先级、实例状态实例状态、实例所在工作空间实例所在工作空间等过滤条过滤条
件件的实例进行自助运维操作。

运维动作：终止运行实例。

说明 说明 支持单次最大终止2000个实例。

任务报警信息诊断任务报警信息诊断
您可以通过任务DAG图或运行诊断页面，查看指定任务产生的报警信息。

通过任务DAG图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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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配置了监控报警且在当前时间点24小时内产生了报警的实例，您可以在周期实例页面，打开指定实例
的DAG图，单击实例右上角红色告警标识（图中区域②），在弹出的监控详情监控详情窗口为您展示将当前任务纳
入监控的规则或基线列表，以及各个规则或基线的触发情况，您可以单击右上角的查看报警信息查看报警信息跳转至报
警信息页面查看报警详情，或单击规则/基线名称规则/基线名称跳转至该规则的配置页面，查看规则配置详情。

说明 说明 您可以勾选过去24h产生告警的节点过去24h产生告警的节点（图中区域①）对周期实例进行过滤。

通过任务运行诊断页面查看

对于配置了监控报警的任务，您还可以在该任务运行诊断页面的提示信息区域，单击查看详情查看详情，在弹出
的监控详情监控详情窗口为您展示将当前任务纳入监控的规则或基线列表，以及各个规则或基线的触发情况，您可
以单击右上角的查看报警信息查看报警信息跳转至报警信息页面查看报警详情，或单击规则/基线名称规则/基线名称跳转至该规则的
配置页面，查看规则配置详情。

通过报警信息页面查看

您也可以通过报警信息页面查看智能监控模块产生的所有报警信息，并通过报警详情查看报警的完整触发
流程，包括触发该报警的监控规则、报警触发条件、您收到报警的原因等。详情请参见：报警信息。

3.6.2. 智能基线3.6.2. 智能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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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基线能够及时捕捉导致基线上的任务无法按时完成的异常情况并提前预警，保障复杂依赖场景下重要数据
能在预期时间内顺利产出，帮助您降低配置成本、避免无效报警、自动监控所有重要任务。

应用场景应用场景
管理任务优先级

在任务数量越来越多，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当发生资源抢占时，您可以将重要任务添加至基线上，并为
基线设置较高的优先级，以保证重要的任务可以优先分配到资源。

计算任务预计完成时间

任务的运行受到资源和上游任务运行情况的影响，您可以将任务添加至基线上，DataWorks将计算出该任务
每天或每小时的预计完成时间，便于您查看任务的预计完成时间。

保障任务在承诺时间前运行完成

您可以将任务添加至基线上，并设置基线承诺时间，当系统预测到基线上任务无法在承诺时间前完成，或
上游任务有出错或变慢的情况，将发送报警信息，您可以根据报警信息及时处理问题，保障任务在承诺时
间前运行完成。

相关概念相关概念
基线：用户将重要任务加到基线上并设置承诺时间后，系统将根据任务运行情况计算基线任务的预计完成
时间。当系统判断基线任务可能无法在承诺时间前完成，系统将发出告警。

承诺时间：任务运行成功的最晚时间点。即面向数据应用，任务承诺在该时间点前完成。如果希望为运维
人员预留一定的时间处理异常，您可以为基线设置预警余量预警余量，则系统会将  承诺时间-预警余量 作为触发报
警的预警时间，判断任务能否在预警时间前运行成功。

预警时间：即  承诺时间-预警余量 。

基线任务：被添加到基线上的任务。

基线实例：系统使用基线实例计算任务每次运行的预计完成时间。基线实例的状态包括：安全、预警、破
线。

安全：  预计完成时间<预警时间 。

预警：  预警时间<预计完成时间<承诺时间 。

破线：  预计完成时间>承诺时间 。

关键路径：影响基线任务的多条路径中，运行耗时最长的路径。

事件：基线任务及其上游任务出错，或关键路径上的任务变慢时，会产生事件。事件会影响基线任务的按
时完成。

功能介绍功能介绍
将重要任务添加到基线上后，DataWorks将根据基线的优先级保障基线任务的资源，并根据基线任务的上下游
依赖关系确定监控范围，根据该监控范围内任务的运行情况触发基线报警或事件报警。

3.6.2.1. 智能基线概述3.6.2.1. 智能基线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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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所示，智能基线的主要功能如下。

1. 新建并管理基线

您可以在基线管理基线管理页面新建和管理基线：

将需要重保的任务移动至基线，设置基线承诺时间等基本信息，并设置基线的报警策略（报警发送的
方式、接收人等），后续会依据基线的设置对需要监控的任务进行监控预警。

您也可以指定基线的优先级，基线优先级可以决定任务运行的优先程度，基线优先级越高，基线上任
务的优先级也会越高。优先级高的任务，在调度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将优先获得调度资源。

基线新建及管理的操作详情请参见基线管理。

2. 确定监控范围

DataWorks会结合基线上任务的依赖关系确定需要监控的范围，将可能会影响基线数据产出的所有任务都
进行监控。详情请参见下文的核心逻辑介绍：监控范围。

3. 触发报警并发送报警信息

基线报警

a. 推算时间

DataWorks会根据基线设置的承诺时间，结合基线上任务一段时间内的平均运行时长，推算出基线
上任务的最晚开始时间和最晚完成时间，并逐步推算出监控范围内所有任务的相关时间。详情请
参见核心逻辑介绍：基线报警。

进行时间推算所需的计算资源由基线实例提供，开启状态的基线每天会生成基线实例，用于推算
监控范围内所有任务每次运行的相关时间。您可以在基线实例基线实例页面查看基线实例列表和运行情
况，详情请参见：基线实例。

b. 触发报警

DataWorks会根据基线配置的报警策略、推算出的时间，结合实际监控范围内任务的运行情况，自
动触发报警并发送给报警接收人。当预测到基线上任务无法在承诺时间内完成时，系统将会根据
定义的报警方式发送基线报警信息，详情请参见核心逻辑介绍：基线报警。

事件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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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范围确定后，当基线任务及其上游任务出错，或关键路径上的任务变慢时，将会产生相应的事
件，并发送事件报警信息，您可以在DataWorks的事件管理事件管理页面查看当前已存在的事件列表，详情请
参见事件管理。

费用说明费用说明
基线实例个数：所有开启状态的基线都会产生基线实例，DataWorks根据当天23:59产生的基线实例数量收
取费用。详情请参见：基线实例计费说明。

报警短信和报警电话个数：基线报警将产生短信和电话费用，详情请参见：报警短信与报警电话计费。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DataWorks标准版及以上版本支持使用智能基线功能。低版本用户请先升级再使用该功能，详情请参
见：DataWorks各版本详解。

核心逻辑介绍：监控范围核心逻辑介绍：监控范围
基线创建完成后，某个任务被移动至基线后，智能基线不会监控基线上任务的所有上下游任务，对该任务相关
的上下游监控范围如下：

上游任务：影响基线上任务数据产出的上游任务会被纳入基线监控范围。

下游任务：下游任务不会被纳入基线监控范围，即基线任务的下游任务及上游任务的其他分支下游任务运
行出错时不会触发报警。

如上图所示，假设整个DataWorks有6个任务节点，任务D和任务E是基线上的任务，则影响任务D和任务E数据
产出的上游任务，即上图中的任务A、任务B、任务D和任务E，均会被纳入监控范围，监控范围内是我任务出
现异常（出错或变慢），均会被智能基线察觉，而任务C和任务F不受智能基线所监控。

核心逻辑介绍：基线报警核心逻辑介绍：基线报警
您可以将重要任务添加到基线上，设置基线承诺时间承诺时间和预警余量预警余量后：

DataWorks会将  承诺时间-预警余量 作为预警时间预警时间，结合监控范围内任务的历史平均运行时长，基线实基线实
例例依次推算得出监控范围内各任务的最晚完成时间和最晚开始运行时间。

任务实际运行时，当监控范围内的任务的运行状态可能会导致基线任务无法在预警时间预警时间前完成
时，DataWorks会触发基线报警。

时间推算时间推算
1. 基线的预计完成时间预计完成时间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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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线的预计完成时间预计完成时间是根据添加到基线的任务在历史一段时间内的平均完成时间估算得出，当基线任务
有多个时，基线的预计完成时间预计完成时间以各基线任务平均完成时间中最晚的时间为准。

推算结果：

 基线A的预计完成时间 = 任务D历史⼀段时间内的平均完成时间 = 5:00 

 基线B的预计完成时间 = 任务E历史⼀段时间内的平均完成时间 = 6:00 

说明 说明 基线B上有两个基线任务，其中任务E平均完成时间晚于任务F的平均完成时间，则任务
E是影响基线B最晚完成时间的任务，所以基线B的预计完成时间由任务E的平均完成时间决定。

2. 监控范围内任务的预计最晚完成时间和预计最晚开始时间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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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算场景
示例

推算公式 推算结果示例

基线任务
最晚开始
时间推算

基线任务最晚开始时间=基线预计完成时间预计完成时间  - 基线
任务平均运行时长

任务D的最晚开始时间=基线A预计完成时预计完成时
间间 （5:00）- 任务D平均运行时长
（20min）=4:40

任务E的最晚开始时间=基线B预计完成时预计完成时
间间 （6:00）- 任务E平均运行时长（2h）=4:00

任务F的最晚开始时间=基线B预计完成时预计完成时
间间 （6:00）- 任务F平均运行时长
（1.5h）=4:30

基线上游
任务时间
推算

基线上游任务最晚完成时间=下游任务最晚开始
时间

基线上游任务最晚开始时间=基线上游任务最晚
完成时间- 基线上游任务平均运行时长

任务C的最晚完成时间=任务D的最晚开始时间

任务C的最晚开始时间=任务C最晚完成时间
（5:00）- 任务C平均运行时长（20min）=4:40

被纳入多
条基线监
控范围内
的共同上
游任务时
间推算

多条基线任务共同的上游任务的最晚完成时间=下
游基线任务中开始运行时间最早的时间

4:00早于4:10，即任务B的最晚完成时间为4:00
时，方可同时满足基线A和基线B。进而可以推算得
出：任务B的最晚开始时间=任务B最晚完成时间
（4:00）- 任务B平均运行时长（2h）=2:00。

报警机制报警机制
基线报警是对开启状态且打开告警开关的基线提供的一个报警提醒，您可以基于基线的预计完成时间预计完成时间配置基
线的预警余量预警余量和承诺时间承诺时间。DataWorks将根据监控范围内任务历史运行情况推算出的任务预计最晚完成时
间，并结合基线上任务的实际运行情况进行监控，当预测到基线上任务无法在基线预警时间（基线承诺时间-
预警余量）内完成时，系统将根据该基线定义的基线报警接收人发送基线报警信息。

说明 说明 预警余量和基线承诺时间设置不合理可能导致报警不符合预期，详情请参见：合理配置基线承
诺时间和预警余量。

任务运行前，基线报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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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基线在每日任务运行前，通过计算当日基线监控范围内任务历史一段时间内的平均完成时
间，将无法在基线预警时间内完成的异常信息，第一时间发送给基线报警接收人员。在基线上的任务依
赖关系错综复杂，并且依赖变更频繁场景下，基线可为您提前发现问题并预警。

当基线根据基线任务历史一段时间内的平均完成时间，推算出基线任务预计完成时间晚于基线预警时间
时，将会触发基线预警。您可以在基线管理基线管理界面查看计算出来的基线任务预计完成时间，详情请参
见：创建基线。

当基线根据基线任务的上游任务历史一段时间内的平均完成时间，推算出上游任务预计完成时间晚于基
线预警时间时，将会触发基线预警。

任务运行过程中，基线报警策略：

当基线上任务实际完成时间晚于基线预警时间时，将会触发基线预警。

核心逻辑介绍：事件报警核心逻辑介绍：事件报警
监控范围确定后，当监控范围内的任务出现异常时，智能监控会生成事件，并基于对该事件的分析触发报警。
任务的异常包括：

出错出错：任务运行失败。

变慢变慢：任务本次运行时间相比过去一段时间内的平均运行时间明显变长。

说明 说明 如果一个任务先变慢、再出错，会生成两个事件。

您可以进入事件管理页面查看产生的事件详情。

核心逻辑介绍：关键路径与关键实例核心逻辑介绍：关键路径与关键实例
基线上需要保障的任务，其依赖关系可能错综复杂，DataWorks提供甘特图功能帮助您快速定位阻塞基线上数
据产出的关键路径与关键实例，其中影响基线任务产出的多条路径中，耗时最长的路径为基线关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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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特图用于反映目标任务的关键执行路径。以上述案例为例，关键路径展示及异常捕获时间如下所示：

如果您需要保障重要任务能按时完成，您可以使用基线管理功能将重要任务添加至基线上并设置承诺时间，系
统将根据任务运行情况计算基线任务的预计完成时间。当系统判断基线任务可能无法在承诺时间前完成时，将
发出告警。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和管理基线。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智能基线能够及时捕捉导致任务无法按时完成的异常情况并提前预警，保障复杂依赖场景下重要数据能在预期
时间内顺利产出。详情请参见：智能基线概述。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版本要求：

仅DataWorks标准版及更高版本可以使用基线管理功能。低版本用户请先升级再使用该功能，详情请参
见：DataWorks各版本详解。

权限管控：

新建基线：仅空间管理员、阿里云主账号和租户管理员可以创建基线。角色添加详情请参见：添加工作
空间成员和角色。

删除、修改、开启或关闭基线：仅租户管理员和基线责任人可以删除、修改、开启或关闭基线。

报警方式：事件报警和基线报警支持邮件邮件、短信短信、电话电话钉钉群机器人钉钉群机器人和WebHookWebHook报警方式，使用限制如
下：

电话电话：仅DataWorks专业版及以上版本，才可以使用电话告警功能。

WebHookWebHook：

可用版本：仅DataWorks企业版及旗舰版支持使用WebHook功能。

可用地域：仅华东2（上海）、西南1（成都）、华北3（张家口）、华北2（北京）、华东1（杭州）、
华南1（深圳）、中国（香港）、欧洲中部 1（法兰克福）、亚太东南1（新加坡）地域支持使用
WebHook功能报警。

可用报警方式：仅支持推送报警信息至企业微信或飞书。

3.6.2.2. 基线管理3.6.2.2. 基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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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DataWorks仅支持使用钉钉群、企业微信和飞书的WebHook地址，如果您需要使用其他的
WebHook，请工单联系我们。

RAM用户如果希望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接收告警信息，则需要在报警联系人页面，将目标
RAM用户添加为报警联系人。当任务运行报错时，DataWorks会将相应的报警信息发送至对应
联系人。详情请参见：查看和设置报警联系人。

创建基线创建基线
1. 进入运维中心。详情请参见：进入运维大屏。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智能监控智能监控 >  > 智能基线智能基线。

3. 在基线管理基线管理页签中，单击+ 新建基线+ 新建基线，并配置基线的基本信息和报警行为，即可创建基线。

4. 配置基线的基本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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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基线名称基线名称 输入基线的名称。

所属工作空间所属工作空间 选择当前需要保障的任务所属的工作空间。

责任人责任人 基线负责人。

基线类型基线类型

定义基线监测周期，包括天监测和小时监测。

天基线天基线 ：按照天维度对任务进行监测，天调度任务可选择此监测方式。

小时基线小时基线 ：按照小时维度对任务进行监测，小时调度任务可选择此监测方式。

保障任务保障任务

选择需要添加到当前基线上进行数据产出保障的任务。

任务节点任务节点 ：输入任务节点名称或ID后，单击右侧的添加添加 按钮进行添加，可以添加多个任
务节点至当前基线。

业务流程业务流程 ：输入业务流程名称或ID后，单击右侧的添加添加 按钮进行添加， 默认将当前业务
流程下的所有任务添加至当前基线。

说明 说明 选择业务流程后，建议仅添加业务流程最下游的节点任务，添加后，影
响该节点数据产出的上游节点都将被纳入基线监控范围，不推荐将业务流程上所有
的任务都添加到基线上。

优先级优先级

定义基线的优先级，数值越大基线优先级越高，基线上任务的优先级也会越高。优先级高的
任务，在调度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将优先获得调度资源。

说明 说明 该优先级将映射为MaxCompute计算任务的优先级。

预计完成时间预计完成时间
系统将根据基线任务的历史运行数据计算基线的预计完成时间。如果历史数据不足，则系统
会提示历史数据不足，暂无法预估历史数据不足，暂无法预估 。

承诺时间承诺时间

基线上的任务承诺最晚完成时间（需要保障的数据最晚产出时间），基线将根据该时间来推
算预警时间，承诺时间需要基于预计完成时间来配置。保证  承诺时间 - 预警余量时
间 晚于基线任务的预计完成时间。

说明说明

 基线预警时间=承诺时间-预警余量 ，如果实际完成时间晚于  承诺时间 -
预警余量时间 ，则会触发报警。例如，设置承诺时间为3:30，预警余量为10
分钟，如果系统预测任务无法在3:20分完成，则会发出基线报警。

小时基线需要指定保障数据产出的小时实例，并设置该实例（小时任务某周
期）最晚完成时间。

预警余量预警余量
用于定义基线的预警时间。建议预警余量基于基线上任务的运行时长来配置。详情请参
见：合理配置基线承诺时间和预警余量。

5. 配置基线的报警行为。

Dat aWorks Dat aWorks公共云合集··运维中心

> 文档版本：20220712 245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419490.html#concept-2200979


您可以通过报警开关控制基线是否开启报警，并定义基线上数据无法按时产出时的基线报警策略，及影响
基线数据产出的任务及其上游任务出错或变慢时的事件报警策略。

参数 说明

报警开关报警开关

单击报警开关报警开关 按钮开启或关闭事件报警事件报警 和基线报警基线报警 。

开启报警开关

当预测到基线上任务无法在承诺时间内完成时，系统将根据定义的报警方式发送基线
报警信息。详情请参见：核心逻辑介绍：基线报警。

当基线任务及其上游任务出错，或关键路径上的任务变慢时，系统将根据定义的报警
方式发送事件报警信息。您可以在DataWorks的事件管理事件管理 页面查看当前已存在的事件
列表。详情请参见：事件管理。

说明 说明 报警开关打开后，您可以选择进行基线报警还是事件报警，建议对重要
任务同时配置基线报警和事件报警。

关闭报警开关：基线不会产生任何报警。如果基线任务为开启状态，则基线实例会正常
生成、基线优先级仍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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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线报警基线报警

报警方式报警方式 ：支持邮件邮件 、短信短信 、电话、电话 的方式报警给基线责任人、值班表中的当日值班人员
或者指定人员。同时支持钉钉群机器人钉钉群机器人 报警或通过添加WebHookWebHook地址的方式报警给其
他应用（目前支持钉钉、企业微信和飞书）。

报警方式为钉钉群机器人、webhook时，您可单击操作列的发送测试消息发送测试消息 ，测试该
报警是否可以正常发送。配置钉钉机器人详情请参见：场景实践：发送报警消息至钉
钉群。

报警方式为短信、邮件、电话时，您可以单击校验联系方式校验联系方式 ，校验手机号、邮箱是否
填写正确。

说明说明

您需要购买DataWorks专业版及以上版本，才可以使用电话报警功能。

如果您选择通过电话方式进行报警，为了避免短时间内产生大量报警电
话，DataWorks会对报警电话进行过滤，同一个用户在20分钟内最多只会
接收到一通报警电话，其余报警电话将被降级为短信，请知悉。

报警疲劳度控制

最大报警次数最大报警次数 ：报警的最大次数，超过设置的次数后，不再产生报警。

最小报警间隔最小报警间隔 ：两次报警之间的最小时间间隔。

免打扰时间免打扰时间 ：设置了免打扰时间后，则在该时间段内系统将不会发送告警。

例如，当目标任务设置的免打扰时间为  00：00 到  08：00 时，则该时间段内基
线与事件的报警将不会触发。如果到达8点，事件仍处于异常状态，则会发出报警信
息。

参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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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报警事件报警

报警类型报警类型 ：包括出错出错 和变慢变慢 报警。

出错出错 ：基线监控范围内的任务运行失败。

变慢变慢 ：基线监控范围内的任务本次运行时间和过去一段时间内的平均运行时间相比，
明显变长。

报警方式报警方式 ：支持邮件邮件 、短信短信 、电话、电话 的方式报警给基线责任人、值班表中的当日值班人员
或者指定人员。同时支持钉钉群机器人钉钉群机器人 报警或通过添加WebHookWebHook地址的方式报警给其
他应用（目前支持钉钉、企业微信和飞书）。

报警方式为钉钉群机器人、webhook时，您可单击操作列的发送测试消息发送测试消息 ，测试该
报警是否可以正常发送。配置钉钉机器人详情请参见：场景实践：发送报警消息至钉
钉群。

报警方式为短信、邮件、电话时，您可以单击校验联系方式校验联系方式 ，校验手机号、邮箱是否
填写正确。

说明说明

您需要购买DataWorks专业版及以上版本，才可以使用电话报警功能。

如果您选择通过电话方式进行报警，为了避免短时间内产生大量报警电
话，DataWorks会对报警电话进行过滤，同一个用户在20分钟内最多只会
接收到一通报警电话，其余报警电话将被降级为短信，请知悉。

报警疲劳度控制

最大报警次数最大报警次数 ：报警的最大次数，超过设置的次数后，不再产生报警。

最小报警间隔最小报警间隔 ：两次报警之间的最小时间间隔。

免打扰时间免打扰时间 ：设置了免打扰时间后，则在该时间段内系统将不会发送告警。

例如，当目标任务设置的免打扰时间为  00：00 到  08：00 时，则该时间段内基
线与事件的报警将不会触发。如果到达8点，事件仍处于异常状态，则会发出报警信
息。

参数 说明

6. 单击确定确定，完成基线的创建。

基线管理基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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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说明

过滤

在上图的区域①，您可以通过筛选条件过滤目标基线。

您可以根据责任人责任人 、工作空间工作空间 、基线名称基线名称 、基线类型基线类型 、优先级优先级 、基线开启状态基线开启状态 等条件进行精确筛
选。

基线操作

在上图的区域②，您可以单击相应基线后的详情详情 、编辑编辑 、开启/关闭开启/关闭 、变更记录变更记录 或删除删除 进行相关操
作。

详情详情 ：单击详情详情 ，即可查看基线任务的基本情况。

编辑编辑 ：单击编辑编辑 ，即可直接修改基线。

变更记录变更记录 ：单击变更记录变更记录 ，即可查看基线的历史变更记录。

开启开启 或关闭关闭 ：控制基线任务的状态，开启后方可生成周期实例。保障基线每日生成基线实例，您
可以在基线实例面板查看每日基线详情。

删除删除 ：单击删除删除 ，即可直接删除基线任务。

添加任务添加任务
任务只可以添加在一条基线上，例如，当任务A已添加至基线A上，此时新建基线B并添加任务A时，任务A将
从基线A转移至基线B。

说明 说明 当开启状态的基线上无任务时，该基线将变为空基线并产生空基线实例，关于空基线的说明详
情请参见：为什么在基线实例页面会显示基线状态为空基线？。

您可以通过以下2种方式添加任务至基线上：

进入基线管理基线管理页面，单击右上角的新建基线新建基线进行添加。

进入周期任务周期任务页面，选择相应任务后的更多更多 >  > 添加到基线添加到基线。

单个任务添加至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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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添加任务至基线

后续后续
开启状态的基线每天会生成基线实例，您可以在基线实例页面查看基线运行详情，详情请参见：基线实
例。

您可以进入操作历史界面查看基线的操作记录。

系统使用基线实例计算任务每次运行的预计完成时间。本文为您介绍如何查看基线实例详情。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智能基线能够及时捕捉导致任务无法按时完成的异常情况并提前预警，保障复杂依赖场景下重要数据能在预期
时间内顺利产出。详情请参见：智能基线概述。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DataWorks标准版及更高版本可以使用基线实例功能。低版本用户请先升级再使用该功能，详情请参
见：DataWorks各版本详解。

仅开启状态的基线才会生成基线实例。详情请参见：基线管理。

查看基线实例列表查看基线实例列表
1. 进入运维中心。详情请参见：进入运维大屏。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智能监控智能监控 >  > 智能基线智能基线。

3. 单击基线实例基线实例进入基线实例页面。

3.6.2.3. 基线实例3.6.2.3. 基线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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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说明

过滤项

在上图的区域①，您可以通过筛选条件过滤目标基线实例。

您可以通过业务日期业务日期 、责任人责任人 、相关事件ID相关事件ID、工作空间工作空间 和基线名称基线名称 、基基
线类型线类型 、优先级优先级 和基线状态基线状态 等进行精细筛选。

基线实例列表

在上图的区域②，为您展示基线名称基线名称 、责任人责任人 、工作空间工作空间 、优先级优先级 、基基
线状态线状态 、完成状态完成状态 、基线时间基线时间 、报警接收人报警接收人 、余量余量 、预计最晚实例预计最晚实例 、当当
前关键实例前关键实例 等基线详细信息，同时您可以在操作列对基线进行查看详详
情情 、处理处理 基线实例和查看甘特图甘特图 、相关事件相关事件 等操作。

基线状态：

安全：任务在预警时间之前完成。

预警：任务在预警时间之后未完成，但还未到达承诺时间。

破线：任务在承诺时间之后仍未完成。

其他：基线所有任务处于暂停状态或基线没有关联任务。

预计最晚实例：基线任务中，预计最晚运行结束的任务。

当前关键实例：基线关键路径上首个未运行成功的实例。未运行成功包
括：任务未运行、等待资源、等待定时时间、正在运行、运行失败等状
态。

余量：任务异常的警戒程度。

当基线任务已完成时，  余量 = 基线预警时间 - 基线实际完成时间
 。

当基线任务未完成时，  余量 = 基线预警时间 - 基线预计完成时间
 。

如果余量为负数，则基线处于预警或破线状态。

查看基线实例详情查看基线实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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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目标基线右侧操作列的详情详情，即可打开基线实例详情基线实例详情页面。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若为小时基线，您可以在右上方切换周期周期。

基线承诺时间：基线上任务的最晚完成时间（需要保障的数据最晚产出时间）。

基线预警时间：即  基线承诺时间-预警余量 。

说明 说明 如果您希望为运维人员预留一定的时间处理异常，您可以为基线设置预警余量预警余量，则系统
会将  承诺时间-预警余量 作为触发报警的预警时间，判断任务能否在预警时间前运行成功。详情请
参见：核心逻辑介绍：基线报警。

预计最晚实例：为您展示基线任务中，预计最晚运行结束的任务。

当前关键实例：为您展示基线关键路径上首个未运行成功的实例。未运行成功包括：任务未运行、等待
资源、等待定时时间、正在运行、运行失败等状态。

处理人：处理当前基线预警的人员。

关键路径关键路径：为您展示影响当前基线数据产出的关键路径。支持通过列表及甘特图的形式进行查看，关键路
径的确定详情请参见：核心逻辑介绍：关键路径与关键实例。

说明 说明 甘特图除了为您展示关键路径上任务的运行情况外，还会为您展示任务的历史运行情况。

历史完成曲线历史完成曲线：为您展示基线历史运行情况。

相关事件相关事件：为您展示造成任务无法按时完成的异常事件，包括任务变慢和出错事件。事件相关说明详情请
参见：事件报警策略。

常见问题常见问题
为什么在基线实例页面会显示基线状态为空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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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线任务及其上游任务出错，或关键路径上的任务变慢时，将会产生相应的事件，您可以在事件管理页面查看
事件详情。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智能基线能够及时捕捉导致任务无法按时完成的异常情况并提前预警，保障复杂依赖场景下重要数据能在预期
时间内顺利产出。详情请参见：智能基线概述。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DataWorks标准版及更高版本可以使用事件管理功能。低版本用户请先升级再使用该功能，详情请参
见：DataWorks各版本详解。

相关概念相关概念
出错：任务运行失败。

变慢：任务本次运行时间相比过去一段时间内的平均运行时间明显变长。

说明 说明 如果一个任务先变慢、再出错，会生成两个事件。

查看事件列表查看事件列表

功能 说明

过滤项

在上图的区域①，您可以通过筛选条件过滤目标事件。

您可以通过责任人责任人 、事件发现时间事件发现时间 、事件状态事件状态 、事件类型事件类型 、优先级优先级 、任务任务
节点节点 或任务实例任务实例 进行精确筛选。对于搜索出的结果，每一行代表一个事件（即
关联到一个异常的任务）。

3.6.2.4. 事件管理3.6.2.4. 事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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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实例列表

在上图的区域②，为您展示事件ID事件ID、事件状态事件状态 、工作空间工作空间 、任务实例任务实例 、优先优先
级级 、事件类型事件类型 、时间时间 、最差基线最差基线 等事件详细信息，同时您可以在操作列对基
线进行查看详情查看详情 、处理事件处理事件 和忽略事件忽略事件 等操作。

详情：单击详情详情 后，您可以查看单个事件的详细信息。

处理：单击处理处理 后，您可以设置处理事件需要的时长，设置后在该时间段内
将暂停事件报警，事件的处理操作记录会被记录。

忽略：单击忽略忽略 后，目标事件永久停止报警，该条事件的忽略记录会被记
录。

功能 说明

查看事件详情查看事件详情
单击目标事件操作栏中的详情详情，即可查看事件发生时间、告警时间、恢复时间、任务的过往运行记录及详细
的任务日志。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为您展示事件产生的实例名称、事件类型、事件责任人等基本信息。

最差基线最差基线：如果当前事件对应的任务有多个下游任务处于开启状态的基线上时，基线余量时间最少的基线
将被视为最差基线。

时间信息时间信息：事件发送时间轴，包括事件发生时间，事件发现时间、首次报警时间、最后处理时间和时间恢
复时间。 单击查看报警信息查看报警信息即可跳转至事件对应的报警详情页面。

基线影响基线影响：当前事件所影响的基线数据产出的基线列表。

历史记录对比历史记录对比：当前事件对应的任务每日数据产出时间变化图。

任务日志任务日志：当前事件对应的任务当日周期实例运行日志。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合理的配置基线承诺时间和预警余量。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3.6.2.5. 附件3.6.2.5. 附件

3.6.2.5.1. 合理配置基线承诺时间和预警余量3.6.2.5.1. 合理配置基线承诺时间和预警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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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基线能够及时捕捉导致任务无法按时完成的异常情况并提前预警，保障复杂依赖场景下重要数据能在
预期时间内顺利产出。详情请参见：智能基线概述。

基线承诺时间是任务运行成功的最晚时间点。即面向数据应用，任务承诺在该时间点前完成。如果希望为
运维人员预留一定的时间处理异常，您可以为基线设置预警余量预警余量，则系统会将  承诺时间-预警余量 作为触
发报警的预警时间，判断任务能否在预警时间前运行成功。

设置基线承诺时间和预警余量的详情请参见：创建基线。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DataWorks标准版及更高版本可以使用基线管理功能。低版本用户请先升级再使用该功能，详情请参
见：DataWorks各版本详解。

如何合理的配置基线承诺时间和预警余量如何合理的配置基线承诺时间和预警余量
您需要根据基线上任务历史一段时间内的最晚完成时间，将基线承诺时间设置在基线上任务最晚完成时间之
后，并预留一定的预警余量。以保证您在收到任务异常的预警信息后能够在承诺时间内完成异常处理。

未合理配置基线承诺时间和预警余量的场景示例未合理配置基线承诺时间和预警余量的场景示例
如果基线承诺时间和预警余量设置不合理，可能会造成基线破线，进而导致基线预警不符合预期。

场景一：当基线承诺时间与基线上任务最晚完成时间相同，且基线未设置预警余量时：

任务出现异常时，因为没有预留异常处理时间，容易造成基线破线，基线报警频繁。

场景二：当预警余量设置不合理，即基线预警时间（基线承诺时间-余量）在基线上任务最晚完成时间段内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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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出现异常时，因为预留的异常处理时间不够，容易造成基线破线，基线报警频繁。

场景三：当基线承诺时间设置不合理，即基线承诺时间设置在基线上任务最晚完成时间之前时：

任务将无法在基线承诺时间内完成，基线预警功能会在当天零点进行提前预警。

自定义监控规则帮助您根据实际业务需求，自定义监控规则，监控任务运行状态或资源使用情况，以便及时发
现并处理异常。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在规则管理页面自定义报警规则，以及添加钉钉群机器人获取Webhook地
址。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自定义监控规则仅对周期实例生效。

自定义监控规则支持邮件邮件、短信短信、电话、电话、钉钉群机器人钉钉群机器人和WebHookWebHook报警方式，使用限制如下：

电话电话：仅DataWorks专业版及以上版本，才可以使用电话告警功能。

WebHookWebHook：

可用版本：仅DataWorks企业版及旗舰版支持使用WebHook功能。

可用地域：仅华东2（上海）、西南1（成都）、华北3（张家口）、华北2（北京）、华东1（杭州）、
华南1（深圳）、中国（香港）、欧洲中部 1（法兰克福）、亚太东南1（新加坡）地域支持使用
WebHook功能报警。

可用报警方式：仅支持推送报警信息至企业微信或飞书。

3.6.3. 规则管理3.6.3. 规则管理
3.6.3.1. 自定义规则3.6.3.1. 自定义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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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DataWorks仅支持使用钉钉群、企业微信和飞书的WebHook地址，如果您需要使用其他的
WebHook，请工单联系我们。

创建自定义规则创建自定义规则
1. 进入运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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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工作空间所在地域后，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操作操作列的 图标，选择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智能监控智能监控 >  > 规则管理规则管理。

3. 在规则管理规则管理页面，单击新建自定义规则新建自定义规则。

4. 在新建自定义规则新建自定义规则对话框中，配置各项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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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配置基本信息。

参数 描述

规则名称规则名称 输入新建自定义规则的名称。

对象类型对象类型

指定监控对象的类型，定义监控的粒度。包括任务节点任务节点 、基线基线 、工作空间工作空间 、业业
务流程务流程 、独享调度资源组独享调度资源组 和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 。

说明 说明 对象类型为基线时，仅对基线上的任务运行状态进行监控，不会
监控基线任务的上游任务，如果您需要同时监控基线任务的上游任务，请参
见：智能基线概述。

规则对象规则对象

指定监控对象。

如果对象类型对象类型 选择任务节点任务节点 、基线基线 、工作空间工作空间 和业务流程业务流程 ，则需要填写规则对规则对
象象 。输入监控对象的名称或者ID后，在列表中选择需要添加的对象，单击添加添加 。

任务白名单任务白名单

指定上述监控对象中，哪些任务不受当前规则监控。

当对象类型对象类型 为基线基线 、工作空间工作空间 、业务流程业务流程 时，支持您输入节点名称/ID节点名称/ID，单
击添加添加 按钮将任务至白名单列表中。白名单中的任务将不受监控。

资源组名称资源组名称

指定需要监控的独享资源组名称。

当对象类型对象类型 为独享调度资源组独享调度资源组 和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 时，则需要在下拉列表中
选择需要监控的资源组名称资源组名称 。

ii. 配置触发方式。

说明 说明 自定义报警逻辑中，任务冻结状态表示任务已完成。

对象类型 触发条件 描述

完成完成

表示从任务运行的起始时间点开始监控，在任务运行成功时系统
发送报警。

当对象类型为基线基线 或业务流程业务流程 时，仅当基线、业务流程上的
所有任务都运行成功时，才会触发报警。

当对象类型为任务节点任务节点 ，且添加了多个节点时，仅当所有节点
都执行完成时，才会触发报警。

当对象类型为工作空间工作空间 时，触发条件不支持设置为完成完成 。

说明 说明 对于小时任务，只有全部周期均运行成功后，
该任务才会被判定为完成。

Dat aWorks公共云合集··运维中心 Dat aWorks

258 > 文档版本：20220712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38162.html#concept-2084394


任务节点任务节点 、基线基线 、工工
作空间作空间 、业务流程业务流程

未完成未完成

表示从任务运行的起始时间点开始监控，到指定的目标时间点任
务仍未结束运行，则系统发送报警。

说明 说明 此报警与智能基线报警策略不同，智能基线能
够及时捕捉导致基线上的任务无法按时完成的异常情况并提
前预警，详情请参见：智能基线概述。

场景示例：

场景一：任务的定时调度时间为1点，设置的未完成时间为2
点，则1点时该任务开始运行，在2点时任务仍未结束运行，则
发送报警。

场景二：设置任务每天0:00~23:59每小时调度一次，当该任
务未完成时间设置为12点时，则该规则每天都会触发告警。

场景三：设置某基线完成时间为10点，则只要基线上有一个任
务没有在10点完成，便会发送告警。

说明 说明 对于小时或分钟任务，会校验当天所有周期在
指定时间点是否未运行完成。

出错出错

表示从任务运行的起始时间点开始监控，如果任务运行出错，则
系统发送报警。

说明说明

实例任务运行出错即在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   >  周期任务运维周期任务运维  >   >  周期周期
实例实例 的基本信息列，目标实例显示 状态。

当对象类型为基线基线 、工作空间工作空间 或业务流程业务流程 时，只要基线、工
作空间或业务流程内的某个任务运行出错，便会触发告警。

任务每次运行出错都会触发报警，如果某个任务出错报警次数
为2，当该任务重跑2次均出错时，将会触发4次报警。

如果您需要在任务自动重跑后仍出错时再触发报警，则可以将
触发条件配置为：自动重跑后仍出错自动重跑后仍出错 。

对象类型 触发条件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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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未完成周期未完成

表示在指定的周期内，任务仍未结束运行，则系统发送报警。通
常用于监控以小时为周期单位的实例任务。

当业务流程设置了周期未完成周期未完成 监控后，系统会根据您设置的周期
N，对业务流程中的任务（例如，天任务、小时任务、分钟任务
等），进行第N个周期任务的监控。如果实例数少于N时，则会忽
略该任务的告警。

例如，设置的周期为3，业务流程中有如下两个任务，则告警监
控情况如下：

小时任务A：每2小时调度一次，运行一次耗时25min。运行起
始时间为每日0点0分，则该任务一天（24小时）共有12个任
务周期，0点为第一个周期，则第3个周期为4点。该任务正常
运行时，第3个周期任务会在4点25分执行完毕。此时设置触发
条件为周期未完成周期未完成 ，且指定该任务第3个周期在4点30未完成
的时候发送报警信息，则如果任务某天运行到4点30还未完成
时，将会发送报警。

分钟任务B：每10分钟调度一次，运行一次耗时2min。运行起
始时间为每日0点0分，则该任务一小时共有6个任务周期，0点
0分为第一个周期，则第3个周期为0点20分。该任务正常运行
时，第3个周期任务会在0点22分执行完毕。此时设置触发条件
为周期未完成周期未完成 ，且指定该任务第3个周期在0点23未完成的时
候发送报警信息，则如果任务某天运行到0点23还未完成时，
将会发送报警。

超时超时

表示从任务运行的起始时间点开始监控，到指定的运行时长后，
该任务仍未结束运行，则系统发送报警。通常用于监控任务的运
行时长。

说明 说明 如果监控的任务执行失败，到指定的运行时长
后，该任务仍处于未成功状态，将触发超时告警。

自动重跑后自动重跑后
仍出错仍出错

表示从任务运行的起始时间点开始监控，如果任务运行出错且自
动重跑后仍出错，则系统发送报警，

说明 说明 如果您需要在任务每次运行出错时就触发报
警，则可以将触发条件配置为：出错出错 。

任务转实例任务转实例
完成完成

仅当对象类型为工作空间工作空间 时，可以选择该触发条件。

实例数量波实例数量波
动动

仅当对象类型为工作空间工作空间 时，可以选择该触发条件。DataWorks
每天在24:00前生成次日需要运行的周期实例，当工作空间的实
例数量与历史均值相比发生一定幅度的波动时，您将收到该报
警。

对象类型 触发条件 描述

Dat aWorks公共云合集··运维中心 Dat aWorks

260 > 文档版本：20220712



独享调度资源组独享调度资源组 、独独
享数据集成资源组享数据集成资源组

资源组利用资源组利用
率率

当利用率利用率 大于某个数值并持续指定时长时，触发该报警。

示例：利用率利用率 大于50%并持续15分钟时，触发报警。

资源组上等资源组上等
待资源的实待资源的实
例数例数

当等资源实例数等资源实例数 大于某个数值并持续指定时长时，触发该报警。

示例：等资源实例数等资源实例数 大于10并持续15分钟，触发报警。

对象类型 触发条件 描述

iii. 配置报警行为。

报警方式 报警接收人 描述

邮件邮件 、短信短信 、电话、电话
支持报警给任务责任任务责任
人人 、值班表值班表 和其他人其他人
员员 。

您可以单击校验联系方式校验联系方式 ，校验手机号或邮箱
是否填写正确。

您需要购买DataWorks专业版及以上版本，才
可以使用电话告警功能。

如果您选择报警方式报警方式 为电话电话 ，则需要选中为了为了
避免短时间内产生大量报警电避免短时间内产生大量报警电
话，Dat aWorks会对报警电话进行过滤，话，Dat aWorks会对报警电话进行过滤，
同一个用户在20分钟内最多接受到一通报警同一个用户在20分钟内最多接受到一通报警
电话，其余报警电话将被降级为短信，请知电话，其余报警电话将被降级为短信，请知
悉。悉。

您需要先配置值班表，再在此处选择报警给值
班表，值班表配置详情请参见：值班表。

钉钉群机器钉钉群机器
人人 WebHookWebHook、

群内人员

您可单击操作列的发送测试消息发送测试消息 ，测试该报警
是否可以正常发送。如未收到告警信息，请参
考智能监控进行排查。

DataWorks仅支持使用钉钉群、企业微信和飞
书的Webhook地址，如果您需要使用其他的
WebHook，请工单联系我们。

钉钉群机器人安全配置仅支持配置关键字，并
且关键字需要包含DataWorks。

iv. 配置疲劳度控制。

参数 描述

最大报警次数最大报警次数 报警的最大次数，超过设置的次数后，不再产生报警。

最小报警间隔最小报警间隔 两次报警之间的最小时间间隔。

免打扰时间免打扰时间

设置了免打扰时间后，则在该时间段内系统将不会发送告警。

例如，当设置了任务状态为超时超时 、出错出错 、未完成未完成 时触发报警，且该任务设置的免
打扰时间为  00：00 到  08：00 ，则该时间段内将不会发出报警信息，如果
到达8点，任务仍处于上述异常状态，将会发出报警信息。

5. 单击确定确定，即可生成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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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规则管理规则管理页面单击相应规则后的详情详情、开启/关闭开启/关闭或删除删除进行相关操作。

详情详情：单击详情详情，即可查看规则的基本信息。

开启开启或关闭关闭：控制规则的状态，开启后方可监控任务的执行情况。您可以在报警信息面板查看报警详
情。

删除删除：单击删除删除，即可直接删除规则。

场景实践：发送报警消息至钉钉群场景实践：发送报警消息至钉钉群
1. 打开需要告警的目标钉钉群，单击右上角的群设置群设置图标。

2. 单击智能群助手智能群助手。

3. 在智能群助手智能群助手页面，单击添加机器人添加机器人。

4. 在群机器人群机器人页面，单击 图标。

5. 在选择要添加的机器人选择要添加的机器人页面，单击自定义自定义。

6. 在自定义自定义对话框中，单击添加添加。

7. 在添加机器人添加机器人对话框中，配置各项参数。

参数 描述

机器人名字机器人名字 自定义机器人的名称。

添加到群组添加到群组 添加机器人的群组，不可以修改。

自定义关键词自定义关键词

设定后，只有包含关键词的消息内容才会被正常发送。此处必须添
加DataWorks为关键词，注意区分大小写。

说明 说明 最多可以设置10个关键词，消息中至少包含其中1个关
键词才可以发送成功。

8. 选中我已阅读并同意《自定义机器人服务及免责条款》我已阅读并同意《自定义机器人服务及免责条款》，单击完成完成。

9. 完成安全设置后，复制机器人的WebhookWebhook，单击完成完成。

注意 注意 请妥善保管Webhook地址，一旦泄露会有安全风险。

10. 进入规则管理页面，单击新建自定义规则新建自定义规则，选择报警方式为钉钉群机器人钉钉群机器人，复制webhook地址webhook地址至钉钉钉钉
群机器人群机器人的输入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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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Works智能监控推送企业微信或飞书的报警信息样例如下。

您可以使用DataWorks值班表功能设置实例运维报警的值班机制。当自定义规则的报警接收人设置为值班表
后，DataWorks将按照排班将报警信息发送给对应的值班人，以便值班人员及时发现并处理问题。本文为您介
绍如何新建并管理值班表。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3.6.3.2. 值班表3.6.3.2. 值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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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DataWorks专业版及以上版本，才可以使用值班表功能。如果您使用的是低版本的DataWorks，则需要升级
至专业版及以上版本，才可以使用该功能。升级DataWorks版本，详情请参见版本服务计费说明。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当前DataWorks版本到期后，您将无法访问值班表页面，不能查看、新增、修改或删除值班表及对应的排
班。

如果当前专业版或以上版本的DataWorks配置了值班表，当版本到期后未及时续费或降级了当前版本，则
DataWorks会为您保留原有的值班表数据。当重新升级到专业版或更高版本后，原有的值班表功能可以正常
使用。

当您创建的自定义规则中，报警接收人配置了值班表后，在产生报警时值班表对应的值班人员才会收到报
警信息。配置自定义规则，详情请参见自定义规则。

新建值班表并配置值班安排新建值班表并配置值班安排
1. 进入运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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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工作空间所在地域后，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进入运维中心进入运维中心。

2. 在运维中心运维中心页面的左侧导航栏，单击智能监控智能监控 >  > 值班表值班表。

3. 在值班表值班表区域，单击 图标，配置新建值班表新建值班表的各项参数。

参数 描述

名称名称 输入值班表的名称。

管理员管理员
默认为当前登录阿里云的账号，您可以根据需求设置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主账号或RAM用户为管理员管理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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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提醒值班提醒

开启值班提醒后，将提前通知值班人下次值班的时间，
默认配置为不提醒不提醒 。您可以根据需求选择前1天前1天 、前2前2
天天 或前一周前一周 提醒。

当选择前1天前1天 、前2天前2天 或前一周前一周 时，则可以配置具体的
提醒时间以及提醒方式提醒方式 。

提醒方式提醒方式

DataWorks支持使用短信短信 邮件、电话电话 及钉钉群机器钉钉群机器
人人 （Webhook地址）等方式进行值班提醒。添加钉钉
群机器人获取Webhook地址详情请参见场景实践：发
送报警消息至钉钉群。

仅当值班提醒值班提醒 配置为前1天前1天 、前2天前2天 或前一周前一周 时，需要
配置该参数。

参数 描述

4. 单击确认确认。

5. 在新建的值班表页面，单击右上角的新建值班新建值班，创建值班信息。

您也可以直接单击指定日期的白色块，新建值班信息。

6. 配置新建值班新建值班对话框的各项参数。

参数 描述

值班人值班人
当前值班表中配置的值班人员。您可以选择当前登录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主账号或RAM用户。

类型类型
主主 ：配置值班人为主值班人。

备备 ：配置值班人为备用值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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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天全天
是是 ：开始时间开始时间 及结束时间结束时间 ，均为全天24小时值班。

否否 ：可以自定义开始时间开始时间 或结束时间结束时间 的值班时间
点。

开始时间开始时间
开始值班的时间。当全天全天 配置为否否 时，可以自定义值班
时间点。

结束时间结束时间
结束值班的时间。当全天全天 配置为否否 时，可以自定义值班
时间点。

重复重复

默认为不重复不重复 。您也可以选择重复的周期为每日每日 、每每
周周 、每周一到周五每周一到周五 、每月每月 、每年每年 以及自定义自定义 。

当配置了重复周期后，当前新增的值班信息会添加在所
选的周期时间内。

时间间隔时间间隔

时间间隔时间间隔 可以配置为当前值班时间区域前后的任意天
数。

仅当重复重复 配置为自定义自定义 时，需要配置该参数。

结束重复结束重复

用于指定重复周期的结束时间。默认为永不结束。

当重复重复 配置为每日每日 、每周每周 、每周一到周五每周一到周五 、每月每月 、每每
年年 以及自定义自定义 时，需要配置该参数。

参数 描述

示例新建的值班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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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新建的值班信息中，蓝色代表主值班人，黄色代表备用值班人。

新建值班时，您只能选择为当前日期及之后日期创建值班信息，当前日期之前的日期则无法
创建值班信息。

DataWorks支持在相同的值班时间配置多个主或备值班人。

管理值班表管理值班表
在值班表值班表区域，您可以执行如下操作：

通过值班表名称值班表名称或管理员管理员，快速搜索符合条件的值班表。

单击目标值班表后的 图标，可以修改修改或删除删除已创建的值班表。

说明 说明 仅值班表管理员可以编辑或删除值班表值班表或已创建的值班值班安排。

双击目标值班表，则可进入值班表的详情页面，查看值班表的详细信息。

在目标值班表详情页面，您可以执行如下操作：

在①区域，您可以查看值班表的基本信息以及当前的值班人。当您配置的自定义监控规则使用了目标值
班表，则该值班表会按照排班情况发送相关报警信息，您可以单击使用情况使用情况后的详情详情查看具体使用信
息。管理自定义规则，详情请参见自定义规则。

在②区域，您可以通过值班人类型，筛选目标值班人的值班安排，也可以查看指定月份的值班安排。默
认显示当前月份所有值班人的值班安排。

如果您选择了查看非当前月份的值班，在查看完毕后可以单击回到本月回到本月，快速返回至当前月份的值班界
面。

在值班安排界面，您可以查看已创建值班的值班详情，包括值班人、值班日期、值班类型（属于主值班
或备值班）等。单击已创建的值班，则可选择修改或删除当前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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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根据业务需求对独享资源组自定义运维规则，实现独享资源组的智能监控和自动化运维。本文为您介绍
如何通过DataWorks的运维中心配置自动运维规则。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DataWorks的自动运维功能可以实现根据已设置好的监控规则和运维规则来自动执行任务的运维操作。您可以
根据具体业务需求，对运行在目标独享资源组上的实例任务定制监控指标，再结合自身业务逻辑自定义运维规
则，并关联目标实例任务的监控规则。当实例任务满足过滤条件时，将自动触发并执行运维动作，以达到自动
运维的目的。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支持项目管理员设置、修改和删除自动运维规则。

仅支持对独享资源组上运行的实例任务配置自动运维规则。

目前仅支持查看30天内的自动运维规则执行记录。

目前仅支持当调度资源组使用率水位过高时终止运行指定任务的自动运维操作。

一条自动运维规则仅支持关联一条监控规则，但多条自动运维规则支持关联同一条监控规则。

进入自动运维进入自动运维
1. 进入数据开发数据开发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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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工作空间所在地域后，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进入数据开发进入数据开发。

2.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智能监控智能监控 >  > 自动运维自动运维，进入自动运维页面。

3.6.4. 自动运维3.6.4. 自动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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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规则管理运维规则管理
自动运维页面可以为您展示已创建的运维规则列表及规则执行记录信息，您可以根据需求，执行如下操作：

说明 说明 仅支持项目管理员权限设置和修改规则，如需添加项目管理员权限，请参见添加工作空间成员
和角色。

添加规则

规则管理规则管理页面，单击右上方的添加规则添加规则，按照要求填写如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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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参数 说明

基本信息

名称名称 输入新建的运维规则名称。

关联监控规则关联监控规则

关联需要使用的监控规则。如需新建监控规则，请参
见自定义规则。

说明 说明 目前仅支持关联调度资源监控规则。

运维动作运维动作

选择达到监控规则条件触发监控规则时，实例需要执行
的运维操作。

说明 说明 目前运维动作运维动作 仅支持选择终止运行实终止运行实
例例 。

过滤条件

资源组资源组

创建监控规则时设置的资源组名称。

说明 说明 此处监控对象仅支持选择独享数据集成
资源组和独享调度资源组。

工作空间工作空间 选择该运维规则生效的工作空间。

实例类型实例类型
选择使用该运维规则的实例类型。包括周期实例周期实例 、补数补数
据实例据实例 、测试实例测试实例 、手动任务手动任务 和手动业务流程手动业务流程

调度周期调度周期 调度周期包括分钟、小时、天、周和月。

优先级优先级

选择运维规则执行优先级，数值越大优先级越高。取值
如下：

1

3

5

7

8

状态状态 选择实例运行状态。包括等待资源等待资源 和运行中运行中 。

白名单 白名单白名单

展示该规则可使用任务白名单，如需添加任务白名单，
请在下拉列表选择需要使用的白名单，单击添加添加  。

说明 说明 自动运维规则对白名单任务不生效。

约束规则

生效时段生效时段 设置规则生效的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最大生效次数最大生效次数 设置规则触发的最大次数。

最小生效间隔最小生效间隔 设置规则触发的最小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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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规则

在规则管理规则管理页面左上方的搜索栏，可以通过输入规则名称进行模糊匹配来快速查找目标规则。

查看、修改和删除规则

如需查看规则信息，请在规则管理规则管理页面，单击目标规则所在行右侧的查看查看。

如需修改规则定义，请单击查看规则查看规则对话框右下方的修改修改。

如需删除目标规则，请单击目标所在行右侧的删除删除，在弹出的对话框单击确认确认。

查看规则执行记录

在执行记录执行记录页面，为您展示运维规则的执行情况，包括执行时间、规则责任人及涉及任务数等，如需查看
详细信息，请单击目标执行记录右侧的查看详情查看详情，即可查看规则自生效时刻起24小时内的资源使用率水位
曲线信息。

等资源实例数/利用率等资源实例数/利用率：以水位曲线形式为您展示等资源实例数和利用率情况，您还可以将鼠标悬停在
水位线显示区域内的任意位置，即可显示此刻资源实例数和利用率情况。

被终止运行的实例被终止运行的实例：为您展示被终止运行的任务列表。

其他其他
现在您已经学习了如何配置运维规则，配置好运维规则后，系统会自动根据运维规则对资源组使用情况进行监
控，资源组监控详情请参见资源运维。

您可以使用报警信息功能查看智能监控模块产生的所有报警信息。包括智能基线产生的基线预警信息和事件报
警信息、自定义规则报警及全局规则报警产生的报警信息。本文为您介绍如何查看报警详情。

3.6.5. 报警信息3.6.5. 报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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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您可以在报警信息页面查看接收到的报警详情，包括触发该报警的监控规则、报警触发条件、您收到报警
的原因等。如果您对相关报警存在疑问，您可以根据报警信息类型，查看对应类型的规则触发报警的机
制，详情请参见：智能监控概述。

如果您不希望收到某类报警，请将报警详情页面的URL发送给规则创建人，相关责任人会在规则管理页面或
智能基线页面将您从规则的报警接收人中移除。规则创建人请参见基线管理、自定义规则界面。

进入报警信息页面进入报警信息页面
1. 进入运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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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工作空间所在地域后，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操作操作列的 图标，选择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2. 进入运维中心运维中心后，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智能监控智能监控 >  > 报警信息报警信息。进入报警信息页面。

查看报警信息查看报警信息
您可以在报警信息报警信息页面查看智能监控模块产生的所有报警信息。

区域 描述

筛选

在上图的模块①区域，您可以通过筛选条件过滤需要查询的报警信息。

您可以根据规则类型规则类型 、规则ID/名称规则ID/名称 、实例ID实例ID接收人接收人 、报警时间报警时间 、报警方式报警方式 等条件进行
精确筛选。

报警信息列表
在上图的模块②区域，以列表方式为您展示满足过滤条件的报警信息。您可以单击操作列
的详情详情 进入报警详情页查看详细报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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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当查看事件报警时，规则/基线规则/基线列将展示当前事件所影响的基线列表。

当查看规则报警时，对象对象列将展示该规则监控对象中，触发报警的对象。

查看报警详情查看报警详情
您可以在报警详情报警详情页面查看报警的完整触发流程，包括触发该报警的监控规则、报警触发条件、您收到报警
的原因等。

报警对象报警对象：哪个异常任务触发了该报警，即规则监控对象中触发报警的对象。

报警情况报警情况：该任务触发了那种异常报警，即规则的报警触发条件。如果您对相关报警触发条件存在疑问，
您可参考文档进行确认。详情请参见：智能监控概述。

接收对象接收对象：谁接收该报警，一般为规则定义的报警接收人。但如果规则定义的报警接收人未合理配置个人
手机或邮箱，将会先向主账号发送报警信息，当主账号也未设置手机或邮箱时，系统将会向基本接收管
理中产品的欠费、停服、即将释放等信息的消息接收人发送报警信息，为避免出现上述情况，您可
在DataWorks控制台配置报警联系人完整的手机号、邮箱等信息。详情请参见：查看和设置报警联系人。

说明 说明 如果您不希望收到某类报警，请将报警详情页面的URL发送给规则创建人，相关责任人会在规
则管理页面或智能基线页面将您从规则的报警接收人中移除。

本文为您介绍在运维中心设置了智能监控后，任务运行失败的常见报错及解决方案。

没有收到任务运行失败的告警没有收到任务运行失败的告警短信/短信/邮件邮件
问题现象：在运维中心设置了智能监控后，任务运行失败了却没有收到告警的短信或邮件。

可能原因：

3.6.6. 常见问题3.6.6.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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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上述问题通常是因为设置的报警接收人的手机号码和邮箱信息不正确。

当DataWorks任务运行失败时，系统会向DataWorks智能监控中设置的报警接收人的手机号码和邮箱发送报
警信息，如果手机号码和邮箱信息不正确，则系统会将报警信息发送到阿里云账号基本接收管理中设置的
产品欠费、停服、即将释放等相关信息的消息接收人。此种情况下DataWorks的报警接收人将收不到报警信
息。

解决方案：

您需要确认并修改DataWorks智能监控中设置的报警接收人的手机号码和邮箱信息，确保系统可以向其发送
报警消息。

您可以单击右上角的账号名称，在用户信息中查看或修改邮箱和手机号码信息。

说明 说明 RAM账号的邮箱和手机号信息需要对应的主账号进行修改。

您可以使用智能诊断功能对任务进行全链路分析，当任务运行不符合预期时，您可以使用该功能快速定位问
题。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任务运行条件说明：

调度任务运行需要满足的条件包括：上游任务运行成功、当前任务定时时间已到、调度资源充足、当前任
务未冻结等。关于任务运行条件说明，详情请参见：任务运行条件。

任务未运行问题定位：

如果上游任务为未运行状态且上游依赖层级较深时，建议您先通过DAG面板中的上游分析功能，快速定位阻
塞当前任务运行的关键上游任务，再通过智能诊断智能诊断功能，诊断该关键任务未运行的原因，提升运维效率。

功能概述功能概述
智能诊断功能可以基于以下维度对任务进行诊断：

检查上游任务运行情况。

检查是否已到达任务设置的定时运行时间。

检查调度资源使用情况，可在此处查看当前任务等待资源时，哪些任务在占用资源。

检查任务执行情况。

3.7. 智能诊断3.7. 智能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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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任务运行全链路诊断详情请参见：全链路分析。

除上述任务运行诊断外，智能诊断还为您提供提下信息帮助您了解任务的运行情况：

支持您查看任务运行的关键时间点。详情请参见基本信息。

支持您查看任务影响的基线及对应基线运行情况。详情请参见影响的基线。

支持您查看任务的历史运行情况。详情请参见历史实例运行情况。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DataWorks专业版及以上版本，支持使用运行诊断功能。您目前可以免费体验，但建议您升级到专业版以获
取更多产品能力。版本升级详情请参见：DataWorks各版本详解。

进入智能诊断进入智能诊断
1. 进入运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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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工作空间所在地域后，单击相应工作空间操作操作列的 图标，选择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2. 进入智能诊断智能诊断。

方法一：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周期任务运维周期任务运维或手动任务运维手动任务运维，选择周期实例周期实例、补数据实例补数据实例、测试实测试实
例例或手动实例手动实例，通过以下方式进入相应实例的智能诊断智能诊断页面。

单击相应实例前的状态图标，进入实例的智能诊断智能诊断页面。

在实例列表模式下，单击相应实例操作操作列的去诊断去诊断。如果当前页面非列表模式，您可单击页面中间
的 图标返回列表模式。

在DAG模式下，右键单击相应实例的DAG图，选择菜单中的运行诊断运行诊断。如果当前页面非DAG图模
式，您可单击相应实例操作操作列的DAG图DAG图，打开实例的DAG图。

在DAG模式下，单击相应实例的DAG图，在右下角的弹框中，单击任务状态右侧的去诊断去诊断。

方法二：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智能诊断智能诊断进入智能诊断页面。

说明 说明 智能诊断只支持通过实例ID定位具体实例，您可通过实例详情页获取实例ID。

全链路诊断全链路诊断
DataWorks根据任务运行的必要条件，将依次检查上游任务的运行状态、当前任务设置的定时时间、调度资源
的使用情况、当前任务的执行情况：

上游依赖上游依赖

智能诊断的上游依赖上游依赖页面，为您展示当前任务的上游任务运行情况，如果上游任务未运行成功，将阻塞当
前任务运行，您可以单击上游任务操作操作列的运行诊断运行诊断，查看上游任务未运行成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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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如果上游任务为未运行状态且上游依赖层级较深时，建议您先通过DAG面板中的上游分析功
能，快速定位阻塞当前任务运行的关键上游任务，再通过智能诊断智能诊断功能，诊断该关键任务未运行的原
因，提升运维效率。

定时检查定时检查

定时检查定时检查将为您检查当前任务的定时时间是否已到。仅当上游依赖检查通过时，才会触发该检查。

说明 说明 在数据开发模块中定义任务的调度属性时，需要为设置任务在调度环境中的预期运行时
间，但任务实际运行时间可能由于上游任务运行失败等问题导致任务实际执行时间晚于任务定时时间。

调度资源调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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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诊断的调度资源调度资源页面，为您展示资源使用趋势。如果当前任务该检查未通过，那么表示当前任务运行
时所使用的调度资源不足，任务将进入等待资源状态，直到占用该调度资源的任务执行结束，释放资源
后，才会运行当前任务。您可以根据资源使用趋势，合理安排任务的定时时间，以错峰运行。

功能 描述

调度资源信息调度资源信息

为您展示前任务所使用的调度资源组名称、正在该资源组上运行的任务数、
该资源组上正在等待运行的任务数。

说明 说明 公共调度资源组：每天0点~9点是DataWorks的任务高峰
期，公共调度资源紧张，可能出现任务等待资源的情况。 您可以错峰运
行调度任务或者前往DataWorks控制台添加独享资源组或自定义资源组
来缓解资源紧张的情况。

资源使用趋势资源使用趋势
为您展示当前调度资源组各时间段内的资源使用率，以及当前任务等待资源
的耗时情况。

占用资源的任务占用资源的任务 为您展示当前任务等待资源的时间段内，占用该调度资源组的任务列表。

任务执行任务执行

任务执行任务执行为您展示当前任务的执行日志、已关联的数据质量规则执行详情及代码详情等信息，对于运行失
败的任务，智能诊断功能会根据日志信息，为您提供智能诊断建议，帮助您快速获取任务的出错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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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注意 仅MaxCompute任务支持查看诊断信息诊断信息和MaxComput eMaxComput e作业列表。

功能 描述

诊断信息诊断信息
日志诊断：获取关键报错信息、报错原因并给出诊断建议。

计算资源诊断：若任务长时间处于等待引擎执行资源的状态下，将在此处给出提
示。

日志日志 为您展示任务的详细执行过程。

MaxComput eMaxComput e

为您展示MaxCompute作业列表及计算资源详情。

说明说明

一个DataWorks实例会分成若干个MaxCompute Instance依次执
行。

当任务满足运行条件后，DataWorks会根据任务类型将任务下发到对
应的计算引擎上执行，当计算资源紧张时，可能会出现等待计算资源
的情况，导致任务运行变慢。

DQCDQC
如果任务关联了数据质量规则，在任务运行时，将触发数据质量规则运行，您可在
此处查看数据质量规则详细执行情况。

代码详情代码详情 为您展示当前任务的代码详情。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您可以在基本信息基本信息页面查看当前任务运行的关键时间点和基本信息，相关属性的详细介绍请参见：调度配置。

影响基线影响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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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影响基线影响基线页面查看将当前任务纳入监控范围的基线列表及基线运行情况。智能基线详情请参见：智能
基线概述。

历史实例历史实例
您可以在历史实例历史实例页面查看如下信息：

当前任务各维度指标的变化趋势：通过可视化图表方式为您展示当前任务近15天内运行耗时运行耗时、开始运行时开始运行时
间间、等待调度资源耗时等待调度资源耗时的变化趋势。

当前任务的历史实例运行情况：通过列表方式为您展示当前任务的历史实例运行详情，包括实例开始运行
时间、结束时间、运行时长、等待资源耗时等。支持您单击操作列的运行诊断运行诊断跳转至对应实例的诊断详情
页面。

资源运维功能用于监控DataWorks中任务运行所用资源组的使用情况，本文为您介绍如何使用资源运维功能。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您可以根据具体业务需求对资源组上运行的实例任务定制监控指标和自动运维规则，资源运维页面会以可视化
方式为您展示资源组使用情况及实例任务执行情况，实现资源组及实例任务的智能监控和自动化运维，减少繁
杂的人工操作，提高运维管理效率。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当前华东2（上海）、华东1（杭州）地域不支持使用DataWorks的资源运维功能。

DataWorks的资源运维功能仅支持对独享调度资源组和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进行运维。

进入资源运维进入资源运维
1. 登录DataWorks控制台。

3.8. 资源运维3.8. 资源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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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工作空间列表工作空间列表。

3. 选择工作空间所在地域后，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进入数据开发进入数据开发。

4. 

5.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资源运维资源运维，默认显示当前DataWorks使用的独享资源组列表。

查看资源组列表查看资源组列表
资源运维页面为您展示当前DataWorks任务运行正在使用的资源组（即运行状态的资源组），此处仅支持展示
独享调度资源组和独享数据集成资源组。您可以根据需求，执行如下操作：

筛选目标资源组。

您可以在右上方的搜索栏输入所要查找的目标资源组名称，单击 ，即可进行模糊匹配来快速查找目标资

源组信息。

查看其他资源组。

您可以单击独享资源组独享资源组后的查看全部查看全部，即可跳转至DataWorks管理控制台页面下的资源组列表资源组列表。

参数名 说明

资源组名称资源组名称
创建资源组时自定义的资源组名称。单击资源组名称，可以跳转至资源组详情页面，具体
介绍请参见查看资源组详情。

类型类型

创建资源组时选择的资源组类型，此处仅支持数据集成资源组数据集成资源组 和调度资源组调度资源组 。

说明 说明 资源运维功能仅支持独享资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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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状态

当前资源组的运行状态，包括：

运行中运行中

已到期已到期

已释放已释放

启动中启动中

创建失败创建失败

更新中更新中

更新失败更新失败

已释放已释放

超时超时

到期时间到期时间 当前资源组可用的截止日期。

规格规格 创建资源组时定义的资源组规格。

数量数量 创建资源时定义的资源数量。

使用率使用率
资源组当前使用率，单击使用率使用率 后的 ，可以对整个资源组列表按照资源使用率从低到

高或从高到低进行排序。

参数名 说明

查看资源组详情查看资源组详情
资源组详情页面为您展示目标资源组的具体使用情况，包括资源组的基本信息、资源使用率水位曲线和任务列
表，并支持自定义监控规则，帮助您实现资源的智能监控和自动运维，查看和设置运维规则请参见自动运维。

区域 参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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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该区域为您展示资源组的基本信息。

如果您需要修改资源组信息，例如对
资源组进行扩容、缩容等操作，您可
以单击更多操作更多操作 ，即可跳转至
DataWorks管理控制台的资源组列资源组列
表表 。

2

该区域为您展示该资源组的使用情
况，包括当前使用率当前使用率 、当前使用该资
源组且处于运行中运行中 状态的实例数和等
资源且处于排队中 排队中 状态的实例个
数。

如果您需要查看为该资源组配置的监
控规则，可以单击监控监控 ，即可跳转
至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智能监控智能监控 >规则管理规则管理 。

3

可以为您分类展示当前资源组上运行
的所有实例列表。根据运行状态和同
步方式进行实例分类，具体如下：

运行中的离线同步实例运行中的离线同步实例

排队中的离线同步实例排队中的离线同步实例

运行中的实时同步实例运行中的实时同步实例

您可以单击自动运维自动运维 ，即可跳转
至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智能监控智能监控 >自动运维自动运维 ，
有关自动运维功能具体介绍请参见自
动运维。

4
以水位曲线形式为您直观展示当前资
源组资源使用率。

你可以通过设置起始时间来筛选需要
查看资源使用率情况的时间段。

您还可以将鼠标悬停至水位曲线上，
查看此刻资源利用率。

区域 参数 说明

在DataWorks实例任务中，E-MapReduce计算引擎任务会被分为若干作业有序执行。您可以使用DataWorks的
引擎运维功能，查看各个E-MapReduce作业的详细信息，及时查找并清理运行有误的作业，避免该类作业阻
塞下游任务，影响实例任务的正常运行。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DataWorks目前仅支持对E-MapReduce计算引擎进行运维，并且您需要升级E-MapReduce执行包的版本后
才能正常获取运维数据。如果您当前需要使用引擎运维功能请提交工单升级E-MapReduce执行包的版本。

如果您的DataWorks项目空间没有添加E-MapReduce引擎，则运维中心运维中心左侧导航栏不会显示引擎运维引擎运维。

目前仅华南1（深圳）地域支持使用DataWorks的引擎运维功能。

进入引擎运维进入引擎运维
1. 进入数据开发数据开发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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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工作空间所在地域后，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进入数据开发进入数据开发。

2. 

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引擎运维引擎运维 >  > E-MapReduceE-MapReduce，进入E-MapReduce引擎运维页面。

查看引擎作业查看引擎作业

3.9. 引擎运维3.9. 引擎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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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pReduce引擎运维页面，为您展示了当前地域，与所选DataWorks项目空间绑定的E-MapReduce引擎，
在DataWorks中下发的E-MapReduce作业的详细信息，您可以根据需求执行如下操作：

筛选目标E-MapReduce作业。

您可以在E-MapReduce引擎运维E-MapReduce引擎运维页面的顶部菜单栏，根据不同维度进行筛选，快速查看目标作业。

类别 描述

实例ID实例ID

您可以通过E-MapReduce的作业ID作业ID查找目标作业，或通
过DataWorks的实例ID实例ID，查找该实例任务下的所有EMR
作业。

说明说明

引擎运维引擎运维 页面默认为您展示最近三天的引
擎实例数据。

通过E-MapReduce的作业ID作业ID或DataWorks
的实例ID实例ID搜索时，仅支持展示最近30天的
引擎实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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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状态

NEWNEW ：表示E-MapReduce作业刚创建。

NEW_SAVINGNEW_SAVING：表示正在保存E-MapReduce作业。

SUBMIT T EDSUBMIT T ED：表示E-MapReduce作业已提交执行申
请。

ACCEPT EDACCEPT ED：表示调度程序已接受E-MapReduce作业
的执行申请。

RUNNINGRUNNING：表示E-MapReduce作业正在运行。

说明 说明 如果目标作业长期处于运行状态，
您可以手动终止运行目标作业所在的DataWorks
实例任务，防止运行有误的作业长期占用资源，
阻塞下游任务，详细内容请参见下文终止运行Da
taWorks实例任务。

FINISHEDFINISHED：表示E-MapReduce作业已运行结束。

SUCCESSEDSUCCESSED：表示E-MapReduce作业运行成功。

FAILEDFAILED：表示E-MapReduce作业运行失败。如果作
业呈现该运行状态，则您需要及时识别并处理相关报
错，以免阻塞下游作业，影响任务的正常运行。

KILLEDKILLED：表示由作业的执行者或管理员终止了E-
MapReduce作业的运行。

EMR作业类型EMR作业类型 当前仅支持查看MAPREDUCEMAPREDUCE及SPARKSPARK类型的作业。

类别 描述

查看目标作业的详细信息。

您可以查看E-MapReduce作业的基本信息，包括作业ID、作业状态、开始运行时间、结束运行时间、所
属DataWorks实例及实例ID等。

说明 说明 不同E-MapReduce作业所属的DataWorks实例名称可能相同，但如果不同E-MapReduce
作业的运行开始时间开始时间不同时，则被认为属于不同的DataWorks实例任务。您可以通过作业所属
的Dat aWorks实例IDDat aWorks实例ID判断任务是否属于同一个DataWorks实例任务。

通过作业的运行状态，识别运行出错的作业（例如，状态为FAILEDFAILED的作业为运行失败的作业），单击作作
业ID业ID或所属Dat aWorks实例所属Dat aWorks实例名称，进入相应任务详情界面，确认并处理报错。

您可以对开始时间开始时间或结束时间结束时间，进行升序或降序排列，直观的查看作业的运行先后顺序及运行时长，了
解目标作业的运行情况。

终止运行DataWorks实例任务。

如果E-MapReduce作业长期处于运行状态，即作业状态显示为RUNNINGRUNNING，则您可以勾选目标作业，单击引引
擎运维擎运维页面左下角的终止运行对应的Dat aWorks实例终止运行对应的Dat aWorks实例，终止运行目标作业所在的DataWorks实例任务。
该类作业往往是由于运行内部出错，导致作业不能自动终止，防止该作业长时间占用资源，阻塞并影响其
他作业的运行，则需要手动将其停止，及时处理相关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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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

当多个E-MapReduce作业属于同一个DataWorks实例任务时，当终止运行任意E-MapReduce作
业时，都会导致DataWorks实例任务的运行状态置为失败。

当前仅支持对运行中的DataWorks实例任务进行终止运行操作。

执行终止运行操作后，目标实例任务的状态将被置为失败。置为失败状态后，当前实例任务会
阻塞该任务的下游节点运行。请知悉风险并谨慎操作。

操作历史页面展示用户在运维中心各页面上的操作记录。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记录在当前工作空间下的运维操作。

仅支持展示三十天内的操作记录。目前记录的操作如下：

任务：下线、冻结、解冻操作。

实例：冻结、解冻、终止运行、强制重跑下游操作。

基线：新建、开启、关闭、修改、删除操作。

仅工作空间的运维人员、空间管理员、租户管理员可以查看此页面。

仅记录页面操作，不记录OpenAPI操作。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进入操作历史页面。

i. 进入运维中心。详情请参见：进入运维大屏。

ii.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操作历史操作历史。

2. 进入操作历史页面后，您可以查看相关操作历史详情。

3.10. 操作历史3.10. 操作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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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描述

筛选筛选

在上图的模块1区域，您可以通过筛选条件过滤出需要查询的操作历史。

您可以根据操作对象操作对象 、类型类型 、操作人操作人 、操作日期操作日期 等条件进行精确筛选。目前
支持查看操作历史的操作类型包括：

任务：下线、冻结、解冻操作。

实例：冻结、解冻、终止运行、强制重跑下游操作。

基线：新建、开启、关闭、修改、删除操作。

查看详情查看详情

在上图的模块2区域，以列表样式为您展示操作记录的操作时间操作时间 、操作类操作类
型型 、操作人操作人 、涉及节点涉及节点 、状态状态 等信息。

您还可以单击操作列的查看详情查看详情 ，查看相关操作的结果，支持您单击任务名
称，跳转至节点所在的任务列表、实例列表或数据开发页面。

问题现象问题现象
在数据地图查看数据时，发现当天数据未正常产出，或者在运维中心的周期实例发现任务节点状态为灰色的未
运行状态，如下图所示。

可能原因可能原因
未运行节点的上游节点未成功运行，上游节点实例可能被冻结，或还在等待运行。上游节点未成功运行，则下
游节点不会启动运行。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您需要点开任务DAG图，选中实例后右键查看父节点，查看上游节点实例状态。

上游节点实例状态：紫色

3.11. 常见问题3.11. 常见问题
3.11.1. 数据未正常产出或任务未运行如何处理3.11.1. 数据未正常产出或任务未运行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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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上游节点实例被冻结了，上游任务将不会运行，且阻塞下游任务。此种情况下，您可以在实例详情的
操作记录中查看相关记录，了解上游节点冻结的操作记录。

上游节点实例状态：黄色

说明上游节点在等待运行中：

上游节点可能设置了定时运行，但是还未到定时时间，上游节点当前在等待任务定时时间。此种情况下
您可以单击右下角的查看实例详情查看实例详情，看上游节点的定时时间，待到了定时时间后上游节点即开始运行，
上游节点运行完成后下游节点即启动运行。

上游节点可能在等待调度资源，您可在运行日志中查看是否正在等待调度资源。若出现此种情况，说明
当前项目下正在运行的任务占用的调度资源已达到可使用的资源上限，您可重新安排任务运行时间将各
任务错峰运行，或购买独享调度资源组，独享调度资源组详情可参见独享调度资源组概述。

上游节点实例状态：灰色

说明上游节点也未运行，您需继续查看上游节点的父节点状态。

问题现象问题现象
提交发布任务后，在运维中心的实例列表页面，找不到任务对应的实例。

可能原因可能原因
找不到任务对应的实例则说明实例未成功创建。DataWorks会根据任务节点中的调度配置中生成实例方生成实例方
式式和调度依赖调度依赖的配置结果，使用不同方式为您创建运行节点任务的实例。实例未成功创建的可能原因如下。

节点成为孤立节点时（即节点的调度依赖调度依赖中，没有配置任何依赖的上游节点依赖的上游节点），则无法正常创建任务实
例，在实例列表中找不到对应的实例。

此类场景通常发生在创建好节点和业务流程后，后期修改了节点的依赖配置，删除了节点的依赖的上游节依赖的上游节
点点配置结果后提交发布，导致节点成为孤立节点，无法生成对应的实例。

生成实例方式生成实例方式配置为T + 1次日生成T + 1次日生成时：

如果您提交发布的时间早于23：30，则DataWorks会在当天的23：30为您创建实例，提交发布后的第二
天可以在运维中心的实例列表页面找到对应实例。

如果您提交发布的时间晚于23：30，则DataWorks会在提交发布后的第二天的23：30为您创建实例，第
三天可以在运维中心的实例列表页面找到对应实例。

如果您在实例创建成功前在运维中心的实例列表中查看实例，则找不到对应的实例。

生成实例方式生成实例方式配置为发布后即时生成发布后即时生成时：

说明 说明 旧版工作流不支持将生成实例方式生成实例方式配置为发布后即时生成发布后即时生成。

提交发布的时间晚于23：30时，则DataWorks不会创建实例，此种情况下实例无法成功创建，您在实例
列表中找不到对应的实例。

提交发布的时间早于23：30时，则DataWorks会即刻为您创建任务实例，您可以在实例列表个找到对应
的实例。

任务定时运行时间在提交发布时间的十分钟之后（例如提交发布时间是18：00，定时运行时间是18：
30），则DataWorks会正常创建实例运行任务，您可以在实例列表中找到对应的实例。

任务定时运行时间距离提交发布时间不足十分钟（例如提交发布时间是18：00，定时运行时间是18：
05），则DataWorks会生成一个已完成的实例，节点实例属性为实时生成的过期实例。

3.11.2. 找不到任务实例如何处理3.11.2. 找不到任务实例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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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场景下，如果您提交发布的时间晚于23：30，则找不到对应的实例。但是需要注意找得到实例时，实
例是否是过期实例。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1. 检查节点的调度依赖调度依赖配置，确保节点不是孤立节点。

在数据开发页面的调度依赖调度依赖配置中，查看各个节点的依赖的上游节点依赖的上游节点是否有配置内容，确保节点不是孤
立节点。

2. 检查节点的提交发布时间，在23：30之前提交发布节点。

在发布中心发布中心的发布包列表发布包列表页面，查看发布时间，如果发布时间晚于23：30，您可以在第二天的23：30
之前重新提交发布节点。

说明 说明 如果节点的生成实例方式生成实例方式配置为发布后即时生成发布后即时生成，您还可以再检查一下任务定时运行时
间与提交发布的时间间隔是否超过十分钟，如果没有的话，则需要重新提交发布，确保定时运行时间
在提交发布时间的十分钟之后，否则生成的实例为过期实例，无法正常运行节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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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Works的发布中心为当前任务发布功能的升级版，主要解决多环境间节点、函数、资源、组件等对象的发
布问题。通常，当目标端需要创建与原端相同的对象时，可以借助该功能快速实现对象的发布。本文为您介绍
发布中心的应用场景、逻辑说明、发布流程等内容。

应用场景应用场景
基于不同的发布环境，DataWorks的发布中心可分为跨工作空间发布跨工作空间发布和跨云发布跨云发布两种场景，具体如下：

跨工作空间发布跨工作空间发布

跨工作空间发布为原跨项目克隆功能，主要用于同地域同一阿里云账号下，不同工作空间的节点、函数、
资源、组件等对象的发布。

由于简单模式工作空间只有一个环境，不区分开发环境和生产环境，不能直接隔离开发和生产。如果您需
要实现开发和生产隔离，则可以使用跨工作空间发布跨工作空间发布功能，将用于开发测试的简单模式工作空间中的任务
发布至用于生产调度的简单模式工作空间，实现简单模式工作空间开发环境和生产环境的隔离。跨工作空
间发布常用的场景如下：

将目标对象从一个简单模式的工作空间发布至另一个简单模式的工作空间。

将目标对象从一个简单模式的工作空间发布至另一个标准模式的工作空间。

跨云发布跨云发布

跨云发布主要用于跨账号、跨地域或跨云平台（例如，金融云、政务云等）节点、函数、资源、组件等对
象的发布。其本质也是将节点由原工作空间迁移发布至目标工作空间，只是两个工作空间所归属的地域、
账号、云平台不同。

逻辑说明逻辑说明
发布中心的发布操作是以节点为单位进行的，文件夹、业务流程、以及节点的依赖关系会同步发布至目标工作
空间。如果节点存在依赖关系，则必须在上游节点成功发布至目标工作空间后，下游节点才能执行发布操作。
发布节点的变更情况如下：

节点发布时，系统会更改所有前缀为原工作空间名称的节点输入输出，将其前缀由原工作空间名称更换为
目标工作空间名称。同时，根据节点是否存在跨工作空间依赖，您可以基于业务需求配置发布环境的依赖依赖
映射映射参数，不同配置情况，节点发布后的上下游依赖及输入输出名称不同，详情请参见下文的节点依赖关
系及输入输出变更。

发布MaxCompute引擎类任务，系统会修改任务代码中涉及的原工作空间名称为目标工作空间名称，详情
请参见下文的MaxCompute引擎类任务的代码变更。

说明说明

配置依赖映射关系，详情请参见配置发布环境，配置调度依赖，详情请参见配置调度依赖。

本文均以  ⼯作空间名称.节点名称 格式的输出名称示例，具体输出名称请以实际使用为准。

节点依赖关系及输入输出变更节点依赖关系及输入输出变更
不同配置场景的节点发布后的变更情况如下。

不存在跨工作空间依赖，节点发布前后输入输出及依赖关系变更不存在跨工作空间依赖，节点发布前后输入输出及依赖关系变更

4.发布中心4.发布中心
4.1. 发布中心概述4.1. 发布中心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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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ject1 中的节点不存在的跨工作空间依赖，将  project1 的所有节点发布至  project2 。

发布后，所有的节点输入输出名称中，涉及的project1前缀变更为project2。例如：

task_A的输入名：由  project1_root 变更为  project2_root 。

task_A的输出名：由  project1.task_A_out 变更为  project2.task_A_out 。

存在跨工作空间依赖，但未设置跨工作空间依赖映射，节点发布前后输入输出及依赖关系变更存在跨工作空间依赖，但未设置跨工作空间依赖映射，节点发布前后输入输出及依赖关系变更

 project1.task_A 跨工作空间依赖  project3.task_A ，将  project1 的所有节点发布
至  project2 。

发布后，节点的变更如下：

节点的输入输出：所有的节点输入输出名称中，涉及的  project1 前缀变更为  project2 。

节点的跨工作空间依赖：原  project1.task_A 跨工作空间依赖的  project3.task_A ，发布后，  pro
ject2.task_A 依然跨工作空间依赖  project3.task_A 。

存在跨工作空间依赖，设置了跨工作空间依赖映射，节点发布前后输入输出及依赖关系变更存在跨工作空间依赖，设置了跨工作空间依赖映射，节点发布前后输入输出及依赖关系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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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ject1.task_A 跨工作空间依赖  project3.task_A ，将  project1 的所有节点发布
至  project2 ，并设置  project3 依赖映射  project4 。

发布后，节点的变更如下：

节点的输入输出：所有的节点输入输出名称中，涉及的  project1 前缀变更为  project2 。

节点的跨工作空间依赖：原  project1.task_A 跨工作空间依赖的  project3.task_A ，发布后，  pro
ject2.task_A 跨工作空间依赖变更为依赖  project4.task_A 。

MaxCompute引擎类任务的代码变更MaxCompute引擎类任务的代码变更
MaxCompute引擎类任务（例如，ODPS SQL、ODPS Spark等 ）发布到目标工作空间后，执行任务代码时，系
统会将任务代码中涉及的原工作空间名称更换为目标工作空间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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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task_A为ODPS SQL节点。在  project1 中查询  table_A 的代码为  Select * from
project1.tableA ，将  project1 的所有节点发布至  project2 。

节点发布至  project2 后，查询  table_A 的代码将变更为  Select * from project2.tableA 。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跨工作空间发布的限制如下：跨工作空间发布的限制如下：

环境限制环境限制

DataWorks仅支持对简单模式的工作空间进行跨工作空间发布，将其发布至其他简单或标准模式的工作空
间。

权限限制权限限制

创建发布环境：仅具有空间管理员空间管理员角色权限的成员支持创建及配置发布环境。

创建发布包：具有开发开发角色权限的成员可以创建发布包。

发布发布包：具有运维运维、部署部署、空间管理员空间管理员角色权限的成员可以发布发布包。

工作空间添加成员及授权，详情请参见角色及成员管理：空间级。

其他限制其他限制

跨工作空间发布跨工作空间发布用于同地域、同一阿里云账号下，不同工作空间的发布，该场景不支持跨地域发布。如
果您需要跨地域发布，请使用跨云发布跨云发布。

DataWorks目前不支持发布旧版业务流程旧版业务流程至目标工作空间。请将源工作空间中旧版业务流程旧版业务流程的任务迁移
至业务流程业务流程中的某个目录后，再发布该业务流程至目标工作空间。

跨云发布的限制：跨云发布的限制：执行跨云发布的账号需要同时为源工作空间和目标工作空间的成员，并且在源工作空间中
具有项目所有者项目所有者或空间管理员空间管理员角色权限。工作空间添加成员及授权，详情请参见角色及成员管理：空间级。

发布流程发布流程
跨工作空间发布跨工作空间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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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工作空间发布的所有操作均在原工作空间执行，发布流程如下图。

i. 创建并配置发布环境，详情请参见创建并配置发布环境。

由于在目标工作空间发布原工作空间的节点时，目标端是一个全新的发布环境，因此，您需要将原端
的引擎实例、资源组及依赖关系等信息映射至目标端。映射后，当发布发布包时，无需在目标工作空
间进行额外的配置，系统便会将发布节点使用的环境替换为映射的环境信息。

ii. 基于已创建的发布环境，将待发布对象添加至发布包统一发布。创建发并发布发布包，详情请参见创
建发布包。

说明 说明 跨工作空间发布场景，发布包创建完成后系统便直接发布，无需您手动执行发布操
作。

iii. 查看发布结果，详情请参见查看发布包列表。

跨云发布跨云发布

跨云发布的发布流程如下图。

i. 创建并配置发布环境，详情请参见创建并配置发布环境。

由于在目标工作空间发布原工作空间的节点时，目标端是一个全新的发布环境，因此，您需要将原端
的引擎实例、资源组及依赖关系等信息映射至目标端。映射后，当发布发布包时，无需在目标工作空
间进行额外的配置，系统便会将发布节点使用的环境替换为映射的环境信息。

ii. 在原工作空间中基于已创建的发布环境，将待发布对象添加至发布包并下载发布包至本地。随后将下
载的发布包导入至目标工作空间提交发布。创建并发布发布包，详情请参见创建及发布发布包：跨
云。

说明 说明 跨云发布场景，发布包创建完成后，您需要手动将发布包下载至本地，再导入目标工
作空间进行发布。

iii. 在目标工作空间查看发布结果，详情请参见查看发布包列表。

发布中心用于发布同地域同一阿里云账号下，不同项目（例如，简单模式生产、开发环境）间，以及跨账号、
跨地域或跨云平台（例如，金融云、政务云等）节点、函数、资源、组件等对象。创建发布包前，您需要先创
建相应的发布环境。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并配置发布环境。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DataWorks仅支持具有空间管理员空间管理员角色权限的成员创建及配置发布环境。如果您的账号需要创建发布环境，
则需要授权目标账号空间管理员空间管理员角色权限，详情请参见添加及管理工作空间成员。

4.2. 创建并配置发布环境4.2. 创建并配置发布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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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发布中心进入发布中心
1. 登录DataWorks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工作空间列表工作空间列表，选择工作空间所在地域后，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数据开发数据开发。

3. 单击顶部菜单栏的 图标，选择全部产品全部产品 >  > 数据开发与运维数据开发与运维 >  > 发布中心发布中心，进入发布中心。

说明 说明 标准模式工作空间中的节点，在数据开发界面提交后将自动进入任务发布界面。目前标准
模式的任务发布，仍需使用任务发布任务发布功能，发布中心发布中心暂不支持标准模式工作空间开发环境到生产环
境的发布。

配置发布环境配置发布环境
在发布中心界面，您可以根据业务需求选择配置跨工作空间发布及跨云发布的发布环境，具体配置如下。

1. 进入发布环境管理。

在发布中心页面，单击左侧导航栏的发布环境配置发布环境配置，进入发布环境管理发布环境管理。

2. 创建发布环境。

在发布环境管理发布环境管理页面，单击新建发布环境新建发布环境，创建发布环境。

3. 配置环境信息。

在新建发布环境新建发布环境对话框，配置环境信息。

i. 配置环境基本信息。

参数 描述

环境名称环境名称 新创建的发布环境名称。

发布类型发布类型

发布环境的类型，取值如下：

跨工作空间发布跨工作空间发布 ：原跨项目克隆功能。用于同地域同一阿里云账号下，不同项目间
节点发布的场景。

例如，简单模式工作空间的开发环境和生产环境是分隔的，您可以直接使用跨工作跨工作
空间发布空间发布 ，无需逐个创建即可将开发环境的节点批量发布至生产环境中进行发布调
度，详情请参见发布任务。

跨云发布跨云发布 ：用于跨账号、跨地域或跨云平台（例如，金融云、政务云等）节点克隆
迁移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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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工作空间目标工作空间

选择需要创建发布环境的工作空间。

当发布类型发布类型 为跨工作空间发布跨工作空间发布 ：选择当前登录账号已加入的工作空间（即当前账号
为目标工作空间的成员）。

说明 说明 如果您需要添加用户为目标工作空间的成员，详情请参见添加及管
理工作空间成员。

当发布类型发布类型 选择跨云发布跨云发布 ：您需要手动输入目标工作空间的名称。

说明说明

进入工作空间管理页面，即可查看工作空间名称工作空间名称 ，详情请参见配置工
作空间。

跨云发布时，您需要同时为原工作空间及目标工作空间的成员。如果您
需要添加用户为目标工作空间的成员，详情请参见添加及管理工作空间
成员。

发布对象所有者发布对象所有者

仅当发布类型发布类型 选择跨工作空间发布跨工作空间发布 时，需要配置该参数。

表示发布包跨工作空间发布成功后，在目标工作空间发布包中各节点的责任人。取值如
下：

默认默认 ：DataWorks优先将节点在原工作空间中的责任人置为第一责任人。如果该责
任人非目标工作空间中的成员，则系统会将发布包执行人（即发布该发布包的用户）
置为节点的责任人。

发布包创建人发布包创建人 ：DataWorks将创建发布包的用户置为节点的责任人。

发布包执行人发布包执行人 ：DataWorks将执行发布操作（即发布目标发布包）的用户置为节点
的责任人。

参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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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配置引擎实例映射。

用于为原工作空间引擎实例配置映射的目标工作空间引擎实例。配置后，在发布任务时，系统会将原
引擎实例中的节点、资源、函数、组件等相关内容绑定至目标引擎实例中，并且目标引擎实例的配置
信息与原引擎实例一致。

说明说明

引擎实例映射引擎实例映射区域至少需要保留一个原引擎实例，并为其配置到目标端的映射关系。

请根据您的实际业务判断是否需要在目标工作空间中映射原引擎实例。

参数 描述

原工作空间引擎原工作空间引擎
实例实例

显示原工作空间绑定的所有引擎实例。

引擎类型引擎类型 引擎类型。

目标工作空间引目标工作空间引
擎实例擎实例

选择原工作空间引擎实例需要映射的目标端引擎实例。

您可以进入目标工作空间的发布中心发布中心  >   >  发布环境配置发布环境配置 页面，单击右上角的查看工作查看工作
空间环境信息空间环境信息 ，查看引擎实例信息。进入发布环境配置发布环境配置 ，详情请参见发布环境配置。

忽略映射忽略映射

开启后，目标工作空间不会映射对应原工作空间的引擎实例，原引擎实例中的节点、资
源、函数、组件等后续将不会被打包发布。

当原工作空间中引擎实例下的节点、资源、函数、组件等不需要发布时，您可以为该引
擎实例开启忽略映射忽略映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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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配置资源组映射。

用于为原工作空间资源组配置映射的目标工作空间资源组。配置后，在发布任务时，系统会使用映射
的目标资源组代替原资源组运行任务。

说明说明

DataWorks仅支持配置同类型的资源组相互映射。

在映射数据集成资源组时，您需要保证目标数据集成资源组的白名单、网络连通性等配
置与原数据集成资源组一致，否则可能会影响数据集成任务的正常运行。数据集成资源
组的网络连通配置，详情请参见配置资源组与网络连通。

参数 描述

原工作空间资源原工作空间资源
组组

显示原工作空间绑定的所有资源组。

资源组类型资源组类型 资源组类型。

目标工作空间资目标工作空间资
源组源组

选择原工作空间资源组需要映射的目标端资源组。

您可以进入目标工作空间的发布中心发布中心  >   >  发布环境配置发布环境配置 页面，单击右上角的查看工作查看工作
空间环境信息空间环境信息 ，查看资源组信息。进入发布环境配置发布环境配置 ，详情请参见发布环境配置。

忽略映射忽略映射

开启后，目标工作空间不会映射对应原工作空间的资源组，任务发布时，仍然使用原工
作空间的资源组。

说明 说明 默认资源组和公共资源组不支持使用忽略映射忽略映射 功能。

当原工作空间中的资源组数量比目标工作空间的资源数量多时，您可以为多出的资源组
开启忽略映射忽略映射 。开启后，任务发布时，将继续使用原资源组运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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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配置依赖映射。

该区域显示原工作空间下存在的所有跨项目依赖的上游项目名称，您可以为该项目配置与其映射的目
标项目。配置后，任务发布时，系统在目标工作空间中会根据该映射关系，将目标项目配置为发布节
点的上游依赖，生成新的上下游依赖关系。节点克隆时的依赖关系说明，详情请参见逻辑说明。

说明说明

依赖映射依赖映射区域默认为您展示  T+1 天自动更新的依赖，如果您需要查看实时更新的依
赖，请单击刷新依赖刷新依赖。

如果您配置了跨项目依赖映射至新的项目，DataWorks将根据映射关系修改节点的依赖关
系，请确保映射的工作空间可正常添加依赖。常见的无法正常添加依赖的情况，请参
见提交节点报错：当前节点依赖的父节点输出名不存在。

MaxCompute引擎类任务（例如，ODPS SQL、ODPS Spark等 ）配置依赖映射后，系统会
同步修改该任务的任务代码。详情请参见逻辑说明。

参数 描述

原项目名称原项目名称 显示原工作空间下所有跨项目依赖的项目名称。

项目属性项目属性 项目类别。

目标项目名称目标项目名称 选择原项目需要映射的目标项目。

忽略映射忽略映射
开启后，任务发布时，系统将忽略该项目的依赖映射，继续使用原项目作为跨项目依赖
的项目，发布节点的上下游依赖关系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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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配置数据源映射。

用于为原工作空间的数据源配置映射的目标工作空间数据源。配置后，任务发布时，发布任务中使用
的数据源将变更为映射的目标数据源。

说明 说明 仅当发布类型发布类型选择跨工作空间发布跨工作空间发布时，需要配置数据源映射。

参数 描述

原数据源名称原数据源名称 显示原工作空间下所有数据源。

数据源类型数据源类型 数据源类型。

目标数据源名称目标数据源名称 选择原数据源需要映射的目标数据源。

忽略映射忽略映射 开启后，任务发布时，系统将忽略该数据源，不会将其映射至目标工作空间。

vi. 在备注备注区域，配置发布环境的描述信息。

4. 单击新建新建，成功创建发布环境。

管理发布环境管理发布环境
发布环境管理发布环境管理页面为您展示了已创建的发布环境列表，您可以查看环境名称环境名称、状态状态、创建人创建人等信息。

同时，可以对已有环境执行如下操作：

查看查看：查看发布环境的配置信息。

修改修改：修改发布环境的配置信息。

克隆克隆：快速生成一个与当前环境配置相同的发布环境。

禁用禁用：如果当前环境近期无需使用，您可以将其禁用。禁用后，开发人员在创建发布包界面将无法再基于
该发布环境打包发布节点。

启用启用：重新启用禁用禁用状态的发布环境。

删除删除：删除废弃使用的发布环境。

说明 说明 环境删除后将无法恢复，请您谨慎操作。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发布环境创建完成后，您可以进入创建发布包创建发布包页面创建发布包，详情请参见创建发布包及创建及发布发布
包：跨云。

4.3. 创建发布包4.3. 创建发布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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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在源工作空间创建发布包。

创建发布包创建发布包
1. 创建发布包。

i. 在发布中心页面，单击左侧导航栏的创建发布包创建发布包，进入创建发布包页面。

此页面展示的是当前工作空间下已提交的节点，已提交的节点均可在该页面被打包发布。

ii. 添加目标节点至待发布列表。

区域 描述

1 在该区域，选择已创建的发布环境。

2 在该区域，您可以通过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业务流程业务流程 、对象类型对象类型 等条件进行搜索，筛选指定条件的节点。

3

在该区域，勾选需要发布的节点，单击批量添加到发布包批量添加到发布包 ，添加目标节点至待发布列表。

说明说明

4.3. 创建发布包4.3. 创建发布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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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创建发布包。

a. 单击待发布列表待发布列表。

b. 在待发布列表待发布列表对话框单击创建发布包创建发布包。

c. 配置发布包名称发布包名称，确认发布环境及发布列表。

d. 单击创建发布包创建发布包，完成发布包的创建。

DataWorks支持将需要发布的对象（节点、函数、资源、组件等）批量添加至发布包统一发布。跨云（即跨账
号、跨地域或跨金融云、政务云等云平台）发布场景，发布包创建完成后，要先在原工作空间下载，再将下载
的发布包导入目标工作空间并发布。本文为您介绍该场景如何创建及发布发布包。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创建并配置发布发布包时所需的发布环境，详情请参见创建并配置发布环境。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操作账号需满足以下权限要求：

操作账号需要有原工作空间的空间管理员空间管理员、运维运维或部署部署角色权限，才能在原工作空间中创建、发布发布
包。

操作账号需要有目标工作空间的空间管理员空间管理员、运维运维或部署部署角色权限，发布包才能在目标工作空间发布成
功。

如果您需要为用户添加相应的角色权限，详情请参见添加及管理工作空间成员。

4.4. 创建及发布发布包：跨云4.4. 创建及发布发布包：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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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包创建及发布流程发布包创建及发布流程
跨云发布的逻辑说明，详情请参见逻辑说明。

跨云发布场景，创建及发布发布包的流程如下：

1. 进入原工作空间创建发布包，详情请参见原工作空间：创建发布包。

2. 进入原工作空间下载已创建的发布包至本地，详情请参见原工作空间：下载发布包。

3. 进入目标工作空间导入下载的发布包并提交发布，详情请参见目标工作空间：导入发布包。

原工作空间：创建发布包原工作空间：创建发布包
1. 进入创建发布包页面。

在发布中心页面，单击左侧导航栏的创建发布包创建发布包，进入创建发布包页面。

说明说明

此页面展示的是当前工作空间下已提交的节点。已提交的节点均可在该页面被打包发布。

仅当节点所在的发布包发布状态发布状态为发布成功发布成功或发布失败发布失败时，该节点才能被再次打包。

2. 创建发布包。

在创建发布包创建发布包页面，将需要发布的对象（节点、函数、资源等）添加至发布包，统一发布。

i. 选择发布环境。

在区域1，选择待创建的发布包需要使用的跨云发布环境。

ii. 筛选指定条件的发布对象。

在区域2，您可以通过解决方案解决方案、业务流程业务流程、对象类型对象类型等条件进行搜索，筛选指定条件的发布对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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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添加目标对象至发布包。

在区域3，勾选需要发布的对象，单击批量添加到发布包批量添加到发布包，添加目标对象至待发布列表。添加后，
在待发布列表待发布列表按钮上会显示待发布对象的数量。

说明 说明 如果您需要发布的对象个数较少，也可以直接单击目标对象操作操作列的发布发布，进入发发
布确认布确认页面执行后续发布流程。

iv. 确认发布信息并创建发布包。

a. 查看待发布列表。

查看列表概况：单击待发布列表待发布列表，即可查看发布列表中待发布对象的IDID、对象类型对象类型、变更类变更类
型型、节点状态节点状态等基本信息。

查看对象详情或移除对象：单击目标对象操作操作列的查看查看或移除移除，即可查看对象的详细信息或
从发布包中删除该对象。

b. 确认发布信息。

单击创建发布包创建发布包，在发布确认发布确认对话框，输入发布包名称发布包名称，检查发布包的发布环境发布环境及发布列发布列
表表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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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创建发布包创建发布包，系统将创建该发布包。

发布包创建完成后，您需要在原工作空间的发布包列表发布包列表页面下载发布包，用于后续导入目标工
作空间进行提交发布。

说明 说明 发布包创建后，仅支持保留30天，请您及时下载保存。超期后该发布包将无法
下载，您需要重新创建新的发布包。

说明说明

 T+1 次日生成实例的节点，发布生效的时间如下：

如果在23:30前执行发布操作，则发布内容会在第二天生效。

如果在23:30后执行发布操作，则发布内容会在第三天生效。

发布即时生成实例的节点，发布生效的时间如下：

定时时间在发布时间十分钟后的实例会正常转出或更新发布操作。

定时时间在发布时间十分钟之内，或者在23:30之后发布的实例，发布内容将
会在第三天生效。

原工作空间：下载发布包原工作空间：下载发布包
1. 进入发布包列表发布包列表。

在发布中心发布中心左侧导航栏单击发布包列表发布包列表，进入发布包列表发布包列表页面。

2. 下载发布包。

在发布包列表发布包列表页面，您需要将目标发布包下载至本地，用于后续导入目标工作空间。

i. 筛选目标发布包。

在发布包列表发布包列表页面，您可以查看发布包的名称、环境、类型等基本信息，并根据发布人发布人、发布时发布时
间间、发布状态发布状态、发布环境发布环境等条件筛选目标发布包。

ii. 单击目标发布包操作操作列的下载下载。

说明 说明 发布包创建后，仅支持保留30天，请您及时下载保存。超期后该发布包将无法下
载，您需要重新创建新的发布包。

iii. 在下载发布包下载发布包对话框确认下载信息无误后，单击确认确认，下载发布包。

发布包下载完成后，您需要将下载的发布包导入至目标工作空间进行发布。

目标工作空间：导入发布包目标工作空间：导入发布包
1. 进入创建发布包创建发布包页面。

进入目标工作空间创建发布包创建发布包页面的步骤与原工作空间类似，详细步骤请参考创建发布包。

2. 导入发布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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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单击创建发布包创建发布包页面右上角的导入发布包导入发布包。

ii. 输入发布包名称发布包名称，并选择上传方式。

您可以根据业务需求，选择本地文件上传或OSS上传。

本地文件：直接上传已下载的发布包。当待上传的发布包小于或等于30MB时，您可以使用该方式
上传。

说明 说明 本地文件最多支持上传30MB大小的文件。

OSS上传：您需要先将已下载的发布包上传至OSS进行存储，获取OSS的存储地址。当待上传的发
布包大于30MB时，您只能使用该方式上传。

上传发布包至OSS，详情请参见上传文件，获取OSS存储地址，详情请参见分享文件。

iii. 预览并发布发布包。

发布包上传成功后，您可以单击发布包预览发布包预览，检查发布包的发布环境、发布列表信息。确认无误
后，单击发布发布，发布发布包。

说明 说明 如果目标工作空间中存在与创建的发布包同名的发布任务，则创建的发布包首次发布
时，会覆盖该同名任务，请您确认无误后再执行发布操作。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跨云发布的发布包发布后，您可以进入当前工作空间的发布包列表发布包列表页面，查看发布结果。详情请参见查看发
布包列表。

发布包列表页面，为您展示所有已创建发布包的名称、发布类型、发布时间、发布状态等基本信息，您可以根
据发布状态判断发布包的发布情况。或根据业务需求，查看发布包的环境配置、发布对象等详情信息，以及删
除、回滚发布包。本文为您介绍发布包列表的相关内容。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创建并发布发布包，详情请参见创建发布包及创建及发布发布包：跨云。

进入发布包列表进入发布包列表
1. 进入发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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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工作空间所在地域后，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数据开发数据开发。

iii. 单击顶部菜单栏的 图标，选择全部产品全部产品 >  > 数据开发与运维数据开发与运维 >  > 发布中心发布中心，进入发布中心。

2. 进入发布列表。

4.5. 查看发布包列表4.5. 查看发布包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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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布中心发布中心页面，单击左侧导航栏的发布包列表发布包列表，进入发布包列表发布包列表页面。

查看发布包信息查看发布包信息
在发布包列表，您可以查看所有已创建发布包的基本信息，或根据业务需求执行发布包的删除、回滚等操作。

区域 描述

1

在该区域，您可以通过发布人发布人 、申请人申请人 、发布状态发布状态 、发布环境发布环境 、发布包名称或ID发布包名称或ID等条件，筛选目标发布
包。

申请人及发布人的区别如下：

申请人申请人 ：指创建发布包的用户。

发布人发布人 ：指执行发布操作的用户。

发布包的发布状态包括：

准备中准备中 ：发布包已创建，正在生成中。

待发布待发布 ：发布包已生成，等待发布。

发布中发布中 ：发布包正在发布。

发布成功发布成功 ：发布包发布成功。仅当发布包中所有对象均发布成功，该发布包才会显示成功状态。

发布失败发布失败 ：发布包发布失败。只要发布包中有一个对象发布失败，该发布包便会显示失败状态。您可以

单击 图标查看失败原因。

导入中导入中 ：跨云发布场景下，发布包正在被导入至目标工作空间。

说明 说明 仅跨云发布场景的发布包支持该状态。

回滚中回滚中 ：发布包正在被回滚至前一个发布版本。

回滚成功回滚成功 ：发布包成功回滚至前一个发布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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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该区域，您可以查看目标发布包的名称、发布环境、发布状态等信息，或对目标发布包执行如下操作：

查看发布包详情查看发布包详情 ：用于查看发布包的发布环境配置信息及发布对象详情。

您可以查看发布包中所有对象的发布状态，当发布包为发布失败发布失败 状态时，可根据发布包详情定位发布失
败的具体对象，快速处理报错。

回滚发布包回滚发布包 ：用于回滚已发布的发布包至前一个发布版本。

删除发布包删除发布包 ：如果当前发布包后续无需使用，则可删除该发布包。

说明 说明 发布包删除后将无法恢复，请您谨慎操作。

下载发布包下载发布包 ：跨云发布场景下，创建完发布包后，需要下载当前发布包至本地，用于导入目标工作空间
进行发布。

说明 说明 仅支持跨云发布环境的发布包执行下载操作。

更新发布状态更新发布状态 ：跨云发布场景下，已发布的发布包需要被再次发布时，如果当前发布包不是发布成发布成
功功 或发布失败发布失败 状态，则您需要手动更新发布状态为发布成功发布成功 或发布失败发布失败 ，否则，该发布包无法被再次发
布。

说明 说明 仅支持跨云发布环境的发布包更新发布状态。

区域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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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Works开放平台是DataWorks对外提供数据和能力的开放通道。DataWorks开放平台提供开放
API（OpenAPI）、开放事件（OpenEvent）、扩展程序（Extensions）的能力，可以帮助您快速实现各类应
用系统对接DataWorks、方便快捷的进行数据流程管控、数据治理和运维，及时响应应用系统对接DataWorks
的业务状态变化。

进入开放平台进入开放平台
1. 以阿里云账号登录DataWorks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开放平台开放平台，即查看开放平台下所有功能模块。

功能简介功能简介
开发API（OpenAPI）开发API（OpenAPI）

DataWorks开放平台的OpenAPI功能为您提供开放API能力，通过开放API实现本地服务和DataWorks服务的
交互，提升企业大数据处理效率，减少人工操作和运维工作，降低数据风险和企业成本。您还可以在
OpenAPI区域查看OpenAPI免费额度使用情况、调用次数和调用明细等信息。

关于OpenAPI功能，具体请参见开放API（OpenAPI）。

开放事件（OpenEvent ）开放事件（OpenEvent ）

DataWorks开放平台的开放事件功能为您提供消息订阅服务，通过订阅DataWorks事件状态，应用系统对接
DataWorks，实时获取相关内容的状态变化，帮助您及时响应，满足您的个性化决策需求。关于开放事件功
能，具体请参见。

关于开放事件功能，具体请参见开放事件。

扩展程序（Ext ensions）扩展程序（Ext ensions）

DataWorks通过OpenEvent能力为您提供消息推送订阅能力，同时您可以将服务程序注册为DataWorks的扩
展程序，通过扩展程序来卡点并响应订阅的事件消息，以此实现通过扩展程序对特定事件进行消息通知与
流程管控。

关于扩展程序功能，具体请参见扩展程序。

5.开放平台5.开放平台
5.1. 开放平台概览5.1. 开放平台概览

5.2. 开放API（OpenAPI）5.2. 开放API（Open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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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Works开放平台提供OpenAPI能力，通过调用DataWorks的OpenAPI使用DataWorks的各项功能，实现应
用和DataWorks的集成和交互。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DataWorks的OpenAPI提供100多个API功能，通过调用API，可以快速进行批量操作和系统集成对接等工作，
提高数据开发效率，满足企业定制化需求。您还可以通过开放平台，轻松获取OpenAPI的使用情况，包括免费
额度使用情况、调用次数和调度明细等信息。关于OpenAPI详细信息，请参见DataWorks OpenAPI概述。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可用版本：DataWorks企业版和旗舰版，详情请参见DataWorks各版本详解。

可用地域：华东1（杭州）、华东2（上海）、华南1（深圳）、华北2（北京）、华北3（张家口）、北京政
务云、华东2（上海）金融云、西南1（成都）、中国（香港）、亚太东南1（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雅加
达）、美国（硅谷）、印度（孟买）、美国（弗吉尼亚）和德国（法兰克福）、英国（伦敦）、日本（东
京）、澳大利亚（悉尼）、马来西亚（吉隆坡） 。

查看OpenAPI使用情况查看OpenAPI使用情况
1. 以阿里云账号登录DataWorks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开放平台开放平台。

3. 在右侧浏览区域单击OpenAPIOpenAPI，即可查看OpenAPI的使用情况。

OpenAPI功能区简介OpenAPI功能区简介
OpenAPI页面可以为您展示OpenAPI的使用情况，具体如下：

OpenAPI免费额度：可以查看每个自然月截止当前日期API的免费额度使用情况。目前，DataWork企业版每
个自然月会为每个阿里云账号在每个地域提供1,000,000次/月的免费额度，免费额度使用完后，结合版本按
量计费，具体请参考DataWorks OpenAPI概述。

OpenAPI调用次数：可以查看每个自然月截止当前日期所有OpenAPI的总调用次数，按自然月累计，每月1
日清零重新累计。

OpenAPI调用明细：可以查看特定时间段内API的调用信息，包括调用日期、API类别、API级别、当天调用
次数和本月累计调用次数。您可以通过API类型和API级别筛选所要查找的API信息。关于API名称、API类别
和API级别的详细介绍，请参考DataWorks OpenAPI概述。

5.2. 开放API（OpenAPI）5.2. 开放API（OpenAPI）

5.3. 开放事件（OpenEvent）5.3. 开放事件（Open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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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Works的OpenEvent旨在将DataWorks的各类状态变更以消息的方式触达到用户，便于用户订阅并作出个
性化的响应，例如，您可以通过OpenEvent订阅表变更，从而实现核心表的实时监控；通过OpenEvent订阅任
务变更，以定制化开发实时任务大屏。本文为您介绍OpenEvent的实现原理与配置要点。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目前OpenEvent面向DataWorks企业版和旗舰版用户公测，华北2（北京）、华东1（杭州）、华南1（深
圳）、华东2（上海）、华北3（张家口）、华南1（深圳）、西南1（成都）、美国（硅谷）、美国（弗吉
尼亚）、德国（法兰克福）、日本（东京）、中国（香港）、新加坡地域支持该功能。

OpenEvent通过EventBridge实现消息的订阅与消费，所以您需要先开通EventBridge产品服务，关于
EventBridge产品介绍详情请参见：什么是事件总线EventBridge。

仅支持阿里云主账号或者有AliyunDataWorksFullAccess权限的RAM用户权限的用户可以直接进行界面相关
配置，关于DataWorks权限说明，详情请参见控制台细分权限管控：自定义RAM Policy。

支持订阅的事件类型支持订阅的事件类型
DataWorks支持订阅的事件从事件类型上可以分为普通事件普通事件和扩展点事件扩展点事件。

普通事件普通事件：支持用户订阅此类事件的消息。

扩展点事件扩展点事件：用户订阅此类事件的消息后，还可联合DataWorks的扩展程序功能，在收到事件消息后实现
自定义响应。

DataWorks当前支持订阅的事件覆盖了运维中心、DataStudio和数据治理三个功能模块中的事件，详情如下
表所示。

所属模块 事件细分 事件描述与类型 事件示例

实例状态变实例状态变
更事件更事件

描述：任务在运维中心运行
时，实例状态发生变更而触
发的事件。

类型：实例状态变更事件
为普通事件普通事件 ，您可以订阅此
类事件消息，获知事件状态
的实时变化情况。

例如，运维中心的周期实例，从未运行未运行 变为运行运行
中中 、从运行中变为运行失败。

5.3. 开放事件（OpenEvent）5.3. 开放事件（OpenEvent）
5.3.1. OpenEvent概述5.3.1. OpenEvent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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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中心

节点变更事节点变更事
件件

在运维中心（生产环境）的节
点变更事件，包括普通事普通事
件件 和扩展点事件扩展点事件 。

普通事件：您可以在本地开发程序用于接收该
类型的事件消息，以便您基于自身业务进行个
性化响应。

新增节点事件

更新节点事件

删除节点事件

扩展点事件：兼容普通事件特性，此外，该类
型事件还支持将本地程序注册为DataWorks扩
展程序，实现扩展程序对扩展点事件的自定义
逻辑处理与流程管控。

下线节点前置事件

冻结节点前置事件

解冻节点前置事件

说明 说明 此处节点特指生产运维中心周周
期任务期任务 列表中的任务。

补数据操作补数据操作
事件事件

描述：在运维中心（生产环
境）的节点进行补数据补数据 操作
触发的事件。

类型：属于扩展点事件扩展点事件 。

事件示例如下。

对周期任务进行补当前节点的操作。

对周期任务进行补当前节点及下游节点的操
作。

通过海量节点模式进行补数据。

通过高级模式进行补数据。

监控告警
监控告警事监控告警事
件件

描述：在运维中心中，触发
DataWorks的告警机制的事
件。

类型：属于普通事件普通事件

事件示例如下。

基线告警示例：某个基线上任务预计完成时间
太晚，触发基线告警。

事件告警式例：某个基线上任务运行失败，触
发事件告警。

规则告警示例：创建了一个针对孤立节点的报
警规则后，当工作流中出现了孤立节点，触发
了此规则告警。

DataStudio

文件变更事文件变更事
件件

描述：在DataStudio中，文
件（节点、资源或函数）出
现状态变更时触发的事件。

类型：属于扩展点事件扩展点事件 ，您
可以订阅此类事件消息，并
联合扩展程序的功能，订阅
此类事件后实现自定义响
应。

事件示例如下。

文件提交扩展点事件：

例如提交提交 某个节点、资源或函数。

文件发布扩展点事件：

例如发布发布 某个节点、资源或函数。

节点运行扩展点事件：

例如运行运行 节点代码。

文件删除扩展点事件：

例如删除删除 某个节点、资源、函数。

所属模块 事件细分 事件描述与类型 事件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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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tudio

表变更事件表变更事件

描述：在DataStudio的表管
理中，表状态变更时触发的
事件。

类型：属于扩展点事件扩展点事件 ，您
可以订阅此类事件消息，并
联合扩展程序的功能，订阅
此类事件后实现自定义响
应。

事件示例如下。

表提交扩展点事件：例如在表管理中提交提交 某个
表。

表发布扩展点事件：例如在表管理中发布发布 某个
表。

说明 说明 仅标准模式工作空间支持在
表管理中发布表，因此表发布扩展点事件
仅存在于标准模式下。

数据治理
审批中心事审批中心事
件件

描述：在数据治理模块中，
创建申请单和完成申请单触
发的事件。

类型：属于普通事件普通事件 ，您可
以订阅此类事件消息，获知
事件状态的实时变化情况。

事件示例如下。

创建申请单事件：例如在数据地图中，在权限权限
管理页面管理页面 单击申请函数和资源权限申请函数和资源权限 ，进行申
请单的创建。

完成申请单事件：例如在数据地图中，当访问
账号为管理员时，在权限管理页面权限管理页面 单击待我待我
审批审批 选项卡，审批所有项目下的表、资源和函
数的权限。

所属模块 事件细分 事件描述与类型 事件示例

说明 说明 由于网络时延问题，OpenEvent的消息发送可能存在一定延迟。

配置流程配置流程
了解上述原理后，您可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并应用DataWorks的OpenEvent功能，实现关键事件的消息订阅，应
用流程与配置要点如下。

1. 在事件总线 EventBridge 控制台开通事件总线EventBridge，创建自定义总线。

2. 在DataWorks端开启消息订阅，添加事件分发通道。

3. 在事件总线 EventBridge 控制台配置事件总线。

4. 在事件总线 EventBridge 控制台发布事件，详情请参见发布事件。

应用优势应用优势
DataWorks的OpenEvent具备以下优势：

节省运维成本：

通过开启DataWorks开放平台的消息订阅功能，您可以很方便的订阅事件消息。

提升开发效能：

通过在DataWorks界面上创建相关配置，您无需再进行发送消息相关配置，仅需做好相关SDK开发的准备配
置工作及订阅消息配置，节省繁杂的手工操作。

实现个性化需求：

DataWorks提供丰富的事件类型，您可以通过订阅不同事件类型的消息，快速感知业务状态变化信息，及时
做好个性化响应和决策。

5.3.2. 开启消息订阅5.3.2. 开启消息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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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Works的OpenEvent通过EventBridge为您提供事件消息订阅与发送服务。在EventBridge中创建自定义总
线后，您需要在DataWorks中开启消息订阅并配置消息事件分发通道，以便于在EventBridge中创建规则并完
成事件的发布。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开启消息订阅服务与配置自定义总线。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目前OpenEvent面向DataWorks企业版和旗舰版用户公测，华北2（北京）、华东1（杭州）、华南1（深
圳）、华东2（上海）、华北3（张家口）、华南1（深圳）、西南1（成都）、美国（硅谷）、美国（弗吉
尼亚）、德国（法兰克福）、日本（东京）、中国（香港）、新加坡地域支持该功能。

OpenEvent通过EventBridge实现消息的订阅与消费，所以您需要先开通EventBridge产品服务，关于
EventBridge产品介绍详情请参见：什么是事件总线EventBridge。

仅支持阿里云主账号或者有AliyunDataWorksFullAccess权限的RAM用户权限的用户可以直接进行界面相关
配置，关于DataWorks权限说明，详情请参见控制台细分权限管控：自定义RAM Policy。

开通EventBridge开通EventBridge
1. 开通EventBridge服务，请参考开通事件总线EventBridge并授权。

2. 进入EvenBridge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事件总线事件总线。

3. 在页面右上角单击自定义事件总线自定义事件总线后的快速创建快速创建按钮，按照提示创建自定义总线。

说明 说明 您在创建用于DataWorks消息订阅的自定义总线时，先跳过添加事件源和创建事件规则的
步骤。

开启事件订阅服务开启事件订阅服务
在进行事件订阅之前，您需要先开启DataWorks上的开放事件服务。

1. 进入DataWorks控制台，单击左侧导航栏开放平台开放平台。

2. 在开放平台开放平台界面，单击OpenEventOpenEvent ，选择事件订阅事件订阅页签，进入事件订阅事件订阅页面。

3. 在事件订阅事件订阅页签中，单击启用消息订阅启用消息订阅，开启DataWorks事件消息订阅服务。

添加事件分发通道添加事件分发通道
1. 授权DataWorks访问EventBridge资源。

如果您是首次使用，会出现点击授权点击授权按钮，并且添加事件分发渠道添加事件分发渠道按钮将置灰，您需要单击点击授权点击授权按
钮，授权DataWorks访问EventBridge资源，授权后将自动在RAM访问控制的身份管理身份管理 >  > 角色角色中增加自动
创建一个服务关联角色AliyunServiceRoleForDat aWorksOpenPlat f ormAliyunServiceRoleForDat aWorksOpenPlat f orm。关于该RAM角色的相关说
明，详情请参见AliyunServiceRoleForDataWorksOpenPlatform权限说明。

说明 说明 主账号及有AliyunDataWorksFullAccess权限的RAM账号可直接单击授权。无上述权限的
子账号将无法进行授权操作，您需要为该子账号授予Aliyundat aworksf ullaccessAliyundat aworksf ullaccess权限，操作详情
请参见：主账号如何给子账号添加Aliyundataworksfullaccess权限？。

2. 添加事件分发通道。

支持指定将DataWorks某个工作空间中的事件分发到EventBridge的某个自定义总线中，之后您可以通过
EventBridge来订阅和消费DataWorks事件消息。添加事件分发通道步骤如下：

i. 单击添加事件分发通道添加事件分发通道，进入添加事件消息分发弹框。

ii. 单击要分发事件的工作空间要分发事件的工作空间，在下拉列表中展示的是您当前已经加入的工作空间，您可以单击选择
需要发送消息的工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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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弹框中单击指定分发到Event Bridge中的自定义总线指定分发到Event Bridge中的自定义总线，在下拉列表中选择上述空间中的事件需要
发送到的自定义总线。您可以单击创建自定义总线创建自定义总线，跳转到EventBridge控制台界面。

配置自定义事件总线配置自定义事件总线
您可以根据需要在事件总线EventBridge控制台配置事件规则，详情请参见事件规则概述。DataWorks发送到
EventBridge的消息格式可以参见附录：发送给EventBridge的消息格式。

发布事件发布事件
配置完事件总线后，您可以在事件总线EventBridge控制台发布事件。您可以通过发布事件测试自定义事件总
线配置的事件规则，具体请参见发布事件。

管理事件分发通道管理事件分发通道
DataWorks提供事件分发通道的管理操作，您可对事件分发通道进行启用启用、禁用禁用、删除删除等操作。

启用：启用该事件分发通道后，该工作空间的事件消息将会推送至EventBridge中对应的事件总线。

禁用：禁用该事件分发通道后，该工作空间的事件消息将停止向EventBridge中对应的事件总线推送，您将
无法通过EventBridge接收到相应的事件消息。

删除：删除该事件分发通道后，该工作空间的事件消息将停止向EventBridge中对应的事件总线推送，您将
无法通过EventBridge接收到相应的事件消息。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OpenEvent基于EventBridge实现DataWorks事件消息的分发，您可以在EventBridge订阅事件消息。关于
EventBridge相关说明，详情请参见：什么是事件总线EventBridge。

本文为您介绍在DataoWorks上授权使用EventBridge所产生的服务关联角色。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在使用EventBridge实现DataWorks上的事件消息订阅与消费时，您需要先授权DataWorks访问您的
EventBridge资源才可基于EventBridge实现消息的订阅与消费，授权成功后会自动在RAM控制台增加一个服务
关联角色AliyunServiceRoleForDataWorksOpenPlatform，此角色用于DataWorks开放平台的服务关联角
色，DataWorks开放平台将使用此角色来访问您在其他云产品中的资源。关于RAM服务关联角色相关说明，详
情请参见服务关联角色。

AliyunServiceRoleForDataWorksOpenPlatform权限说明AliyunServiceRoleForDataWorksOpenPlatform权限说明
1. 登录RAM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选择 身份管理身份管理>角色角色。

2. 在角色角色页面的搜索框中，输入AliyunServiceRoleForDataWorksOpenPlatform，自动搜索到名称
为AliyunServiceRoleForDat aWorksOpenPlat f ormAliyunServiceRoleForDat aWorksOpenPlat f orm的RAM角色。

3. 点击AliyunServiceRoleForDat aWorksOpenPlat f ormAliyunServiceRoleForDat aWorksOpenPlat f orm角色名称查看角色基本信息。

4. 在角色基本信息页面，点击权限管理权限管理，在权限管理界面查看当前角色被授予
的AliyunServiceRolePolicyForDat aWorksOpenPlat f ormAliyunServiceRolePolicyForDat aWorksOpenPlat f orm的权限策略详情，如下。

5.3.3. 附录：DataWorks服务关联角色5.3.3. 附录：DataWorks服务关联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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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sion": "1",    
   "Statement":[        
     {
       "Effect": "Allow",  
       "Action": [
         "eventbridge:GetEventBus",
         "eventbridge:GetRule",
         "eventbridge:CreateEventBus",
         "eventbridge:DeleteEventBus",
         "eventbridge:PutEvents",
         "eventbridge:ListEventBuses"
       ]，
       “Resource“：“*“
     }，
     {
        "Action":"ram:DeleteServiceLinkedRole",
        "Resource":"*",
        "Effect":"Allow",
        "Condition":{
          "StringEquals": {
            "ram:ServiceName": "openplatform.dataworks.aliyuncs.com"
          }
        }  
     }    
   ]   
}     

删除AliyunServiceRoleForDataWorksOpenPlatform角色删除AliyunServiceRoleForDataWorksOpenPlatform角色
1. 登录RAM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身份管理身份管理 >  > 角色角色。

2. 在角色页面的搜索框中，输入AliyunServiceRoleForDataWorksOpenPlatform，自动搜索到名称
为AliyunServiceRoleForDat aWorksOpenPlat f ormAliyunServiceRoleForDat aWorksOpenPlat f orm的RAM角色。

3. 在右侧操作操作列，单击删除删除。

常见问题常见问题
问题描述：为什么我的RAM用户无法自动创建DataWorks服务关联角
色AliyunServiceRoleForDat aWorksOpenPlat f ormAliyunServiceRoleForDat aWorksOpenPlat f orm？

解决方案：您需要拥有指定的权限，才能自动创建或删
除AliyunServiceRoleForDat aWorksOpenPlat f ormAliyunServiceRoleForDat aWorksOpenPlat f ormAliyunServiceRoleForDat aWorksOpenPlat f ormAliyunServiceRoleForDat aWorksOpenPlat f orm。
因此，在RAM用户无法自动创建AliyunServiceRoleForDat aWorksOpenPlat f ormAliyunServiceRoleForDat aWorksOpenPlat f orm时，您需为其添加以下
权限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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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ment": [
       {
        "Action": [                
                "ram:CreateServiceLinkedRole"
            ],
          "Resource": "acs:ram:*:主账号ID:role/*",
          "Effect": "Allow",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ram:ServiceName": [
                        "openplatform.dataworks.aliyuncs.com"                
                   ]
                }           
           }
     }
  ],
  “Version“：“1“
}

说明 说明 请把主账号ID替换为您实际的阿里云账号（主账号）ID。

相关文档相关文档
服务关联角色

本文介绍DataWorks开放消息的消息结构、不同事件类型事件的消息格式及各字段含义，帮助您快速获取和感
知事件消息的状态变更信息。

消息总体格式消息总体格式
一个完整的事件消息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示例如下。

5.3.4. 附录：发送给EventBridge的消息格式5.3.4. 附录：发送给EventBridge的消息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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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
  "data": {
    "beginWaitTimeTime": 165270057****,
    "dagId": 44655****,
    "dagType": 0,
    "taskType": 0,
    "modifyTime": 165270057****,
    "createTime": 165254323****,
    "appId": 3*****2,
    "tenantId": 235454***432001,
    "opCode": 31,
    "flowId": 1,
    "nodeId": 100269****,
    "beginWaitResTime": 165270057****,
    "taskId": 453268****,
    "status": 3
  },
  "id": "539fd8f4-4ea1-4625-aa8b-6c906674****",
  "source": "acs.dataworks",
  "specversion": "1.0",
  "subject": "",
  "time": "2020-11-19T21:04:41+08:00",
  "type": "dataworks:InstanceStatusChanges:InstanceStatusChanges",
  "aliyunaccountid": "123456789098****",
  "aliyunpublishtime": "2020-11-19T21:04:42.179PRC",
  "aliyuneventbusname": "default",
  "aliyunregionid": "cn-hangzhou",
  "aliyunpublishaddr": "172.25.XX.XX"
}

部分字段详细说明请参见下表：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说明

data object

消息实体格式，具体请参见下文各事件类型的消息实体格式详情：

消息实体格式：实例状态变更事件

消息实体格式：文件变更事件（文件提交、发布、运行、删除）

消息实体格式：表变更事件（表提交到开发、生产环境）

消息实体格式：节点变更事件（新增、修改、删除节点等）

消息实体格式：补数据操作事件

消息实体格式：审批中心（创建、完成审批单）

消息实体格式：运维中心告警

id String 用来定位事件消息的唯一ID。

type String
事件类型，取值包括commit-file（提交文件）、deploy-file（发布文件）
等，全量取值及其对应的事件请参见下文的附录：事件详情（event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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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其余字段的详细说明，您可以参考事件概述。

消息实体格式：实例状态变更事件消息实体格式：实例状态变更事件
示例如下。
{
  "data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
  "data": {
    "beginWaitTimeTime": 165270057****,
    "dagId": 44655****,
    "dagType": 0,
    "taskType": 0,
    "modifyTime": 165270057****,
    "createTime": 165254323****,
    "appId": 3*****2,
    "tenantId": 235454***432001,
    "opCode": 31,
    "flowId": 1,
    "nodeId": 100269****,
    "beginWaitResTime": 165270057****,
    "taskId": 453268****,
    "status": 3
  },
  "id": "539fd8f4-4ea1-4625-aa8b-6c906674****",
  "source": "acs.dataworks",
  "specversion": "1.0",
  "subject": "",
  "time": "2020-11-19T21:04:41+08:00",
  "type": "dataworks:InstanceStatusChanges:InstanceStatusChanges",
  "aliyunaccountid": "123456789098****",
  "aliyunpublishtime": "2020-11-19T21:04:42.179PRC",
  "aliyuneventbusname": "default",
  "aliyunregionid": "cn-hangzhou",
  "aliyunpublishaddr": "172.25.XX.XX"
}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说明

finishT ime Long 调度任务实例运行完成的具体时间

beginWaitT ime
Time

Long 调度任务实例开始等时间的具体时间

beginRunningTi
me

Long 调度任务实例开始运行的具体时间

dagId Long Dag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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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gType Integer

Dag的类型，取值如下：

0：周期调度任务

1：手动任务

2：冒烟测试

3：补数据

4：手动业务流程

5：临时业务流程

taskType Integer

任务实例的调度类型，取值如下：

NORMAL(0)：正常调度任务。该任务被日常调度。

MANUAL(1)：手动任务。该任务不会被日常调度。

PAUSE(2)：冻结任务。该任务被日常调度，但启动调度时直接被置为失败状
态。

SKIP(3)：空跑任务。该任务被日常调度，但启动调度时直接被置为成功状
态。

SKIP_UNCHOOSE(4)：临时工作流中未选择的任务，仅存在于临时工作流
中，启动调度时直接被置为成功状态。

SKIP_CYCLE(5)：未到运行周期的周或月任务。该任务被日常调度，但启动
调度时直接被置为成功状态。

CONDIT ION_UNCHOOSE(6)：上游实例中有分支（IF）节点，但是该下游节
点未被分支节点选中，直接置为空跑任务。

REALTIME_DEPRECATED(7)：实时生成的已经过期的周期实例，该类型的任
务直接被置为成功状态。

modifyT ime Long 任务实例的修改时间

createT ime Long 任务实例的创建时间

appId Long 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调用ListProjects查看空间ID信息。

tenantId Long 调度任务实例所在工作空间的租户ID

opCode Integer 调度任务实例的操作码：该字段可忽略

flowId Long
业务流程的ID，周期调度任务实例的业务流程默认为1，手动业务流程和内部工
作流调度任务实例为实际的业务流程ID

nodeId Long 调度任务实例对应的节点ID

beginWaitResT
ime

Long 调度任务实例开始等资源的具体时间

taskId Long 调度任务实例ID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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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Integer

任务的状态，取值如下：

0（未运行）

2（等待定时时间dueTime或cycleT ime到来）

3（等待资源）

4（运行中）

7（下发给数据质量进行数据校检）

8（正在进行分支条件校检）

5（执行失败）

6（执行成功）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说明

消息实体格式：文件变更事件（文件提交、发布、运行、删除）消息实体格式：文件变更事件（文件提交、发布、运行、删除）
文件提交、发布事件

{
  "data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
  "data": {
    "operator": "**************",  //本次操作⼈
    "projectId": 12*****56,
    "tenantId": 12*****56,
    "nodeId": 12****,    //节点ID
    "fileType": 12****, //⽂件类型
    "fileName": "********",
    "fileOwner": "****************",         //⽂件责任⼈
    "extensionBizId": "***************",    //
    "changeType": "UPDATE", //NEW UPDATE DELETE
    "fileCreateTime": "2021-01-15 14:03:02",
    "fileId": 12****,
    "fileVersion": 3,
    "dataSourceName":"odps_first"
  },
  "id": "539fd8f4-4ea1-4625-aa8b-6c906674****",
  "source": "acs.dataworks",
  "specversion": "1.0",
  "subject": "",
  "time": "2020-11-19T21:04:41+08:00",
  "type": "dataworks:FileChange:CommitFile",
  "aliyunaccountid": "123456789098****",
  "aliyunpublishtime": "2020-11-19T21:04:42.179PRC",
  "aliyuneventbusname": "default",
  "aliyunregionid": "cn-hangzhou",
  "aliyunpublishaddr": "172.25.XX.XX"
}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说明

operator String 发布人用户UID

projectId Long 项目空间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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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antId Long 租户ID

nodeId Long 调度节点ID

fileType Long

文件的代码类型，常用的代码类型包括：

6（Shell）

10（ODPS SQL）、

11（ODPS MR）

23（数据集成）

24（ODPS Script）

99（虚拟节点）

221（PyODPS 2）

225（ODPS Spark）

227（EMR Hive）

228（EMR Spark）

229（EMR Spark SQL）

230（EMR MR）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说明

文件删除、运行事件

{
  "data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
  "data": {
    "operator": "**************",  //本次操作⼈
    "projectId": 12****,
    "tenantId": 12****,
    "nodeId": 12****,    //节点ID
    "fileType": 12****, //⽂件类型
    "fileName": "********",
    "fileOwner": "****************",         //⽂件责任⼈
    "extensionBizId": "***************",    //
    "fileCreateTime": "2021-01-15 14:03:02",
    "fileId": 12****
  },
  "id": "539fd8f4-4ea1-4625-aa8b-6c906674****",
  "source": "acs.dataworks",
  "specversion": "1.0",
  "subject": "",
  "time": "2020-11-19T21:04:41+08:00",
  "type": "dataworks:FileChange:DeleteFile",
  "aliyunaccountid": "123456789098****",
  "aliyunpublishtime": "2020-11-19T21:04:42.179PRC",
  "aliyuneventbusname": "default",
  "aliyunregionid": "cn-hangzhou",
  "aliyunpublishaddr": "172.25.XX.X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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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说明

operator String 发布人用户UID

projectId Long 项目空间ID

tenantId Long 租户ID

nodeId Long 调度节点ID

fileType Long

文件的代码类型，常用的代码类型包括：

6（Shell）

10（ODPS SQL）

11（ODPS MR）

23（数据集成）

24（ODPS Script）

99（虚拟节点）

221（PyODPS 2）

225（ODPS Spark）

227（EMR Hive）

228（EMR Spark）

229（EMR Spark SQL）

230（EMR MR）

239（OSS对象检查）

257（EMR Shell）

消息实体格式：表变更事件（表提交到开发、生产环境）消息实体格式：表变更事件（表提交到开发、生产环境）

Dat aWorks公共云合集··开放平台 Dat aWorks

322 > 文档版本：20220712



{
  "data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
  "data": {
    "operator": "**************",
    "projectId": 12*****56,
    "tenantId": 12******56,
    "extensionBizId": "123456",
    "tableName":"table1",
    "tableType":"ODPS",  // ODPS、EMR
    "maxComputeProject":"project1"
  },
  "id": "539fd8f4-4ea1-4625-aa8b-6c906674c113",
  "source": "acs.dataworks",
  "specversion": "1.0",
  "subject": "",
  "time": "2020-11-19T21:04:41+08:00",
  "type": "dataworks:TableChange:CommitTable",
  "aliyunaccountid": "123456789098****",
  "aliyunpublishtime": "2020-11-19T21:04:42.179PRC",
  "aliyuneventbusname": "default",
  "aliyunregionid": "cn-hangzhou",
  "aliyunpublishaddr": "172.25.XX.XX"
}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说明

operator String 发布人用户UID

projectId Long 项目空间ID

tenantId Long 租户ID

extensionBizId String 扩展程序卡点流程ID

tableName String 表名

tableType String

表类型 ：

ODPS

EMR

maxComputeP
roject

String 对应maxCompute的project名称

消息实体格式：节点变更事件（新增、修改、删除节点等）消息实体格式：节点变更事件（新增、修改、删除节点等）
节点新增、修改、删除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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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
  "data": {
    "nodeName": "",
    "programType": "ODPS_SQL",
    "cronExpress": "00 20 00 * * ?",
    "schedulerType": "NORMAL",
    "ownerId": "191223248874****",
    "priority": 1,
    "baselineId": 11780****,
    "repeatability": true,
    "modifyTime": 164636454****
    "createTime": 164636454****,
    "datasource": "odps_first",
    "tenantId": 28378****10656,
    "nodeId": 100***150,
    "projectId": 30**95,
    "operator": "**************"  //本次操作⼈
  },
  "id": "539fd8f4-4ea1-4625-aa8b-6c906674****",
  "source": "acs.dataworks",
  "specversion": "1.0",
  "subject": "",
  "time": "2020-11-19T21:04:41+08:00",
  "type": "dataworks:NodeChange:NodeChangeDeleted",
  "aliyunaccountid": "123456789098****",
  "aliyunpublishtime": "2020-11-19T21:04:42.179PRC",
  "aliyuneventbusname": "default",
  "aliyunregionid": "cn-hangzhou",
  "aliyunpublishaddr": "172.25.XX.XX"
}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说明

nodeName String 节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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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Type String

常用的代码及其对应的文件类型包括：

6（Shell）

10（ODPS SQL）

11（ODPS MR）

24（ODPS Script）

99（虚拟节点）

221（PyODPS 2）

225（ODPS Spark）

227（EMR Hive）

228（EMR Spark）

229（EMR Spark SQL）

230（EMR MR）

239（OSS对象检查）

257（EMR Shell）

258（EMR Spark Shell）

259（EMR Presto）

260（EMR Impala）

900（实时同步）

1089（跨租户节点）

1091（Hologres开发）

1093（Hologres SQL）

1100（赋值节点）

1221（PyODPS 3）

您可以调用ListFileType接口，查询文件的代码类型。

cronExpress String

周期调度的cron表达式，该参数位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数据开发 任务
的调度配置调度配置  >   >  时间属性时间属性  >   >  cron表达式cron表达式 对应。配置完调度周期调度周期 及定时调度定时调度
时间时间 后，DataWorks会自动生成相应cron表达式。示例如下

每天凌晨5点30分定时调度：00 30 05 * * ?

每个小时的第15分钟定时调度：00 15 * * * ?

每隔十分钟调度一次：00 00/10 * * * ?

每天8点到17点，每个十分钟调度一次：00 00-59/10 8-23 * * * ?

每月的1日0点20分自动调度：00 20 00 1 * ?

从1月1日0点10分开始，每过3个月调度一次：00 10 00 1 1-12/3 ?

每周二、周五的0点5分自动调度：00 05 00 * * 2,5

由于DataWorks调度系统的规则，cron表达式有以下限制：

最短调度间隔时间为5分钟。

每天最早调度时间为0点5分。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说明

节点冻结、解冻、下线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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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
  "data": {
    "operator": "**************",
    "projectId": 12*****56,
    "tenantId": 12******56,
    "extensionBizId": "12****",
    "tableName":"table1",
    "tableType":"ODPS",  // ODPS、EMR
    "maxComputeProject":"project1"
  },
  "id": "539fd8f4-4ea1-4625-aa8b-6c906674****",
  "source": "acs.dataworks",
  "specversion": "1.0",
  "subject": "",
  "time": "2020-11-19T21:04:41+08:00",
  "type": "dataworks:TableChange:CommitTable",
  "aliyunaccountid": "123456789098****",
  "aliyunpublishtime": "2020-11-19T21:04:42.179PRC",
  "aliyuneventbusname": "default",
  "aliyunregionid": "cn-hangzhou",
  "aliyunpublishaddr": "172.25.XX.XX"
}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说明

operator String 发布人用户UID

projectId Long 项目空间ID

tenantId Long 租户ID

nodeIds Array 被操作节点ID列表

extensionBizId String 扩展程序卡点流程ID

消息实体格式：补数据操作事件消息实体格式：补数据操作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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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
  "data": {
    "excludeNodeIds":[],
    "rootNodeId": 1000083****,
    "startFutureInstanceImmediately": false,
    "useMultipleTimePeriods": true,
    "operator": "132087671033****",
    "multipleTimePeriods": "[{\"bizBeginTime\":\"2022-04-17\",\"bizEndTime\":\"2022-04-17\"}]
",
    "parallelGroup": 1,
    "rootNodeProjectId": 12*****8,
    "isParallel": false,
    "name": "P_fff_20220418_21*****",
    "tenantId": 16935*****3377,
    "includeNodeIds":
    [
      1000083****
    ],
    "projectId": 1****,
    "order": "asc",
    "extensionBizId": "12****"
  },
  "id": "539fd8f4-4ea1-4625-aa8b-6c906674****",
  "source": "acs.dataworks",
  "specversion": "1.0",
  "subject": "",
  "time": "2020-11-19T21:04:41+08:00",
  "type": "dataworks:BackfillDataOperate:BackfillData",
  "aliyunaccountid": "123456789098****",
  "aliyunpublishtime": "2020-11-19T21:04:42.179PRC",
  "aliyuneventbusname": "default",
  "aliyunregionid": "cn-hangzhou",
  "aliyunpublishaddr": "172.25.XX.XX"
}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说明

name String 补数据工作流名称

rootNodeId Long 补数据工作流根节点ID

rootNodeProje
ctId

Long 补数据工作流根节点所在的项目空间ID

includeNodeId
s

Array 补数据的节点ID列表

excludeNodeId
s

Array
无需补数据的节点ID列表，在这个列表中的节点会生成空跑实例，空跑实例被
调度后会直接运行成功，不会执行脚本内容。

bizBeginT ime String
任务的开始时间。仅小时调度任务需要设置该参数，格式为HH:mm:ss，取值
范围为 00:00:00~23: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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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zEndTime String
任务的结束时间。仅小时调度任务需要设置该参数，格式为HH:mm:ss，取值
范围为 00:00:00~23:59:59。

isParallel Boolean 是否可以并行运行

parallelGroup Integer 并行运行的分组数，1表示不分组

startFutureInst
anceImmediat
ely

Boolean 是否跳过调度时间，立刻调起未来实例

order String 业务日期运行的顺序，“acs”表示按业务日期正序运行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说明

消息实体格式：审批中心（创建、完成审批单）消息实体格式：审批中心（创建、完成审批单）
示例如下。

创建审批单事件。

{
  "data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
  "data": {
    "appId":19****,
  "assignee":"28609853964174****",
  "assigneeName":"yupeng.sunyp",
  "createTime":165209436****,
  "eventType":"approval",
  "process":{
    "applicant":"28609853964174****",
    "applicantName":"yupeng.sunyp",
    "approvalContent":{
      "applyPeriod":"299796480****",
      "applyReason":"测试",
      "arrayData":[
        {
          "ownerBaseId":"182293110403****",
          "columns":[
            {
              "columnType":"string",
              "columnGuid":"odps.b_mc1.loghub_07****.id",
              "columnComment":"",
              "columnName":"id"
            },
            {
              "columnType":"string",
              "columnGuid":"odps.b_mc1.loghub_07****.name",
              "columnComment":"",
              "columnName":"name"
            },
            {
              "columnType":"string",
              "columnGuid":"odps.b_mc1.loghub_07****.times",
              "columnComment":"",
              "columnName":"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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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umnName":"times"
            }
          ],
          "columnMetaList":[
            {
              "columnType":"string",
              "columnGuid":"odps.b_mc1.loghub_07****.id",
              "columnComment":"",
              "columnName":"id"
            },
            {
              "columnType":"string",
              "columnGuid":"odps.b_mc1.loghub_07****.name",
              "columnComment":"",
              "columnName":"name"
            },
            {
              "columnType":"string",
              "columnGuid":"odps.b_mc1.loghub_07****.times",
              "columnComment":"",
              "columnName":"times"
            }
          ],
          "objectType":"TABLE",
          "odpsTable":"loghub_07****",
          "envType":1,
          "projectGuid":"odps.b_mc1",
          "objectGuid":"odps.b_mc1.loghub_07****",
          "tenantId":0,
          "objectName":"loghub_07****",
          "ownerAccountName":"ALIYUN$dataworks_3h1_1(dataworks_3h1_1)",
          "odpsProject":"B_MC1",
          "projectName":"B_MC1",
          "actions":[
            "Select",
            "Describe"
          ],
          "projectId":19****,
          "workspaceId":"19****"
        }
      ],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granteeAccounts":[
        {
          "granteeId":"28609853964174****",
          "granteeTypeSub":103,
          "granteeType":1,
          "granteeName":"RAM$dataworks_3h1_1:yupeng.sunyp"
        },
        {
          "granteeId":"23785763111910****",
          "granteeTypeSub":105,
          "granteeType":1,
          "granteeName":"RAM$dataworks_3h1_1:de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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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dpsProjectName":"B_MC1",
      "projectEnv":"1",
      "resourceSummary":"loghub_07****",
      "tenantId":28074952195****,
      "workspaceId":194209
    },
    "assignmentCategory":"MaxCompute",
    "createTime":1652094363000,
    "processDefinitionId":"definition-3dcc9ce7-d29d-435d-a908-60d4355f****",
    "processId":"52853586998****",
    "status":"Pending",
    "title":"MaxComputeTable",
    "updateTime":165209436****
  },
  "processId":"52853586998****",
  "status":"Submit",
  "taskId":"52853587001****",
  "tenantId":28074952195****,
  "updateTime":165209436****
  },
  "id": "539fd8f4-4ea1-4625-aa8b-6c906674****",
  "source": "acs.dataworks",
  "specversion": "1.0",
  "subject": "",
  "time": "2020-11-19T21:04:41+08:00",
  "type": "dataworks:ApprovalChange:ApprovalChangeCreated",
  "aliyunaccountid": "123456789098****",
  "aliyunpublishtime": "2020-11-19T21:04:42.179PRC",
  "aliyuneventbusname": "default",
  "aliyunregionid": "cn-hangzhou",
  "aliyunpublishaddr": "172.25.XX.XX"
}

完成审批单事件。

Dat aWorks公共云合集··开放平台 Dat aWorks

330 > 文档版本：20220712



[
  {
    "ownerBaseId":"182293110403****",
    "columns":[
      {
        "columnType":"decimal(38,18)",
        "columnGuid":"odps.px_wokebench_1.oracle_dss_a1214_1136_1_invalid_column.i__d",
        "columnComment":"",
        "columnName":"i__d"
      }
    ],
    "columnMetaList":[
      {
        "columnType":"decimal(38,18)",
        "columnGuid":"odps.px_wokebench_1.oracle_dss_a1214_1136_1_invalid_column.i__d",
        "columnComment":"",
        "columnName":"i__d"
      }
    ],
    "objectType":"TABLE",
    "odpsTable":"oracle_dss_a1214_1136_1_invalid_column",
    "envType":1,
    "projectGuid":"odps.px_wokebench_1",
    "objectGuid":"odps.px_wokebench_1.oracle_dss_a1214_1136_1_invalid_column",
    "tenantId":0,
    "objectName":"oracle_dss_a1214_1136_1_invalid_column",
    "ownerAccountName":"ALIYUN$dataworks_3h1_1(dataworks_3h1_1)",
    "odpsProject":"dataworks_pref_test****",
    "projectName":"dataworks_pref_test****",
    "actions":[
      "Select",
      "Describe"
    ],
    "projectId":10****,
    "workspaceId":"10****"
  }
]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说明

appId Long 工作空间ID

assignee String 处理人BaseId

assigneeName String 处理人name

comments String 备注

createT ime Long 申请单创建时间戳

processId String 审批单ID

status String 审批单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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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Id String 审批任务ID

tenantId String 租户ID

updateT ime String 申请单更新时间戳

eventType String 事件类型

process Object 审批任务对象

|--applicant String 申请baseId

|--
applicantName

String 申请人名称

|--
assignmentCat
egory

String 申请内容类型

|--createT ime String 申请单创建时间戳“desc”表示按业务日期倒序运行

|--
processDefinit i
onId

String 工作流定义ID

|--processId String 工作流ID

|--status String 工作流状态

|--tit le String 工作流标题

|--updateT ime Long 申请单更新时间戳

|--
approvalConte
nt

Object 审批内容对象

|----
applyPeriod

String 申请时长

|----
applyReason

String 申请原因

|----
contentType

String 内容类型

|----
odpsProjectNa
me

String 项目名称

|----
resourceSumm
ary

String 资源描述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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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antId Long 租户ID

|----
workspaceId

Long 工作空间ID

|----projectEnv String 所属环境

|----
granteeAccoun
ts

Array 授权列表

|------
granteeId

String 授权主体id

|------
granteeType

String 授权类型

|------
granteeTypeSu
b

String

授权主体子类下，代表账号类型，具体如下：

生产云账号（生产调度使用的账号）：ACCOUNT_PRD(101)

应用云账号：ACCOUNT_APP(102)

个人云账号：ACCOUNT_USER(103)

部门云账号：ACCOUNT_DEPT(104)

MOCK账号：ACCOUNT_MOCK(106)

他人云账号：ACCOUNT_OTHER_USER(105)

|------
granteeName

String 授权主体名称

|----arrayData Array 参见授权内容列表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说明

消息实体格式：运维中心告警消息实体格式：运维中心告警
基线告警

{
    "alarmType": "SLA_ALERT",
    "baselineId": 13700****,
    "baselineName": "ods层任务专⽤",
    "baselineStatus": 3,
    "bizDate": 165444480****,
    "inGroupId": 14,
    "nodeId": 1000039****,
    "projectId": ****,
    "taskId": 307289****,
    "tenantId": 26095350312****
}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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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rmType String

告警类型：

SLA_ALERT

REMIND_ALERT

TOPIC_ALERT

baselineId Long 基线ID

baselineName String 基线名称

baselineStatus Integer

基线的状态，包括：

-1（异常）

1（安全）

2（预警）

3（破线）

bizDate Long 业务日期时间戳。

inGroupId Integer 基线实例的周期号。天基线为1，小时基线的取值范围为[1,24]。

nodeId Long 导致基线异常的节点ID

projectId Long 基线所属项目空间ID

taskId Long 导致基线异常的实例ID

tenantId Long 租户ID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说明

事件告警

{
    "alarmType": "TOPIC_ALERT",
    "nodeId": 1000031****,
    "projectId": ****,
    "taskId": 307275****,
    "taskStatus": 5,
    "tenantId": 28074952195****,
    "topicId": 108****
}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说明

alarmType String

告警类型：

SLA_ALERT

REMIND_ALERT

TOPIC_ALERT

topicId Long 事件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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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Status String 触发事件的节点的实例状态

nodeId Long 触发事件的节点ID

projectId Long 触发事件的节点所属项目空间ID

taskId Long 触发事件的节点的实例ID

tenantId Long 租户ID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说明

规则告警

当规则对象为任务节点、基线、工作空间、业务流程时

{
    "alarmType": "REMIND_ALERT",
    "nodeIds": "1000040****,1000040****,1000040****",
    "projectId": ****,
    "remindId": ****,
    "remindName": "出错报警",
    "remindType": "ERROR",
    "remindUnit": "NODE",
    "taskIds": "307290****,307290****,307290****",
    "tenantId": 25902581602****
}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说明

alarmType String

告警类型：

SLA_ALERT

REMIND_ALERT

TOPIC_ALERT

nodeIds String 触发规则告警的节点列表

remindId Long 规则ID

remindType Stirng

触发条件，包括：

FINISHED（完成）

UNFINISHED（未完成）

ERROR（出错）

CYCLE_UNFINISHED（周期未完成）

TIMEOUT（运行超时）

projectId Long 节点所属的项目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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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indUnit String

对象的类型，包括：

NODE（任务节点）

GATEWAY_RES（调度独享资源组）

DI_RES（数据集成资源组）

tenantId Long 租户ID

taskIds String 触发规则告警的实例列表

remindName String 规则名称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说明

当规则对象为资源组时：

{
    "alarmType": "REMIND_ALERT",
    "projectId": ****,
    "remindId": 20000****,
    "remindName": "独享资源组告警",
    "remindType": "RES_GROUP_THRESHOLD",
    "remindUnit": "GATEWAY_RES",
    "resourceGroupIdentifier": "S_res_group_19582071655****_165096585****",
    "resourceGroupName": "emr_exclusive_scheduld",
    "resourceGroupType": "GATEWAY",
    "tenantId": 19582071655****
}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说明

alarmType String

告警类型：

SLA_ALERT

REMIND_ALERT

TOPIC_ALERT

remindId Long 规则ID

remindType Stirng

触发条件，包括

FINISHED（完成）

UNFINISHED（未完成）

ERROR（出错）

CYCLE_UNFINISHED（周期未完成）

TIMEOUT（运行超时）

RES_GROUP_THRESHOL （资源组利用率）

RES_GROUP_WAIT_AMOUNT（资源组等资源实例数）

projectId Long 节点所属的项目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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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indUnit String

对象的类型，包括：

NODE（任务节点）

GATEWAY_RES（调度独享资源组）

DI_RES（数据集成资源组）

tenantId Long 租户ID

remindName String 规则名称

resourceGrou
pIdentifier

String 资源组的唯一标识符

resourceGrou
pName

String 资源组名称

resourceGrou
pType

String

资源组类型 ：

GATEWAY(调度资源组)

DI（数据集成资源组）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说明

附录：事件类目详情（eventCategoryType）附录：事件类目详情（eventCategoryType）

事件类型 事件码

实例状态变更事件 instance-status-change

文件变更事件 file-change

表变更事件 table-change

节点变更事件 node-change

补数据变更事件 backfill-data-operate

审批中心事件 approval-change

监控告警事件 monitor-alert

附录：事件详情（eventType）附录：事件详情（eventType）

系统模块 事件名称 事件编码 事件分类

运维中心

新增节点 node-change-created 普通事件

更新节点 node-change-updated 普通事件

删除节点 node-change-deleted 普通事件

冻结节点 freeze-node 扩展点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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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冻节点 unfreeze-node 扩展点事件

下线节点 undeploy-node 扩展点事件

补数据 backfill-data 扩展点事件

数据开发

提交文件 commit-file 扩展点事件

发布文件 deploy-file 扩展点事件

运行文件 run-file 扩展点事件

删除文件 delete-file 扩展点事件

提交表 commit-table 扩展点事件

发布表 deploy-table 扩展点事件

审批中心

创建申请单
approval-change-
created

普通事件

完成申请单
approval-change-
finished

普通事件

监控告警 运维中心告警
workbench-monitor-
alert

普通事件

系统模块 事件名称 事件编码 事件分类

授权内容列表授权内容列表
assignmentCategory类型为MaxCompute时 arrayData的数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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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wnerBaseId":"182293110403****",
    "columns":[
      {
        "columnType":"decimal(38,18)",
        "columnGuid":"odps.px_wokebench_1.oracle_dss_a1214_1136_1_invalid_column.i__d",
        "columnComment":"",
        "columnName":"i__d"
      }
    ],
    "columnMetaList":[
      {
        "columnType":"decimal(38,18)",
        "columnGuid":"odps.px_wokebench_1.oracle_dss_a1214_1136_1_invalid_column.i__d",
        "columnComment":"",
        "columnName":"i__d"
      }
    ],
    "objectType":"TABLE",
    "odpsTable":"oracle_dss_a1214_1136_1_invalid_column",
    "envType":1,
    "projectGuid":"odps.px_wokebench_1",
    "objectGuid":"odps.px_wokebench_1.oracle_dss_a1214_1136_1_invalid_column",
    "tenantId":0,
    "objectName":"oracle_dss_a1214_1136_1_invalid_column",
    "ownerAccountName":"ALIYUN$dataworks_3h1_1(dataworks_3h1_1)",
    "odpsProject":"dataworks_pref_test****",
    "projectName":"dataworks_pref_test****",
    "actions":[
      "Select",
      "Describe"
    ],
    "projectId":10****,
    "workspaceId":"10****"
  }
]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说明

ownerBaseId String 表owner的baseId

ownerAccount
Name

String 表owner的name

objectType String 对象类型

odpsTable String 表名称

envType String 环境

projectGuid String 项目Guid

objectGuid String 对象G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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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Name String 对象名称

odpsProject String odps项目名称

projectName String 项目code

projectId Long 工作空间ID

workspaceId String 工作空间ID

actions Array 操作类型列表

columns Array 列列表

|--columnType String 列类型

|--columnGuid String 列Guid

|--
columnComm
ent

String 列备注

|--
columnName

String 列名

columnMetaLi
st

Array 列元数据列表

|--columnType String 列类型

|--columnGuid String 列Guid

|--
columnComm
ent

String 列备注

|--
columnName

String 列名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说明

assignmentCategory类型为DataService时 arrayData的数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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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sourceId":"DsApiDeploy/1822931104031845/workspaceId/227859/dsDeployId/1|41738195594
7846|1|280749521950784|22****",
    "ownerName":"ysf0111****",
    "resourceVersion":1,
    "name":"api_api",
    "dsDeployId":"1|417381955947846|1|280749521950784|22****",
    "workspaceName":"da_simple_20****",
    "id":"41738195594****",
    "type":1,
    "ownerId":"25888213955403****",
    "url":"https://ds-cn-shanghai.data.aliyun.com/?projectId=227859&type=api&id=4173819559
47846&version=1&defaultProjectId=22****",
    "workspaceId":"22****"
  }
]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说明

resourceId String 资源ID

ownerName String 资源ownerName

ownerId String 资源责任人BaseId

resourceVersio
n

Long 资源版本

name String 资源名称

dsDeployId String 数据服务发布id

workspaceNa
me

String 工作空间名称

workspaceId String 工作空ID

id String 资源唯一ID

type String

资源类型：

1（AP1）

2（函数）

3（服务编排）

url String 数据服务链接地址

assignmentCategory类型为DataStudio时 arrayData的数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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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ourceDatasourceType":"mysql",
        "sourceTableName":"test_datahub_type_copy",
        "targetDatasourceType":"odps",
        "sourceDatasourceName":"test_Approval",
        "targetTableName":"test_approval_test_datahub_type_copy",
        "targetDatasourceName":"odps_first",
        "workspaceId":"24****"
    },
    {
        "sourceDatasourceType":"mysql",
        "sourceTableName":"test_datahub_type_copy",
        "targetDatasourceType":"odps",
        "sourceDatasourceName":"test_Approval",
        "targetTableName":"test_approval_test_datahub_type_copy",
        "targetDatasourceName":"odps_first",
        "workspaceId":"24****"
    }
]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说明

sourceDatasourc
eType

String 源端数据类型

sourceDatasourc
eName

String 源端表类型

sourceTableNa
me

String 源端表类型

targetDatasourc
eType

String 目的端数据类型

targetDatasourc
eName

String 目的端表类型

targetTableNam
e

String 目的端表类型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1. 

DataWorks通过OpenEvent能力为您提供消息推送订阅能力，同时您可以将服务程序注册为DataWorks的扩展
程序，通过扩展程序来卡点并响应订阅的事件消息，以此实现通过扩展程序对特定事件进行消息通知与流程管
控。本文为您介绍通过OpenEvent和扩展程序实现消息通知与流程管控的功能概述。

5.4. 扩展程序（Extensions）5.4. 扩展程序（Extensions）

5.4.1. 扩展程序概述5.4.1. 扩展程序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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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目前仅面向DataWorks企业版和旗舰版用户公测，华北2（北京）、华东1（杭州）、华东2（上海）、华北
3（张家口）、华南1（深圳）、西南1（成都）、美国（硅谷）、美国（弗吉尼亚）、德国（法兰克福）、
日本（东京）、中国（香港）、新加坡地域支持该功能。

仅支持阿里云主账号或者有AliyunDataWorksFullAccess权限的RAM用户权限的用户可以直接进行界面相关
配置，关于DataWorks权限说明，详情请参见管控权限详情：细分RAM Policy。

产品能力产品能力
DataWorks作为阿里云一站式大数据开发与治理平台，在各项能力支持上预设置了很多拓展点，例如，在标准
模式下，简略来看，节点创建后完成代码开发后，需先提交到开发环境中进行验证，完成后再正式发布到生产
环境中，后续每天根据调度配置定时运行，如果节点不再需要，可以删除节点。

在这个流程中DataWorks预置了几个扩展点，您可以基于扩展点增加自定义管控流程，例如下列场景：

增加代码评审流程。

当用户单击提交节点时，流程进入自定义代码评审流程中，不直接提交到开发环境中进行验证。自定义评
审流程通过后再提交至开发环境。

增加发布前审核流程。

当用户单击发布节点时，流程进入自定义发布前审核流程中，不直接发布到生产环境。自定义审核流程通
过后，再发布至生产环境。

上述场景中的流程管控，是通过DataWorks提交文件扩展点和发布文件扩展点实现流程卡点，并通过您注册在
DataWorks上的扩展程序实现自定义流程管控。您可以将自己开发的应用注册到DataWorks上成为扩展程序，
并通过OpenEvent和Open API进行扩展程序与DataWorks的通信，进而实现自定义流程控制。处理流程大致如
下：

1. 通过OpenEventOpenEvent 实现扩展消息订阅。

OpenEvent通过公共Kafka为您提供部分事件的消息订阅，详情请参见OpenEvent概述。完成订阅后，您可
以获取到对应事件的消息详情，例如，提交节点为文件提交类事件，这类事件的消息详情会包含节点ID、
操作人UID、项目空间ID等信息。各类事件的消息格式详情请参见附录：消息格式。

2. 通过扩展程序扩展程序实现扩展点事件处理。

DataWorks支持将用户的服务程序注册为扩展程序，订阅接收到事件消息后，通过扩展程序处理事件并将
处理结果通过OpenAPI返回给DataWorks。其中，支持通过扩展程序处理事件的扩展点列表详情请参见下
文的支持的扩展点事件列表。

3. 通过OpenAPIOpenAPI实现扩展点事件处理结果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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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点事件触发等待扩展程序处理过程中，当前的流程会变为“检查中”状态，OpenAPI会将扩展程序的
处理结果返回给DataWorks，DataWorks根据反馈结果状态继续流程。

处理结果为通过：事件符合扩展程序校验逻辑，当前流程通过后继续，状态从“检查中”变为“通
过”。

处理结果为不通过：事件不符合扩展程序校验逻辑，需阻塞此次流程，状态从“检查中”变为“不通
过”。

说明 说明 您可通过UpdateIDEEventResult这个API将DataStudio中的扩展点事件的处理结果返回给
DataWorks。

支持的扩展点事件列表支持的扩展点事件列表
当前支持通过扩展程序处理的扩展点事件为DataStudio中的部分操作，分类及事件详情如下表。

支持的扩展点 扩展点事件 回调校验结果的OpenAPI

文件提交扩展点
文件提交前置事件文件提交前置事件 ：例如节点、资源、函数的提交操
作。

您可通
过UpdateIDEEventResult
这个API将事件处理结果回
调至DataWorks。

文件发布扩展点

文件发布前置事件文件发布前置事件 ：例如节点、资源、函数的发布操
作。

说明 说明 仅标准模式工作空间支持该扩展点。

文件运行扩展点 文件运行前置事件文件运行前置事件 ：例如运行节点代码。

文件删除扩展点
文件删除前置事件文件删除前置事件 ：例如在删除某个节点、资源、函
数。

表提交扩展点 表提交前置事件表提交前置事件 ：例如表管理提交表。

表发布扩展点

表发布前置事件表发布前置事件 ：例如表管理发布表。

说明 说明 仅标准模式工作空间支持该扩展点。

以节点提交为例，流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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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扩展点的触发应用示例可参见。应用示例：数据开发过程触发事件检查

操作流程操作流程
如上文所述，通过OpenEvent、扩展程序、OpenAPI实现自定义管控流程的完整的操作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1. 准备工作：

开启消息订阅，并注册扩展程序，获取开发扩展程序所需的必要信息。详情请参见准备工作。

2. 开发部署扩展程序。

根据已获取的信息，开发扩展程序，并将扩展程序部署为一个应用服务。详情请参见开发部署扩展程序。

3. 测试应用扩展程序。

扩展程序开发部署完成后，您即可在DataWorks的测试工作空间中测试扩展程序是否符合预期，完成测试
后上线扩展程序，由管理员在使用的工作空间中启用扩展程序。详情请参见测试应用扩展程序。

本文为您介绍开发使用扩展程序前的准备工作。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DataWorks企业版及以上版本支持扩展程序功能。

说明 说明 如果使用的企业版DataWorks版本到期后，所有扩展程序均会失效，无法再触发事件检查。
已触发且未到终态的检查会自动通过。

扩展程序注册并开启后，多个扩展程序可关联同一个触发事件，即同一个事件支持触发多个扩展程序。

有内部节点的组合类节点（机器学习（PAI）节点、do-while节点、for-each节点）触发检查时，需要内部
节点都检查通过才可继续进行下一步操作。

准备工作1：开启消息订阅准备工作1：开启消息订阅
扩展程序功能通常需要联合OpenEvent功能一起使用，通过OpenEvent来订阅扩展点事件，再通过扩展程序对
事件进行处理，因此在开发使用扩展程序前，您需先开启消息订阅，获取消息订阅的KafKa信息、订阅事件的
消息体格式，用于后续扩展程序的代码开发。

5.4.2. 准备工作5.4.2. 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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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消息订阅并获取Kafka相关信息的操作详情请参见开启消息订阅：DataWorks端（基于Kafka）。

了解订阅事件的消息体格式的详情请参见附录：消息格式。

准备工作2：注册扩展程序准备工作2：注册扩展程序
开发使用扩展程序前，您需要先在DataWorks上注册好一个扩展程序获取对应的Extension Code，用于后续的
扩展程序代码开发，操作步骤如下。

1. 登录DataWorks控制台并进入扩展程序页面。

i. 以阿里云主账号或拥有AliyunDat aWorksFullAccessAliyunDat aWorksFullAccess权限的RAM用户登录DataWorks控制台。

ii.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开放平台开放平台，在开放平台页面选择Ext ensionsExt ensions页签，进入扩展程序页面。

2. 单击注册扩展程序注册扩展程序，在弹窗中配置填的注册信息。

说明 说明 准备工作阶段，您仅需配置必填的注册信息，待后续扩展程序开发调试完成，部署后可再
进一步完善扩展程序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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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准备工作阶段必填的参数有扩展程序名称、处理的扩展点、负责人和测试用工作空间，其他参数可
在扩展程序开发部署完成后进一步完善。详细的参数解释如下。

参数 如何配置

扩展程序名称扩展程序名称 自定义扩展程序的名称，用于标识扩展程序。

处理的扩展点处理的扩展点

选择该扩展程序用于处理哪几类扩展事件触发的消息。当前支持的扩展点及其详情请
参见支持的扩展点事件列表，您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说明 说明 选择完成后，配置界面会自动根据选择结果匹配所属事件所属事件 和适用模适用模
块块 ，无需手动配置。

负责人负责人 选择扩展程序的负责人，方便扩展程序使用者遇到问题时能及时联系到负责人。

测试用工作空间测试用工作空间

指定用于扩展程序测试用的工作空间。

扩展程序无需进行上线操作，即可在测试用工作空间中生效。

即开发人员可以在上线前，在测试空间中进行完整链路的测试验证，通过触发事件，
来测试DataWorks通过Kafka发送消息、扩展程序接收消息并进行消息审核与回调。

扩展程序详情地址扩展程序详情地址

填写介绍扩展程序详情的地址，用于帮助扩展程序的用户更好的理解和使用此扩展程
序。

您可以在开发部署扩展程序时，同时开发一个扩展程序的详情展示页面，完成后把页
面地址配置在此处，以便使用者在触发扩展程序校验时，可通过此链接查看扩展程序
完整的校验过程，例如，此次扩展程序检查链路和阻塞的原因。

扩展程序文档地址扩展程序文档地址

填写扩展程序的帮助文档地址，供扩展程序的使用者阅读。

您可以在开发部署扩展程序时，同时开发一个扩展程序的帮助文档页面，完成后把页
面地址配置在此处，以便使用者学习了解扩展程序的校验逻辑与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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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程序参数配置扩展程序参数配置

DataWorks支持在扩展程序开发过程中使用参数来提高扩展程序开发和应用效率，并
为您提供了典型应用场景的内置参数供您直接使用，您也可以自定义参数，在扩展程
序代码开发时，将需要应用的参数添加到此处即可。

支持添加多个参数，一行一个参数，参数格式为  key=value 格式。更多参数的使
用详情和要求请参见参考：扩展程序参数配置。

扩展程序选项配置扩展程序选项配置

扩展程序开发者可通过该选项定义可供扩展程序使用者使用的功能配置项，扩展程序
选项配置可实现该扩展程序选项，在不同工作空间进行个性化管控。扩展程序开发者
需要在此界面通过JSON字符串定义选项。例如：您可以通过选项配置让扩展程序使用
者自行管控sql长度。JSON格式可参考文档：参考：扩展程序选项配置。

参数 如何配置

3. 单击确定确定，完成扩展程序注册。

此时您可以在扩展程序页面查看到扩展程序的Extension Code。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完成准备工作后，您即已获取开发扩展程序所需的Kafka信息、事件消息体格式、Extension Code等必要信
息，后续可开展扩展程序代码开发及部署工作，详情请参见开发部署扩展程序。

DataWorks支持您使用自定义的扩展程序来处理订阅的扩展点事件，并将处理结果通过OpenAPI返回给
DataWorks。本文为您介绍开发自定义扩展程序的注意事项和流程。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完成准备工作，即已开启消息订阅、注册扩展程序的操作，并获取开发扩展程序所需的信息，详情请参见准
备工作。

开发扩展程序流程开发扩展程序流程

5.4.3. 开发部署扩展程序5.4.3. 开发部署扩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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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订阅处理DataStudio中的扩展点事件为例，扩展程序用来处理订阅的扩展点事件时，实际实现的完整底层
消息时序图如下所示。

根据上图可见，进行扩展程序相关代码开发有以下几个注意事项。

1. 订阅并解析扩展点事件消息。

订阅扩展点事件消息的代码开发示例请参见开发消息订阅：用户端。

解析扩展点事件消息时，可参见附录：消息格式了解不同事件消息的格式详情。

2. 获取扩展点事件详情并处理。

您可通过调用API，指定API中的  messageId 参数来获取详细的事件详情。

说明说明

DataStudio中的扩展点事件可使用GetIDEEventDetail这个API。

 messageId 的参数取值可通过解析订阅获取的事件消息获取。

在扩展程序代码开发过程中，您可以使用参数来提高开发和应用效率，例如，您可以使用内置扩展程
序参数  extension.project.disabled ，使扩展程序对某个工作空间不生效。更多扩展程序参数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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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配置请参见参考：扩展程序参数配置。

扩展程序对各类扩展点事件的处理逻辑示例可参见应用示例：消息处理代码DEMO。

3. 返回处理结果至DataWorks。

您可通过API将扩展程序对扩展点事件的处理结果返回给DataWorks。

说明 说明 DataStudio中的扩展点事件可使用UpdateIDEEventResult这个API。

扩展程序示例扩展程序示例
本示例使用Java语言介绍用户侧的拓展程序开发流程，您可以参考示例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开发。

1. 添加Pom依赖、Kafka依赖。

 <!-- 添加KAFKA依赖-->
<dependency>
            <groupId>org.apache.kafka</groupId>
            <artifactId>kafka-clients</artifactId>
            <version>2.2.0</version>
            <exclusions>
                <exclusion>
                    <groupId>org.slf4j</groupId>
                    <artifactId>slf4j-api</artifactId>
                </exclusion>
            </exclusions>
        </dependency>
<!-- 添加API依赖-->
<dependency>
  <groupId>com.aliyun</groupId>
  <artifactId>aliyun-java-sdk-core</artifactId>
  <version>4.5.1</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com.aliyun</groupId>
  <artifactId>aliyun-java-sdk-dataworks-public</artifactId>
  <version>3.4.14</version>
</dependency>

2. 增加处理并回调逻辑代码示例

package com.aliyun.openservices.kafka.ons;
import java.util.ArrayList;
import java.util.List;
import java.util.Properties;
import com.alibaba.fastjson.JSONObject;
import com.aliyuncs.DefaultAcsClient;
import com.aliyuncs.IAcsClient;
import com.aliyuncs.dataworks_public.model.v20200518.UpdateWorkbenchEventResultRequest;
import com.aliyuncs.dataworks_public.model.v20200518.UpdateWorkbenchEventResultResponse;
import com.aliyuncs.exceptions.ClientException;
import com.aliyuncs.exceptions.ServerException;
import com.aliyuncs.profile.DefaultProfile;
import com.google.gson.Gson;
import org.apache.kafka.clients.CommonClientConfigs;
import org.apache.kafka.clients.consumer.Consumer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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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org.apache.kafka.clients.consumer.ConsumerRecord;
import org.apache.kafka.clients.consumer.ConsumerRecords;
import org.apache.kafka.clients.consumer.KafkaConsumer;
import org.apache.kafka.clients.producer.ProducerConfig;
import org.apache.kafka.common.config.SaslConfigs;
import org.apache.kafka.common.config.SslConfigs;
public class KafkaConsumerDemo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设置sasl⽂件的路径
        JavaKafkaConfigurer.configureSasl();
        //加载kafka.properties
        Properties kafkaProperties = JavaKafkaConfigurer.getKafkaProperties();
        Properties props = new Properties();
        //设置接⼊点，请通过控制台获取对应Topic的接⼊点
        props.put(ProducerConfig.BOOTSTRAP_SERVERS_CONFIG, kafkaProperties.getProperty("b
ootstrap.servers"));
        //设置SSL根证书的路径，请记得将XXX修改为⾃⼰的路径
        //与sasl路径类似，该⽂件也不能被打包到jar中
        props.put(SslConfigs.SSL_TRUSTSTORE_LOCATION_CONFIG, kafkaProperties.getProperty(
"ssl.truststore.location"));
        //根证书store的密码，保持不变
        props.put(SslConfigs.SSL_TRUSTSTORE_PASSWORD_CONFIG, "KafkaOnsClient");
        //接⼊协议，⽬前⽀持使⽤SASL_SSL协议接⼊
        props.put(CommonClientConfigs.SECURITY_PROTOCOL_CONFIG, "SASL_SSL");
        //SASL鉴权⽅式，保持不变
        props.put(SaslConfigs.SASL_MECHANISM, "PLAIN");
        //两次poll之间的最⼤允许间隔
        //可根据实际拉取数据和客⼾的版本等设置此值，默认30s
        props.put(ConsumerConfig.SESSION_TIMEOUT_MS_CONFIG, 30000);
        //设置单次拉取的量，⾛公⽹访问时，该参数会有较⼤影响
        props.put(ConsumerConfig.MAX_PARTITION_FETCH_BYTES_CONFIG, 32000);
        props.put(ConsumerConfig.FETCH_MAX_BYTES_CONFIG, 32000);
        //每次poll的最⼤数量
        //注意该值不要改得太⼤，如果poll太多数据，⽽不能在下次poll之前消费完，则会触发⼀次负载均衡
，产⽣卡顿
        props.put(ConsumerConfig.MAX_POLL_RECORDS_CONFIG, 30);
        //消息的反序列化⽅式
        props.put(ConsumerConfig.KEY_DESERIALIZER_CLASS_CONFIG, "org.apache.kafka.common.
serialization.StringDeserializer");
        props.put(ConsumerConfig.VALUE_DESERIALIZER_CLASS_CONFIG, "org.apache.kafka.commo
n.serialization.StringDeserializer");
        //当前消费实例所属的消费组，请在控制台申请之后填写
        //属于同⼀个组的消费实例，会负载消费消息
        props.put(ConsumerConfig.GROUP_ID_CONFIG, kafkaProperties.getProperty("group.id")
);
        //hostname校验改成空
        props.put(SslConfigs.SSL_ENDPOINT_IDENTIFICATION_ALGORITHM_CONFIG, "");
        //构造消息对象，也即⽣成⼀个消费实例
        KafkaConsumer<String, String> consumer = new org.apache.kafka.clients.consumer.Ka
fkaConsumer<String, String>(props);
        //设置消费组订阅的Topic，可以订阅多个
        //如果GROUP_ID_CONFIG是⼀样，则订阅的Topic也建议设置成⼀样
        List<String> subscribedTopics = new ArrayList<String>();
        //如果需要订阅多个Topic，则在这⾥add进去即可
        //每个Topic需要先在控制台进⾏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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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scribedTopics.add(kafkaProperties.getProperty("topic"));
        consumer.subscribe(subscribedTopics);
        //循环消费消息
        while (true) {
            try {
                ConsumerRecords<String, String> records = consumer.poll(1000);
                //必须在下次poll之前消费完这些数据, 且总耗时不得超过SESSION_TIMEOUT_MS_CONFIG
                //建议开⼀个单独的线程池来消费消息，然后异步返回结果
                for (ConsumerRecord<String, String> record : records) {
                    System.out.println(String.format("Consume partition:%d offset:%d", re
cord.partition(), record.offset()));
                    System.out.println("Consume message:" + record.key() + "," + record.v
alue());
                    //1、解析结果 消息结构参考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1536
7.html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ataworks/latest/appendix-message-formats
                    JSONObject messageContent = JSONObject.parseObject(record.value());
                    String messageId = messageContent.getString("messageId");
                    //2、⾃定义逻辑处理
                    //doSomeThing();
                    //3、回调API，此处仅做代码⽰意，请按最佳实践原则来编码
                    DefaultProfile profile = DefaultProfile.getProfile("cn-shanghai", "<y
our-access-key-id>", "<your-access-key-secret>");
                    /** use STS Token
                     DefaultProfile profile = DefaultProfile.getProfile(
                     "<your-region-id>",           // The region ID
                     "<your-access-key-id>",       // The AccessKey ID of the RAM account
                     "<your-access-key-secret>",   // The AccessKey Secret of the RAM acc
ount
                     "<your-sts-token>");          // STS Token
                     **/
                    IAcsClient client = new DefaultAcsClient(profile);
                    String extensioncode = "xxxx";
                    UpdateWorkbenchEventResultRequest request = new UpdateWorkbenchEventR
esultRequest();
                    request.setMessageId(messageId);
                    request.setExtensionCode(extensioncode);
                    //允许流程通过设置OK，不允许通过设置为FAIL
                    request.setCheckResult("OK");
                    try {
                        UpdateWorkbenchEventResultResponse response = client.getAcsRespon
se(request);
                        System.out.println(new Gson().toJson(response));
                    } catch (Server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catch (ClientException e) {
                        System.out.println("ErrCode:" + e.getErrCode());
                        System.out.println("ErrMsg:" + e.getErrMsg());
                        System.out.println("RequestId:" + e.getRequestId());
                    }
                }
            } catch (Exception e) {
                try {
                    Thread.sleep(1000);
                } catch (Throwable ignor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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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参考常⻅报错：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71530.htmlhttps:
//www.alibabacloud.com/help/function-compute/latest/faq-faq
                e.printStackTrace();
            }
        }
    }
}
                    

部署扩展程序部署扩展程序
扩展程序代码开发调试完成后，您可以将其部署在本地或阿里云ECS上，部署为一个应用服务，用于后续使
用。同时您也可以开发一个扩展程序的在线信息查询的页面和帮助文档页面，用于查看每一个事件的处理过程
和状态、学习了解扩展程序的逻辑。后续您可以将页面地址完善到扩展程序的注册信息中，并将扩展程序中使
用了的参数添加到扩展程序参数配置中。

扩展程序注册信息各参数的详情如下。

参数 如何配置

扩展程序名称扩展程序名称 自定义扩展程序的名称，用于标识扩展程序。

处理的扩展点处理的扩展点

选择该扩展程序用于处理哪几类扩展事件触发的消息。当前支持的扩展点及其详情请参
见支持的扩展点事件列表，您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说明 说明 选择完成后，配置界面会自动根据选择结果匹配所属事件所属事件 和适用模适用模
块块 ，无需手动配置。

负责人负责人 选择扩展程序的负责人，方便扩展程序使用者遇到问题时能及时联系到负责人。

测试用工作空间测试用工作空间

指定用于扩展程序测试用的工作空间。

扩展程序无需进行上线操作，即可在测试用工作空间中生效。

即开发人员可以在上线前，在测试空间中进行完整链路的测试验证，通过触发事件，来测
试DataWorks通过Kafka发送消息、扩展程序接收消息并进行消息审核与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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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程序详情地址扩展程序详情地址

填写介绍扩展程序详情的地址，用于帮助扩展程序的用户更好的理解和使用此扩展程序。

您可以在开发部署扩展程序时，同时开发一个扩展程序的详情展示页面，完成后把页面地
址配置在此处，以便使用者在触发扩展程序校验时，可通过此链接查看扩展程序完整的校
验过程，例如，此次扩展程序检查链路和阻塞的原因。

扩展程序文档地址扩展程序文档地址

填写扩展程序的帮助文档地址，供扩展程序的使用者阅读。

您可以在开发部署扩展程序时，同时开发一个扩展程序的帮助文档页面，完成后把页面地
址配置在此处，以便使用者学习了解扩展程序的校验逻辑与属性。

扩展程序参数配置扩展程序参数配置

DataWorks支持在扩展程序开发过程中使用参数来提高扩展程序开发和应用效率，并为您
提供了典型应用场景的内置参数供您直接使用，您也可以自定义参数，在扩展程序代码开
发时，将需要应用的参数添加到此处即可。

支持添加多个参数，一行一个参数，参数格式为  key=value 格式。更多参数的使用详
情和要求请参见参考：扩展程序参数配置。

扩展程序选项配置扩展程序选项配置

扩展程序开发者可通过该选项定义可供扩展程序使用者使用的功能配置项，扩展程序选项
配置可实现该扩展程序选项，在不同工作空间进行个性化管控。扩展程序开发者需要在此
界面通过JSON字符串定义选项。例如：您可以通过选项配置让扩展程序使用者自行管控
sql长度。JSON格式可参考文档：参考：扩展程序选项配置。

参数 如何配置

完成扩展程序的开发、部署后，您可以在DataWorks的扩展程序页面对扩展程序进行测试验证，验证完成后上
线扩展程序，上线后管理员即可启用。本文为您介绍如何测试并上线扩展程序。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完成准备工作，即已开启消息订阅、注册扩展程序的操作，并获取开发扩展程序所需的信息，详情请参
见准备工作。

已完成开发部署扩展程序，操作详情请参见开发部署扩展程序。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在注册扩展程序时，您已指定进行扩展程序测试的工作空间，在完成上述前提条件后，您可直接在测试工作空
间内启用扩展程序并进行测试验证，验证完成后将扩展程序上线，完成上线后，管理员即可对所有工作空间选
择是否应用此扩展程序。

1. 测试操作请参见下文的测试扩展程序。

2. 上线操作请参见下文的上线与管理扩展程序。

3. 启用操作请参见下文的启用扩展程序。

测试扩展程序测试扩展程序
1. 查看测试工作空间。

登录DataWorks控制台，单击开放平台开放平台 >  > Ext ensionsExt ensions进入扩展程序页面，在对应扩展程序的详情详情中查看
确认测试工作空间是哪个工作空间。

5.4.4. 测试应用扩展程序5.4.4. 测试应用扩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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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测试工作空间的空间配置页面。

i. 登录DataWorks控制台，单击工作空间列表工作空间列表，进入工作空间列表页。

ii. 在测试工作空间后单击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 >  > 更多配置更多配置，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

3. 启用扩展程序。

单击左侧导航栏的扩展程序配置扩展程序配置后，打开启用扩展程序开关，在弹出的页面中统一授权，即可对测试工
作空间启用此扩展程序。

4. 测试扩展程序。

根据扩展程序代码中订阅处理的扩展点事件类型，在测试工作空间中触发此类事件，验证扩展程序是否生
效、处理结果是否符合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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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扩展程序是用于管控节点提交这一扩展点事件时，您即可进入测试工作空间的DataStudio页面
后，操作节点提交，测试是否触发扩展程序进行流程卡点及处理。

更多触发示例请参见应用示例：数据开发过程触发事件检查。

上线与管理扩展程序上线与管理扩展程序
扩展程序测试完成后，您即可进行上线操作，完成上线后管理员可以在适用的工作空间中启用对应的扩展程
序。

您可在开放平台的扩展程序页签中，对已测试完成并且经平台审批通过的扩展程序，在该扩展程序的操操
作作列，单击上线上线将扩展程序进行上线。

同时您也可以查看当前扩展程序的状态、查看扩展程序的详情，并对扩展程序进行编辑、禁用、删除的操作。

扩展程序的状态包括：

测试中测试中：新注册的扩展程序默认为测试中，已上线的扩展程序下线后也会变为测试中测试中的状态，测试中的扩
展程序仅测试空间可使用。

审批中审批中：测试中的扩展程序点击提交提交后，将处于审批中审批中的状态，经平台审批通过的扩展程序状态将变更
为审批通过审批通过，审批通过后扩展程序才可以进行上线操作。若平台审批未通过，该扩展程序的状态将变更
为审批未通过审批未通过。

已上线已上线：在扩展程序的操作操作列，单击上线上线后，扩展程序状态变为已上线已上线，上线后，所有扩展程序适用的工
作空间都可以使用扩展程序（空间管理员可在工作空间配置界面查看并启用该扩展程序）。

已禁用已禁用：在扩展程序的操作操作列，单击禁用禁用后，扩展程序状态变为已禁用已禁用，此时该扩展程序失效，启用此扩
展程序的工作空间的触发事件流程直接通过，不会触发检查或阻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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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过期已过期：当DataWorks企业版版本过期后，扩展程序状态会变更为已过期状态，此状态的扩展程序失效，
与已禁用已禁用状态类似。

启用扩展程序启用扩展程序
扩展程序上线后，管理员即可通过查看扩展程序详情、与扩展程序负责人了解扩展程序详情，在适用的工作空
间中启用扩展程序，启用后，对应工作空间中的扩展事件即会被管控。启用操作如下。

1. 进入待应用的工作空间的空间配置页面。

i. 登录DataWorks控制台，单击工作空间列表工作空间列表，进入工作空间列表页。

ii. 在工作空间后单击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 >  > 更多配置更多配置，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

2. 启用扩展程序。

单击左侧导航栏的扩展程序配置扩展程序配置后，打开启用扩展程序开关，在弹出的页面中统一授权，即可对工作空
间启用此扩展程序。

说明 说明 若您的扩展程序存在选项配置，您可在启用扩展程序前点击设置设置按钮先对进行选项配
置。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1. 

开发扩展程序代码时，DataWorks为您提供了内置参数，同时也支持您自定义参数，以提高扩展程序代码开发
效率和效果，例如，结合参数实现扩展程序仅对指定工作空间生效。本文为您介绍如何使用扩展程序的参数。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5.4.5. 附录5.4.5. 附录

5.4.5.1. 参考：扩展程序参数配置5.4.5.1. 参考：扩展程序参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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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扩展程序参数进行代码开发时，您需要在扩展程序的注册信息中定义好扩展程序参数，将后续可能需要在
扩展程序代码开发过程中使用的内置参数或自定义参数添加到扩展程序的注册信息中。扩展程序开发者可通过
调用APIGetExtension获得该扩展程序的参数配置。

支持添加多个参数，一个参数一行。

添加内置参数时：

内置参数格式为  key=value 的格式，当前支持的内置参数有：

内置参数1：extension.project.disabled，工作空间黑名单配置

内置参数2：extension.project.disabled.append，工作空间黑名单追加配置

内置参数3：extension.project.{eventCode}.disabled，扩展点黑名单配置

内置参数4：extension.project.{eventCode}.disabled.append，扩展点黑名单追加配置

添加自定义参数时：

建议也使用  key=value 的格式。

内置参数1：内置参数1：  extension.project.disabled ，工作空间黑名单配置，工作空间黑名单配置
应用场景：

通过此参数，使扩展程序对指定工作空间不生效。

参数说明：

extension.project.disabled=projectId1,projectId2,projectId3

其中，project Id为不生效的工作空间ID，您可通过ListProjects获取，或在DataWorks控制台的工作空间配置
页面查看获取。

说明 说明 支持一个参数应用代码里指定多个工作空间ID，使用逗号（,）分隔。

代码示例：

extension.project.disable=project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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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不能重复配置（即出现key相同的情况），如果重复配置，以最后一个配置结果为准。

内置参数2：内置参数2：  extension.project.disabled.append ，工作空间黑名单追加配置，工作空间黑名单追加配置
应用场景：

当  extension.project.disabled 参数没有多个value值时（即参数取值没有配置为逗号分隔的多个工作
空间ID），您可以通过此参数追加工作空间，使扩展程序对追加的指定工作空间不生效。

参数说明：

extension.project.disabled.append=projectId1,projectId2,projectId3

其中，project Id为不生效的工作空间ID，您可通过ListProjects获取，或在DataWorks控制台的工作空间配置
页面查看获取。

说明 说明 支持一个参数应用代码里指定多个工作空间ID，使用逗号（,）分隔。

代码示例：

extension.project.disable.append=projectId1

内置参数3：内置参数3：  extension.project.{event Codeevent Code}.disabled ，扩展点黑名单配置，扩展点黑名单配置
应用场景：

通过此参数，使扩展程序对指定工作空间的扩展点不生效。

参数说明：

extension.project.{eventCode}.disabled=projectId1,projectId2,projectId3

其中

eventCode：为不生效的扩展点事件类型，取值请参见附录：事件详情（eventType）。

project Id：为不生效的工作空间ID，您可通过ListProjects获取，或在DataWorks控制台的工作空间配置页
面查看获取。

说明 说明 支持一个参数应用代码里指定多个工作空间ID，使用逗号（,）分隔。

代码示例：

extension.project.commit-file.disable=projectId1
extension.project.delete-file.disable=projectId2,projectId3

注意事项：

不能重复配置（即出现key相同的情况），如果重复配置，以最后一个配置结果为准。

内置参数4：内置参数4：  extension.project.{event Codeevent Code}.disabled.append ，扩展点黑名单追加配置，扩展点黑名单追加配置
应用场景：

当  extension.project.{eventCode}.disabled.append 参数没有多个value值时（即参数取值没有配置为
逗号分隔的多个工作空间ID），您可以通过此参数追加工作空间，使扩展程序对追加的指定工作空间的扩展
点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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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extension.project.{eventCode}.disabled.append=projectId1,projectId2,projectId3

其中

eventCode：为不生效的扩展点事件类型，取值请参见附录：事件详情（eventType）。

project Id：为不生效的工作空间ID，您可通过ListProjects获取，或在DataWorks控制台的工作空间配置页
面查看获取。

说明 说明 支持一个参数应用代码里指定多个工作空间ID，使用逗号（,）分隔。

代码示例：

extension.project.commit-file.disable.append=projectId1
extension.project.delete-file.disable.append=projectId2,projectId3

扩展程序选项是由扩展程序开发者定义，供扩展程序使用者使用的功能配置项，可实现该扩展程序选项在不同
工作空间进行个性化管控。例如，扩展程序开发者可以通过选项配置让扩展程序使用者自行管控SQL长度，实
现扩展程序在不同工作空间限制的SQL长度不同。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扩展程序选项由扩展程序开发者在注册扩展程序时定义的该选项，供扩展程序使用者在具体工作空间下对
该扩展程序选项进行设置。

扩展程序开发者注册扩展程序，详情请参见：准备工作2：注册扩展程序。

扩展程序使用者在空间内使用扩展程序时，可在启用扩展程序前在下图位置配置选项。

扩展程序开发者可通过APIGetOptionValueForProject获取扩展程序使用者（空间管理员）在具体工作空间
内该选项的配置。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扩展程序选项配置信息及相关文案由扩展程序开发者提供，平台不为内容风险负责。

支持的组件支持的组件

5.4.5.2. 参考：扩展程序选项配置5.4.5.2. 参考：扩展程序选项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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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选项配置支持的组件有七种：文本、单行输入框、多行输入框、单选选择下拉、多选选择下拉、复选和单
选组件。如下图所示：

选项配置选项配置
扩展程序开发者需要在注册扩展程序时，通过JSON字符串方式在选项配置选项配置中定义选项。

{
    "type": "object",
    "properties": {
        "组件名称（不可重复）": {
        "type": "string",
            "title": "填写⻅下表",
            "x-decorator": "填写⻅《参数解析》表格内容",
            "x-component": "填写⻅《参数解析》表格内容",
            "x-decorator-props": {
                "tooltip": "描述"
            },
            "x-component-props": {
                "dataSource": "填写⻅《参数解析》表格内容",
                "mode": "multiple"
            }
        }
    }
}

您可以参考以下内容进行配置：

组件相关参数解析，详情请参见：参数解析。

组件配置示例，详情请参见：配置示例：设置SQL任务消耗的CU资源阈值、配置示例：使用7类组件。

注册与管理扩展程序，详情请参见：准备工作2：注册扩展程序。

参数解析参数解析

字段 组件类型 值

文本 文本

单行输入框 单行输入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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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t le
多行输入框 多行输入框

单选选择下拉 单选选择下拉

多选选择下拉 多选选择下拉

复选 复选

单选 单选

x-decorator

文本 FormItem

单行输入框 FormItem

多行输入框 FormItem

单选选择下拉 FormItem

多选选择下拉 FormItem

复选 FormItem

单选 FormItem

x-component

文本 PreviewText.Input

单行输入框 Input

多行输入框 Input.TextArea

单选选择下拉 Select

多选选择下拉 Select

复选 Checkbox.Group

单选 Radio.Group

文本 可不填

单行输入框 可不填

多行输入框 可不填

字段 组件类型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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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ource

单选选择下拉

如有需要可填写：（其中每一对大括号都是
唯一的，value和label不可重复。label对应
的值为展示到界面的文案，value的值是文案
对应的标记，自行定义即可。以下为示例代
码：

[{
    "value": "10001",
    "label": "opt1"
}, {
    "value": "10001",
    "label": "opt1"
}]

多选选择下拉

如有需要可填写：（其中每一对大括号都是
唯一的，value和label不可重复。label的值
是展示到界面的文案，value的值是文案对应
的标记，自行定义即可。以下为示例代码：

[{
    "value": "10001",
    "label": "opt1"
}, {
    "value": "10001",
    "label": "opt1"
}]

复选

如有需要可填写：（其中每一对大括号都是
唯一的，value和label不可重复。label的值
是展示到界面的文案，value的值是文案对应
的标记，自行定义即可。以下为示例代码：

[{
    "value": "10001",
    "label": "opt1"
}, {
    "value": "10001",
    "label": "opt1"
}]

字段 组件类型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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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选

如有需要可填写：（其中每一对大括号都是
唯一的，value和label不可重复。label的值
是展示到界面的文案，value的值是文案对应
的标记，自行定义即可。以下为示例代码：

[{
    "value": "10001",
    "label": "opt1"
}, {
    "value": "10001",
    "label": "opt1"
}]

字段 组件类型 值

配置示例：设置SQL任务消耗的CU资源阈值配置示例：设置SQL任务消耗的CU资源阈值
下图为设置SQL任务消耗的CU资源阈值配置过程与最终效果示例。

上述选项配置中的JSON配置如下。

{
    "type": "object",
    "properties": {
        "cuNumber": {
            "type": "string",
            "title": "Cu数阈值",
            "x-decorator": "FormItem",
            "x-component": "Input",
            "x-decorator-props": {
                "tooltip": "请输⼊SQL任务的消耗CU数阈值"
            }
        }
    }
}

配置示例：使用7类组件配置示例：使用7类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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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使用7类组件的配置过程与效果示例。

上述选项配置中的JSON配置如下。

说明 说明 如果您需要一次性使用七个组件，可复制以下JSON并修改部分数据即可（如果是文本组件修
改default，其余的组件可以修改dataSource或组件名称）。

{
    "type":"object",
    "properties":{
        "text":{
            "type":"string",
            "title":"⽂本",
            "x-decorator":"FormItem",
            "x-component":"PreviewText.Input",
            "x-decorator-props":{
                "tooltip":"描述⽂件"
            },
            "default":"yuayuan"//仅⽂本的默认值可以这样填写
        },
        "input":{
            "type":"string",
            "title":"单⾏输⼊框",
            "x-decorator":"FormItem",
            "x-component":"Input",
            "x-decorator-props":{
                "tooltip":"描述⽂件"
            },
            "x-component-props":{
            }
        },
        "textarea":{
            "type":"string",
            "title":"多⾏输⼊框",
            "x-decorator":"FormItem",
            "x-component":"Input.TextArea",
            "x-decorator-pr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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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decorator-props":{
                "tooltip":"描述⽂件"
            },
            "x-component-props":{
            }
        },
        "select":{
            "type":"string",
            "title":"单选选择下拉",
            "x-decorator":"FormItem",
            "x-component":"Select",
            "x-decorator-props":{
                "tooltip":"描述⽂件"
            },
            "x-component-props":{
                "dataSource":[
                    {
                        "value":"10001",
                        "label":"opt1"
                    },
                    {
                        "value":10002,
                        "label":"opt2"
                    },
                    {
                        "value":10003,
                        "label":"opt3",
                        "disabled":true
                    }
                ]
            }
        },
        "selectmore":{
            "type":"string",
            "title":"多选选择下拉",
            "x-decorator":"FormItem",
            "x-component":"Select",
            "x-decorator-props":{
                "tooltip":"描述⽂件"
            },
            "x-component-props":{
                "dataSource":[
                    {
                        "value":"10001",
                        "label":"opt1"
                    },
                    {
                        "value":10002,
                        "label":"opt2"
                    },
                    {
                        "value":10003,
                        "label":"opt3",
                        "disabled":tru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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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ode":"multiple"
            }
        },
        "checkbox":{
            "type":"array",
            "title":"复选",
            "x-decorator":"FormItem",
            "x-component":"Checkbox.Group",
            "x-decorator-props":{
                "tooltip":"描述⽂件"
            },
            "x-component-props":{
                "dataSource":[
                    {
                        "value":"10001",
                        "label":"opt1"
                    },
                    {
                        "value":10002,
                        "label":"opt2"
                    },
                    {
                        "value":10003,
                        "label":"opt3",
                        "disabled":true
                    }
                ],
                "mode":"multiple"
            }
        },
        "radio":{
            "type":"number",
            "title":"单选",
            "x-decorator":"FormItem",
            "x-component":"Radio.Group",
            "x-decorator-props":{
                "tooltip":"描述⽂件"
            },
            "x-component-props":{
                "dataSource":[
                    {
                        "value":"10001",
                        "label":"opt1"
                    },
                    {
                        "value":10002,
                        "label":"opt2"
                    },
                    {
                        "value":10003,
                        "label":"opt3",
                        "disabled":true
                    }
                ],
                "mode":"mult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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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multiple"
            }
        }
    }
}

完成开放消息的配置后，您可以通过本地开发并在DataWorks注册扩展程序的方式，来对指定工作空间下某些
页面功能（即进行扩展点事件的相关操作）进行管控。扩展程序订阅Kafka后，DataWorks会将操作产生的事
件消息通过Kafka发送至您的扩展程序，并根据扩展程序返回的结果来决定该操作是否生效。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本文以具体场景示例扩展程序接收并处理扩展点事件消息，但您需要先了解以下几方面内容：

已经完成Kafka相关配置，确保DataWorks事件消息可以正常推送，详情可参考文档：开启消息订阅：
DataWorks端（基于Kafka）。

已经根据开发消息订阅：用户端中提供的代码样例，配置好扩展程序订阅消息，确保扩展程序
（Consumer）可以正常接收DataWorks推送的消息。

已经了解扩展程序接收、处理事件消息，并将处理结果通过回调API返回DataWorks的完整链路，详情可参
考文档：开发部署扩展程序。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在DataWorks上，扩展点事件可通过扩展程序功能实现流程卡点与事件消息响应，避免因开发人员数据开发专
业技能欠缺、数据质量保障意识薄弱，导致代码修改和开发后未进行严格测试便发布生产，或者进行其他高危
操作（误删关键表、资源函数等）而出现故障的问题。将人为检视转变为程序审批（开发扩展程序并注册在
DataWorks），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

目前支持的扩展点，及扩展程序处理扩展点事件消息的示例如下：

支持的扩展点 扩展程序处理事件消息示例

文件提交扩展点
文件提交、发布事件消息处理示例

文件发布扩展点

表提交扩展点

表提交、发布事件消息处理示例
表发布扩展点

5.4.5.3. 应用示例：消息处理代码DEMO5.4.5.3. 应用示例：消息处理代码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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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删除扩展点 文件删除事件消息处理示例

代码运行扩展点 代码运行事件消息处理示例

支持的扩展点 扩展程序处理事件消息示例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调用API的账号需要有AliyunDataWorksFullAccess权限。关于阿里云主账号授予RAM子账号
AliyunDataWorksFullAccess权限的操作详情可参考文档：DataWorks权限管控概述。

文件提交、发布事件消息处理示例文件提交、发布事件消息处理示例
示例场景：当进行节点提交、发布操作时，如果节点代码中包含CREATE TABLE关键字，则抛出警告但不阻塞
流程；当节点代码中包含DROP TABLE关键字时，则阻塞节点提交、发布操作。

String messageId = ""; // messageId从消息中解析
String extensionCode = ""; // 扩展程序标识符从DataWorks⻚⾯查询
Long projectId = 0L;  // 项⽬空间ID从消息中解析
IAcsClient client = null; // 初始化POP客⼾端
GetIDEEventDetailRequest request = new GetIDEEventDetailRequest();
request.setMessageId(messageId);
request.setProjectId(projectId);
GetIDEEventDetailResponse response = client.getAcsResponse(request);
GetIDEEventDetailResponse.EventDetail.CommittedFile dataSnapshot = response.getEventDetail().
getCommittedFile();
String checkResult = "OK";
String checkResultTip = "Success";
if (dataSnapshot.getContent().contains("CREATE TABLE")) {
    checkResult = "WARN";
    checkResultTip = "最好不要包含建表语句";
}
if (dataSnapshot.getContent().contains("DROP TABLE")) {
    checkResult = "FAIL";
    checkResultTip = "不能包含删表语句";
}
UpdateIDEEventResultRequest request = new UpdateIDEEventResultRequest();
request.setCheckResult(checkResult);
request.setExtensionCode(extensionCode);
request.setCheckResultTip(checkResultTip);
request.setMessageId(messageId);
client.getAcsResponse(request);
                

表提交、发布事件消息处理示例表提交、发布事件消息处理示例
示例场景：表提交或者发布时必须指定生命周期，否则不允许提交或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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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 messageId = ""; // messageId从消息中解析
String extensionCode = ""; // 扩展程序标识符从DataWorks⻚⾯查询
Long projectId = 0L;  // 项⽬空间ID从消息中解析
IAcsClient client = null; // 初始化POP客⼾端
GetIDEEventDetailRequest request = new GetIDEEventDetailRequest();
request.setMessageId(messageId);
request.setProjectId(projectId);
GetIDEEventDetailResponse response = client.getAcsResponse(request);
GetIDEEventDetailResponse.EventDetail.TableModel dataSnapshot = response.getEventDetail().get
TableModel();
String checkResult = "OK";
String checkResultTip = "Success";
if (dataSnapshot.getLifeCycle() == null || dataSnapshot.getLifeCycle() == 0) {
    checkResult = "FAIL";
    checkResultTip = "表必须指定⽣命周期";
}
UpdateIDEEventResultRequest request = new UpdateIDEEventResultRequest();
request.setCheckResult(checkResult);
request.setExtensionCode(extensionCode);
request.setCheckResultTip(checkResultTip);
request.setMessageId(messageId);
client.getAcsResponse(request);

文件删除事件消息处理示例文件删除事件消息处理示例
示例场景：工作空间下不允许任何文件（资源、函数、节点）被删除，当指定工作空间下进行文件删除操作时
将会被阻塞。

String messageId = ""; // messageId从消息中解析
String extensionCode = ""; // 扩展程序标识符从DataWorks⻚⾯查询
Long projectId = 0L;  // 项⽬空间ID从消息中解析
IAcsClient client = null; // 初始化POP客⼾端
String checkResult = "FAIL";
String checkResultTip = "不允许删除⽂件";
UpdateIDEEventResultRequest request = new UpdateIDEEventResultRequest();
request.setCheckResult(checkResult);
request.setExtensionCode(extensionCode);
request.setCheckResultTip(checkResultTip);
request.setMessageId(messageId);
client.getAcsResponse(request);

代码运行事件消息处理示例代码运行事件消息处理示例
场景示例：当节点代码中包含CREATE TABLE关键字时，节点运行前将抛出警告；当节点代码中包含DROP
TABLE关键字时，将阻塞节点运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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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 messageId = ""; // messageId从消息中解析
String extensionCode = ""; // 扩展程序标识符从DataWorks⻚⾯查询
Long projectId = 0L;  // 项⽬空间ID从消息中解析
IAcsClient client = null; // 初始化POP客⼾端
GetIDEEventDetailRequest request = new GetIDEEventDetailRequest();
request.setMessageId(messageId);
request.setProjectId(projectId);
GetIDEEventDetailResponse response = client.getAcsResponse(request);
GetIDEEventDetailResponse.EventDetail.FileExecutionCommand dataSnapshot = response.getEventDe
tail().getFileExecutionCommand();
String checkResult = "OK";
String checkResultTip = "Success";
if (dataSnapshot.getContent().contains("CREATE TABLE")) {
    checkResult = "WARN";
    checkResultTip = "最好不要包含建表语句";
}
if (dataSnapshot.getContent().contains("DROP TABLE")) {
    checkResult = "FAIL";
    checkResultTip = "不能包含删表语句";
}
UpdateIDEEventResultRequest request = new UpdateIDEEventResultRequest();
request.setCheckResult(checkResult);
request.setExtensionCode(extensionCode);
request.setCheckResultTip(checkResultTip);
request.setMessageId(messageId);
client.getAcsResponse(request);

已完成扩展程序的开发，并在DataWorks管控台中完成扩展程序的注册和上线后，当您在扩展程序生效的工作
空间中使用某些页面功能（即进行扩展点事件的相关操作）时，DataWorks会将事件消息发送至您的扩展程
序，并根据扩展程序返回的结果来决定该操作是否生效。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完成开放消息的配置、扩展程序的配置。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DataWorks支持对扩展点事件进行消息通知，通过扩展程序来自动化校验并响应，其中扩展点事件包括文件发
布前置事件、文件提交前置事件、表提交前置事件等。扩展点事件的概念和详细列表请参见支持的扩展点事件列
表。

5.4.5.4. 应用示例：数据开发过程触发事件检查5.4.5.4. 应用示例：数据开发过程触发事件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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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扩展点事件的自动校验及响应需通过扩展程序实现。DataWorks已为您提供了系统内置扩展程序，包括禁
止简单加工、不允许create table等，您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是否开启。除此之外，您可以自行开发扩展程序，
并将其注册到DataWorks。您可以在工作空间页面查看扩展程序，并控制是否需要在当前工作空间开启该扩展
程序校验。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系统内置扩展程序需要开启数据治理中心后，才可以在工作空间配置页面展示。数据治理中心模块开启与模块
相关说明可参考文档：数据治理中心概述。

扩展程序启用后，实际在数据开发过程中，扩展事件被触发后的消息通知与响应有以下限制。

系统内置扩展程序启用后，暂时仅支持对ODPS SQL类的节点生效。

即启用后，仅ODPS SQL类节点中相应扩展点事件被触发时，流程会被阻断，通过内置扩展程序对对应的逻
辑进行校验并返回校验结果。非ODPS SQL节点对应的事件被触发后，流程会被阻断，但是内置扩展程序不
会校验逻辑是不是符合预期，直接返回校验成功。

扩展点事件中，表发布前置事件表发布前置事件和表提交前置事件表提交前置事件暂时仅支持MaxCompute表提交与发布时触发并进行检
测。

有内部节点的组合类节点（机器学习（PAI）节点、do-while节点、for-each节点）触发检查时，需要内部
节点都检查通过才可继续进行下一步操作。

能力概述能力概述
数据开发模块支持您本地服务对以下扩展点事件进行消息接收，此外，还支持将本地程序注册为DataWorks扩
展程序，通过扩展程序接收扩展点事件消息，实现扩展程序对扩展点事件的自定义逻辑处理，并通过回
调UpdateIDEEventResultAPI将处理结果返回至平台，实现DataWorks上的流程管控。支持的扩展点如下：

文件操作：运行文件、提交文件、发布文件、删除文件

表操作：提交表、发布表

支持的扩展点支持的扩展点
DataWorks目前在数据开发过程中，支持对以下的扩展点事件进行消息通知，通过扩展程序实现校验并响应。

DataStudio-运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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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tudio-提交文件

DataStudio-发布文件

DataStudio-删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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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tudio-提交表

DataStudio-发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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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扩展程序的开发，并在DataWorks管控台中完成扩展程序的注册和上线后，当在扩展程序生效的工作空间
中使用页面部分功能（操作扩展点）时，DataWorks会将事件消息发送至您的扩展程序，并根据返回结果来决
定该操作是否生效。本文为您介绍运维中心操作扩展点触发扩展程序校验的页面过程。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完成开放消息的配置、扩展程序的配置。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DataWorks支持您对扩展点事件进行事件消息通知，此外，还支持您基于DataWorks支持的扩展点，通过开启
对应扩展点事件的扩展程序来实现流程卡点，并通过实现扩展程序对扩展点事件的自定义逻辑处理。若要实现
上述能力，您需要先在DataWorks管理控制台注册扩展程序，并在工作空间配置处启用该扩展程序。

5.4.5.5. 应用示例：运维中心触发事件检查5.4.5.5. 应用示例：运维中心触发事件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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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仅有空间管理员权限的用户可在工作空间配置启用扩展程序。

扩展程序相关说明，详情请参见：扩展程序概述。

用户注册的扩展程序来源为自定义，上图中来源为系统的扩展程序，是DataWorks数据治理中心模
块提供的检查项，检查逻辑由平台定义，且目前仅数据开发模块适用，若您想要进一步了解，详
情可参见：数据治理中心概述。

能力概述能力概述
运维中心模块支持您本地服务对以下扩展点事件消息接收，此外，还支持将本地程序注册为DataWorks扩展程
序，通过扩展程序接收扩展点事件消息，实现扩展程序对扩展点事件的自定义逻辑处理，并通过回调
APIUpdateWorkbenchEventResult将处理结果返回至平台，实现DataWorks上的流程管控。运维中心支持的扩展
点如下：

节点冻结

节点解冻

补数据

对周期任务进行补当前节点的操作。

对周期任务进行补当前节点及下游节点的操作。

通过海量节点模式进行补数据。

通过高级模式进行补数据。

节点下线

说明 说明 此处节点特指生产生产运维中心周期任务周期任务列表中的任务，即生产运维中心周期任务周期任务界面对任务进
行上述操作，可触发扩展程序校验，开发环境运维中心对周期任务进行上述操作，不会触发扩展程序校
验，实例界面进行实例的冻结与解冻操作，不会触发扩展程序校验。

支持的扩展点支持的扩展点
运维中心-节点冻结、节点解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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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以操作节点冻结扩展点为例进行说明。

运维中心-补数据

运维中心-下线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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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业务的快速发展，企业数据成几何倍增长，数据量庞大、复杂、各类数据间标准不一致，往往会出现数据
难以管理的现象。DataWorks智能数据建模服务，将无序、杂乱、繁琐、庞大且难以管理的数据，进行结构化
有序的管理。使企业中的数据产生更多的价值，将数据价值最大化。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您需要开通DataWorks智能数据建模后，才可以使用该产品功能，详情请参见智能数据建模计费标准。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DataWorks工作空间中，不同角色使用智能数据建模的限制如下：

浏览模型详情：访客访客、空间管理员空间管理员、模型设计师模型设计师、项目所有者项目所有者等所有DataWorks工作空间中的角色均可浏
览数据模型的相关信息。更多DataWorks工作空间角色，详情请参见角色及成员管理：空间级。

编辑模型信息：仅空间管理员空间管理员、开发开发、运维运维、模型设计师模型设计师角色支持编辑模型信息。如果您需要执行该操
作，则可授权目标用户拥有对应的角色权限。授权详情请参见角色及成员管理：空间级。

发布数据模型：仅空间管理员空间管理员、运维运维角色支持发布已创建的数据模型。如果您需要执行该操作，则可授权
目标用户拥有对应的角色权限。授权详情请参见角色及成员管理：空间级。

概述概述
DataWorks数据建模支持数仓规划设计、制定并沉淀企业数据标准、维度建模、数据指标定义，通过使用
DataWorks数据建模，您可以将建模设计产出的维度表、明细表和汇总表物化到计算引擎中并进一步应用。

数仓规划数仓规划

使用DataWorks进行数据建模时，您可以在数仓规划页面进行数据分层、业务分类、主题域和业务过程设
计。

6.数据建模6.数据建模
6.1. DataWorks智能数据建模6.1. DataWorks智能数据建模
6.1.1. 概述6.1.1.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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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层数据分层

您可以结合业务场景、数据场景综合考虑设计数仓的数据分层，DataWorks为您默认创建业界通用的五层
数仓分层：

数据引入层 ODS（Operational Data Store）

明细数据层 DWD（Data Warehouse Detail）

汇总数据层 DWS（Data Warehouse Summary）

应用数据层 ADS（Application Data Service）

公共维度层 DIM（Dimension）

您也可以根据业务需求创建其他分层数据层，创建数据分层的操作请参见创建数仓分层。

业务分类业务分类

当企业业务比较复杂，不同类型业务彼此间需要共享数据域，但是又希望能在模型设计和应用过程中快
速定位本业务的数据时，您可结合真实业务情况，规划不同的业务分类，在后续建模的维度表和明细表
中，将其关联到对应的业务分类中。创建业务分类的操作可参见业务分类。

数据域数据域

数据域是一个较高层次的数据归类标准，是对企业业务过程进行抽象、提炼、组合的集合，是企业业务
人员在使用数据时第一个分组入口，可以帮助企业业务人员快速的从海量的数据中快速圈定到自己的业
务数据。

数据域面向业务分析，一个数据域对应一个宏观分析领域，比如采购域、供应链域、HR域、电商业务域
等。数据域的设定建议由统一组织或者人员（如数据架构师或者模型小组成员）进行管理和设定，数据
域设计人员需要能对企业有深刻的业务理解，更多的表达对业务的解释和抽象。使用DataWorks进行数据
域的规划建设的操作，请参见数据域。

业务过程业务过程

业务过程是对业务活动流程的描述，例如在电商领域，加购、下单、支付等都可以是一个业务过程。进
行业务效果分析时，业务过程有非常典型的应用，例如常用漏斗分析，即将购买商品的业务活动分解为
浏览商品、加入购物车、下订单、付款、确认收货等业务过程，统计每个业务过程的“订单数”，将可以
针对“订单数”这一指标做漏斗分析。使用DataWorks创建业务过程的操作请参见业务过程。

数据标准数据标准

DataWorks数据建模支持在建模前规划制定数据标准，或在建模使用过程中根据业务情况沉淀企业业务的数
据标准。通过规范约束标准代码、度量单位、数据标准、命名词典，来保障后续建模与应用过程中数据处
理的一致性。

例如，现有注册表和登录表两张表，注册表中存储了会员ID，字段名为user_iduser_id，登录表中也存储了会员
ID，字段名为useriduserid，此时针对会员ID这个数据创建统一的数据标准，例如指定数据处理的标准代码、指定
字段的属性要求（例如字段的数据类型、长度、默认值等）、指定数据的度量单位。创建好数据标准后，
后续在建模过程中涉及到会员ID这个字段的设置时，即可直接关联此标准，以此来保障所有会员ID字段的标
准统一。

DataWorks中数据标准的创建操作请参见字段标准。

维度建模维度建模

DataWorks的数据建模理念遵循维度建模思想，使用DataWorks的维度建模功能进行数据仓库建模设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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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表维度表

结合业务的数据域的规划，提取出各业务数据域中进行数据分析时可能存在的维度，并将维度及其属性
通过维度表的方式存储下来。例如，在进行电商业务数据分析时，可用的维度及其属性有：订单维度
（属性包括订单ID、订单创建时间、买家ID、卖家ID等）、用户维度（性别、出生日期等）、商品维度
（包括商品ID、商品名称、商品上架时间）等，此时您就可以将这些维度和属性创建为订单维度表、用户
维度表、商品维度表等，将维度属性记录作为维度表的字段。后续您可将这些维度表部署到数仓中，通
过ETL将实际维度数据按照维度表定义的方式进行存储，方便业务人员在后续的数据分析时进行取用。

明细表明细表

结合业务过程的规划，梳理分析各业务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实际数据，将这些实际数据字段通过明细表的
方式存储下来。例如下订单这一业务过程中，您可以创建下订单这一明细表，用于记录下单过程可能产
生实际数据字段，例如订单ID、订单创建时间、商品ID、数量、金额等。后续您可将这些明细表部署到数
仓中，通过ETL将真实的数据按照明细表的定义方式进行汇总存储，便于业务分析时取用。

汇总表汇总表

您可以结合业务数据分析和数仓分层，将一些明细的事实数据和维度数据先进行汇总分析，创建汇总
表，后续数据分析时直接取用汇总表中的数据即可，无需再取用明细表和维度表中的数据。

逆向建模逆向建模

逆向建模主要用于将其他建模工具生成的模型反向建模至DataWorks的维度建模中。例如，当您已通过其
他建模工具生成模型，此时，想更换为DataWorks的智能建模进行后续建模工作，则可以使用逆向建模功
能。该功能无需您再次执行建模操作，即可帮助您快速将已有模型反向建模至DataWorks的维度建模中，
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成本。

维度表、明细表、汇总表的创建操作请参见创建维度表、创建明细表、创建汇总表。逆向建模操作，详情
请参见逆向建模。

数据指标数据指标

DataWorks的数据建模提供数据指标功能，为您提供统一的指标体系建立能力。

指标体系由原子指标原子指标、修饰词修饰词、时间周期时间周期和派生指标派生指标构成。

原子指标原子指标：是基于某一业务过程下的度量，如“支付订单”业务过程中的“支付金额”。

修饰词修饰词：是对指标统计业务范围的限定，如限定“支付金额”的统计范围为“母婴类产品”。

时间周期时间周期：用于明确指标统计的时间范用或者时间点，如制定统计“支付金额”的时间周期为“最近7
天”。

派生指标派生指标：由原子指标、修饰词、时间周期组合定义。如，统计“最近7天”“母婴类产品”的“支付金
额”。

指标体系的创建操作请参见数据指标概述。

数据建模的必要性数据建模的必要性
海量数据的标准化管理海量数据的标准化管理

企业业务越庞大数据结构就越复杂，企业数据量会随着企业业务的快速发展而迅速增长，如何结构化有序
地管理和存储数据是每个企业都将面临的一个挑战。

业务数据互联互通，打破信息壁垒业务数据互联互通，打破信息壁垒

公司内部各业务、各部门之间数据独立自主形成了数据孤岛，导致决策层无法清晰、快速地了解公司各类
数据情况。如何打破部门或业务领域之间的信息孤岛是企业数据管理的严峻考验。

数据标准整合，统一灵活对接数据标准整合，统一灵活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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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数据不同描述，企业数据管理难、内容重复、结果不准确。如何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又不打破原有的
系统架构，实现灵活对接上下游业务，是标准化管理的核心重点之一。

数据价值最大化，企业利润最大化数据价值最大化，企业利润最大化

在最大程度上用好企业各类数据，使企业数据价值最大化，为企业提供更高效的数据服务。

使用DataWorks进行数据建模时，数仓架构师或者模型小组成员可以在数仓规划页面对数据分层、业务分类、
数据域、业务过程、数据集市、主题域进行设计。完成设计后，模型设计师在建模过程中可以依赖数仓规划中
的数据分层、业务分类、数据域、业务过程等对所建模型进行分层化域管理。

数仓分层数仓分层
您可以结合业务场景、数据场景综合考虑设计数仓的数据分层，DataWorks为您默认创建业界通用的五层数仓
分层：

数据引入层 ODS（Operational Data Store）

明细数据层 DWD（Data Warehouse Detail）

汇总数据层 DWS（Data Warehouse Summary）

应用数据层 ADS（Application Data Service）

公共维度层 DIM（Dimension）

您也可以根据业务需求创建其他分层数据层，创建数据分层的操作请参见创建数仓分层。

分层归属分层归属
DataWorks为您提供了贴源层贴源层、公共层公共层、应用层应用层等分层归属，您可以将不同功能作用的分层挂载至相应归
属，通过层级化结构呈现输出。下图以默认的五层数据分层为例，数据分层规划完成后，后续的表数据存储可
根据规划分别存储至不同的数据分层中。

贴源层贴源层：用于数据库、日志、消息等基础源数据的引入。源数据经过一系列ETL操作进入贴源层，该层级只
能挂载贴源表。

公共层公共层：用于加工、整合贴源层输入的公共数据，建立统一的指标维度，构建可复用面向分析和统计的明
细事实数据和汇总数据。该层级可挂载明细表、维度表、汇总表。

应用层应用层：基于实际应用需求，获取公共层加工整合后的数据，面向具体应用场景或指定产品进行的个性化
数据统计。该层级可以挂载应用表、维度表。

6.1.2. 数仓规划6.1.2. 数仓规划
6.1.2.1. 数仓规划概述6.1.2.1. 数仓规划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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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分类业务分类
当企业业务比较复杂，不同类型业务彼此间需要共享数据域，但是又希望能在模型设计和应用过程中快速定位
本业务的数据时，您可结合真实业务情况，规划不同的业务分类，在后续建模的维度表和明细表中，将其关联
到对应的业务分类中。创建业务分类的操作可参见业务分类。

数据域与业务过程数据域与业务过程
数据域与业务过程通常位于公共层，根据业务类别、数据来源、数据用途等多个维度，对公共层数据进行区域
及区域下业务活动进行划分。

数据域

数据域是一个较高层次的数据归类标准，是对企业业务过程进行抽象、提炼、组合的集合，是企业业务人
员在使用数据时第一个分组入口，可以帮助企业业务人员快速的从海量的数据中快速圈定到自己的业务数
据。

详情请参见数据域。

业务过程

业务过程是对业务活动流程的描述，例如在电商领域，加购、下单、支付等都可以是一个业务过程。进行
业务效果分析时，业务过程有非常典型的应用，例如常用漏斗分析，即将购买商品的业务活动分解为浏览
商品、加入购物车、下订单、付款、确认收货等业务过程，统计每个业务过程的“订单数”，将可以针
对“订单数”这一指标做漏斗分析。使用DataWorks创建业务过程的操作请参见业务过程。

数据集市与主题域数据集市与主题域
数据集市与主题域通常位于应用层，面向用户的实际业务需求，对指定的某类业务进行场景或产品的细粒度划
分，制定不同分析视角，基于公共层的整合数据进行业务个性化的数据统计。

数据集市

数据集市是对某个业务分类制定细化的业务主题，并通过主题域，基于不同分析视角对目标集市中的数据
进行主题划分，最终面向业务应用统计分析数据。例如，运营平台数据集市。

详情请参见数据集市。

主题域

主题域用于将数据集市按照分析视角进行划分，通常是联系较为紧密的数据主题的集合。您可以根据业务
的关注点，将这些数据主题划分至不同的主题域。例如，电商行业通常分为交易域、会员域、商品域等。
详情请参见主题域。

维度管理维度管理
维度管理用于标准化定义维度，帮助您对数据建模过程中产生的维度进行统一建设和管理，保证维度唯一，避
免重复建设。详情请参见维度管理。

建模空间建模空间
当您所需要管理多个DataWorks工作空间且需要复用一套数仓规划时，面对跨多个工作空间的复杂数据体系，
可以通过设计空间来共享一套数据建模工具，针对整个数据体系进行统一地数仓规划、维度建模及指标定义等
工作。

DataWorks智能数据建模在进行跨多个工作空间数据的统一建模情况下，为您提供了模型设计工作空间模型设计工作空间与数数
据研发工作空间据研发工作空间的概念，通过建模空间功能实现模型跨工作空间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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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空间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建模空间。

如您所在的集团或公司业务复杂且较为庞大时，可创建业务分类，对数据进行业务区分，便于对业务数据进行
更加方便的管理。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业务分类并关联数据域及管理数据集市。

新建业务分类新建业务分类
1. 进入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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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工作空间所在地域后，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数据开发数据开发。

iv. 单击左上方的 图标，选择全部产品全部产品 >  > 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  > 数仓规划数仓规划，默认进入数仓分层数仓分层页面。

2. 在数仓规划数仓规划页面的左侧导航栏，单击业务分类业务分类，进入业务分类业务分类页面。

3. 创建业务分类。

i. 在业务分类业务分类页面，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新建一级业务分类新建一级业务分类。

6.1.2.2. 业务分类6.1.2.2. 业务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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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配置新建一级业务分类新建一级业务分类对话框的各项参数。

参数 描述

英文缩写英文缩写

业务分类的英文缩写。

英文缩写由小写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组成，并且以小写英文字母开头。最大
长度不可超过128个字符。

业务名称业务名称

业务分类的中文名称。

中文名称由中文、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and（&）、英文括号组成，并且以
中文、英文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大长度不可超过128个字符。

负责人负责人 创建业务分类的责任人。默认为当前登录工作空间的用户。

备注备注 业务分类的相关描述，便于后期查看业务内容。

4. 单击确认确认，完成创建业务分类。

如果已创建的业务分类已变更或已不需要，您可在左侧目录树右击业务名称，选择编辑编辑或删除删除进行操
作。

说明 说明 删除业务分类前，您需要先删除业务分类的所有绑定关系。

设置关联数据域设置关联数据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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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完成业务分类后，您可以在该业务分类页面的关联数据域关联数据域区域，设置当前业务分类需要关联哪些数据
域。设置完成后，后续该业务分类下的数据建模即可使用此处关联的所有数据域。

管理数据集市管理数据集市
创建完成业务分类后，您可以在该业务分类页面的数据集市管理数据集市管理区域，查看当前业务分类挂载的数据集市列
表，并根据业务需求对目标数据集市进行编辑或删除等管理操作。

说明 说明 删除删除指定数据集市，不仅会删除该数据集市与业务分类的绑定关系，同时，会将该数据集市
一并删除，请您谨慎操作。

新建子业务分类新建子业务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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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级业务分类下，如有其他子业务分类，可继续新建子业务分类。创建方法与一级业务分类相同。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业务分类创建完成后，您可在创建维度表、明细表、汇总表、应用表时关联对应的业务分类，也可在维度建维度建
模模页面，通过业务数据视角查看表分类详情。关联表详情请参见创建维度表、创建明细表、创建汇总表、创建应用
表。

数仓分层是结合对业务场景、实际数据、使用系统的综合分析，对数据模型进行的整体架构设计及物理层的详
细划分。用于将不同用途的数据，归类划分至不同的分层，便于您更好地组织、管理、维护数据。本文为您介
绍如何创建并管理数仓分层。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数据仓库是所有数据的集合，包括日志信息、数据库数据、文本数据、外部数据等都集成在数据仓库中。数仓
分层、数据域、业务过程、数据集市、主题域等要素，共同确定了您此次建模的逻辑数仓架构。其中，数据域
及业务过程位于公共层，用于公共层数据模型的构建。数据集市及主题域位于应用层，用于面向具体业务应用
的模型构建。

数仓分层保障了数据在进入数据仓库之前都经过清洗和过滤，使原始数据不再杂乱无章，优化了查询过程，有
效的提高了数据获取、统计和分析的效率。同时，数仓分层实现了各种不同维度数据的关联，使多维分析更加
方便，为从多角度、多层次地数据分析和决策制定提供便捷。

规划数仓分层规划数仓分层
数仓分层需要结合业务场景、数据场景、系统场景进行综合考虑设计，您可以根据实际业务需求，规划您数据
模型的分层。

DataWorks的数仓分层功能，默认为您创建了数据引入层ODS（Operat ional Dat a St ore）数据引入层ODS（Operat ional Dat a St ore）、公共维度层公共维度层
DIM（Dimension）DIM（Dimension）、明细数据层DWD（Dat a Warehouse Det ail）明细数据层DWD（Dat a Warehouse Det ail）、汇总数据层DWS（Dat a汇总数据层DWS（Dat a
Warehouse Summary）Warehouse Summary）及应用数据层ADS（Applicat ion Dat a Service）应用数据层ADS（Applicat ion Dat a Service）等五层，各个分层的功能介绍
如下：

数据引入层 ODS（Operat ional Dat a St ore）数据引入层 ODS（Operat ional Dat a St ore）

ODS层用于接收并处理需要存储至数据仓库系统的原始数据，其数据表的结构与原始数据所在的数据系统中
的表结构一致，是数据仓库的数据准备区。ODS层对原始数据的操作具体如下：

将原始的结构化数据增量或全量同步至数据仓库中。

6.1.2.3. 数仓分层6.1.2.3. 数仓分层

6.1.2.3.1. 创建数仓分层6.1.2.3.1. 创建数仓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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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原始的非结构化数据（例如，日志信息）进行结构化处理，并存储至MaxCompute。

根据实际业务需求，记录原始数据的历史变化或对原始数据进行简单的清洗。

ODS层的数据表，命名必须以  ods 开头，并且生命周期为366天。

明细数据层 DWD（Dat a Warehouse Det ail）明细数据层 DWD（Dat a Warehouse Det ail）

DWD层通过企业的业务活动事件构建数据模型。基于具体业务事件的特点，构建最细粒度的明细数据表。
您可以结合企业的数据使用特点，将明细数据表的某些重要维度属性字段适当冗余，即宽表化处理。同
时，也可以减少明细数据表及维度表的关联，提高明细表的易用性。

汇总数据层 DWS（Dat a Warehouse Summary）汇总数据层 DWS（Dat a Warehouse Summary）

DWS层通过分析的主题对象构建数据模型。基于上层的应用和产品的指标需求，构建公共粒度的汇总指标
事实表。

例如，从ODS层中对用户的行为做一个初步的归类汇总，抽象出来一些通用的维度，假设维度为时间、IP、I
D，并根据这些维度统计出相关数据，比如用户每个时间段在不同登录IP购买的商品数。则在DWS层可以进
一步添加一层轻度的汇总，可以让计算更加的高效。例如在此基础上计算仅7天、30天、90天的行为会节省
很多时间。

应用数据层 ADS（Applicat ion Dat a Service）应用数据层 ADS（Applicat ion Dat a Service）

ADS层用于存放数据产品个性化的统计指标数据，输出各种报表。例如，某电商企业，在6月9日至6月19
日，杭州地域出售的各大球类商品的数量及排行情况。

公共维度层 DIM（Dimension）公共维度层 DIM（Dimension）

DIM层使用维度构建数据模型。基于实际业务，通过定义维度，确定维度主键，添加维度属性，关联不同维
度等操作，构建整个企业的一致性数据分析维表，帮助您降低数据计算口径和算法不统一的风险。

对于创建的分层，您可以选择平铺展示平铺展示或层级结构展示层级结构展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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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方式 描述

平铺展示平铺展示 不区分层级结构，所有分层统一平铺放置。

层级结构展示层级结构展示

DataWorks为您提供了贴源层贴源层 、公共层公共层 、应用层应用层 、其他其他 等分层归属，您可以将创建的数据分
层挂载至不同的分层归属。

贴源层贴源层 ：主要用于数据库、日志、消息等基础数据的引入。该层级只能挂载贴源表贴源表 。

公共层公共层 ：主要完成公共数据的加工与整合，建立统一的维度，构建可复用面向分析和统计的
明细事实表，以及汇总公共粒度的指标。该层级可挂载明细表明细表 、维度表维度表 、汇总表汇总表 。

应用层应用层 ：基于实际应用需求，获取公共层加工整合后的数据，进行持续的个性化数据建设及
改造。该层级可以挂载应用表应用表 及维度表维度表 。

其他其他 ：用于存放存量创建的系统默认层级及用户自定义的层级。

系统默认层级：您需要提交技术支持人员，帮助您修改该类层级的分层归属分层归属 。

用户自定义的层级：您需要通过编辑操作，修改层级的分层归属分层归属 。

说明 说明 如果位于其他其他 层级的数据分层未修改层级归属，则后续创建模型表时无法
挂载相应表至该层级。

说明 说明 分层归属分层归属一旦设置（包括新建时配置及编辑修改配置）则无法变更，请您合理规划层级归
属。

创建数仓分层创建数仓分层
系统已默认为您创建了五个分层（ODS层、DIM层、DWD层、DWS层、ADS层）可以满足绝大部分的场景和需
求，如您存在部分需要个性化处理的场景，可参见如下步骤创建新的数仓分层。

个性化处理的场景示例：抽象出TMP（临时表）层，在创建表的时候严格的将表归属到对应的分层中，对每个
分层设定一些标准和校验规则，譬如命名规范、生命周期设置等。

1. 进入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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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工作空间所在地域后，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数据开发数据开发。

iv. 单击左上方的 图标，选择全部产品全部产品 >  > 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  > 数仓规划数仓规划，默认进入数仓分层数仓分层页面。

2. 创建分层。

i. 单击新建分层新建分层，在新建数仓分层新建数仓分层对话框配置分层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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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英文缩写英文缩写

数仓分层的英文缩写，唯一标识数仓分层。

英文缩写由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组成，并且以英文字母开头，最
大长度为128字符。

英文名英文名

数仓分层的英文名称。

英文名称由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and（&）组成，并且以英文字
母或数字开头，最大长度为2048字符。

中文名中文名

数仓分层的中文名称。

中文名称由中文、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and（&）、英文括号组
成，并且由中文、英文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大长度为2048字符。

负责人负责人 创建数仓分层的负责人。默认为当前登录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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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归属分层归属

该参数与模型类型模型类型 配合使用。用于将创建的分层划分至不同的层级，并关
联对应的模型类型。

贴源层贴源层 ：主要用于数据库、日志、消息等基础数据的引入。该层级只能
挂载贴源表贴源表 。

公共层公共层 ：主要完成公共数据的加工与整合，建立统一的维度，构建可复
用面向分析和统计的明细事实表，以及汇总公共粒度的指标。该层级可挂
载明细表明细表 、维度表维度表 、汇总表汇总表 。

应用层应用层 ：基于实际应用需求，获取公共层加工整合后的数据，进行持续
的个性化数据建设及改造。该层级可以挂载应用表应用表 及维度表维度表 。

其他其他 ：用于存放存量创建的系统默认层级及用户自定义的层级。

系统默认层级：您需要提交技术支持人员，帮助您修改该类层级的分分
层归属层归属 。

用户自定义的层级：您需要通过编辑操作，修改层级的分层归属分层归属 。

说明 说明 如果位于其他其他 层级的数据分层未修改层级归属，则后续
创建模型表时无法挂载相应表至该层级。

模型类型模型类型

该参数与分层归属分层归属 配合使用。用于将对应的模型类型挂载至不同的分层归
属。

贴源表贴源表 ：只能挂载至贴源层贴源层 。

明细表明细表 ：只能挂载至公共层公共层 。

维度表维度表 ：可以挂载至公共层公共层 及应用层应用层 。

汇总表汇总表 ：只能挂载至公共层公共层 。

应用表应用表 ：只能挂载至应用层应用层 。

备注备注

数仓分层的备注信息。您可以输入目标数仓分层的功能描述，方便您快速了
解每个分层的功能作用，将对应业务数据存放至合适的分层。

最大长度为2058字符。

参数 描述

3. 单击确认确认，完成创建。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数仓分层创建完成后，您需要创建数仓分层检查器，用于规范数仓分层中表的命名规范，详情请参见配置数仓
分层检查器。

您可通过数仓分层页面，配置数仓分层检查器以规范分层中表名的命名要求，便于后期管理。本文将为您介绍
如何通过数据建模控制台查看数仓分层详情，以及创建数仓分层检查器的操作方法。

6.1.2.3.2. 配置数仓分层检查器6.1.2.3.2. 配置数仓分层检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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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创建待配置的数仓分层，数仓分层创建方法请参见创建数仓分层。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数仓分层检查器用于规范目标分层中表的命名，将同一分层中表名称的命名格式统一，便于您通过表名称，即
可了解到该表所属的业务类型、作用功能、数据粒度等信息。同时，可以帮助您减少后期的运维成本。

系统默认创建的数仓分层和您自定义新建的数仓分层均可以配置数仓分层检查器。

说明 说明 您可重复执行如下步骤为不同的数仓分层配置检查器。

1. 在数仓分层数仓分层页面，单击已创建的分层，进入该数仓分层的详情页。

2. 配置数仓分层的检查器。

在数仓分层详情页，通过如下步骤配置检查器。

说明说明

数仓分层检查器用于规范目标分层中表的命名，将同一分层中表名称的命名格式统一，便于您通过表
名称，即可了解到该表所属的业务类型、作用功能、数据粒度等信息。同时，可以帮助您减少后期的
运维成本。

i. 在检查器管理检查器管理区域，单击添加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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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配置检查器的参数信息。

参数 描述

英文缩写英文缩写

检查器的英文缩写。

英文缩写由小写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组成，并且以小写英文字母
开头，最大长度为128字符。

名称名称

检查器的名称。

检查器的名称由中文、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and（&）、英文括
号组成，并且由中文、英文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大长度为2048字符。

类型类型
目前仅支持配置为表名检查器表名检查器 ，用于检查挂载至目标分层中的表名称是否
符合该数仓分层的命名规范。

规则定义规则定义

用于检查表名称是否符合数仓分层命名规范的规则。您需要输入表的前缀信
息（例如，目标数仓分层要求表名称以  dim 开头），通过表前缀进行检

测。同时，也可以单击 图标，使用业务分类、数据域、业务过程等多种类

别的英文缩写来定义规则。

默认默认 表示是否将该检查器配置为默认检查器。

是否开启是否开启
表示配置的检查器是否生效。配置的检查器开关默认为打开状态，即默认检
查器生效。

是否实时检查是否实时检查

是否开启实时检测，默认关闭。

实时检测开启时：在创建或修改表时，会对表名称自动实时检测，确保表
名称符合命名规范。

实时检测关闭时：在创建或修改表时，不会对表名称实时检测，您需要在
创建或修改完成后，手动点击分层详情页中的触发检测触发检测 ，对表名称进行
检测。

描述描述 检查器的描述信息。

iii. 单击保存保存，保存后，检查器的配置才会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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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启动检查器并查看检测结果。

a. 检查器配置完成后，您可以单击触发检测触发检测，则系统默认启动该数仓分层中的所有检查器，根据
检查器的配置内容，检测分层中所有表的命名规范。

b. 检查结束后，您可以单击查看结果查看结果，查看本次检测结果。

示例一：某公司希望目标数仓分层中的表以  dim_ 开头，则检测器中配置的规则定义规则定义为  ^dim_.
* 。当数仓分层中包含命名为dim_sku、dim_store、dimension_warehouse、fact_order的表
时，触发检测后，检测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名称 是否符合数仓分层的命名规范

dim_sku 匹配

dim_store 匹配

dimension_warehouse 不匹配

fact_order 不匹配

示例二：某公司希望DWD数仓分层中的表使用  数仓分层的英⽂缩写_表所在的数据域_⾃定义表命名标签
缩写_df/di 格式命名。当该数仓分层中包含命名为dwd_sale_order_df、dwd_sale_order_di、d
wd_sale_order、dws_sale_order_df的表时，触发检测后，检测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名称 是否符合数仓分层的命名规范

dwd_sale_order_df 匹配

dwd_sale_order_di 匹配

dwd_sale_order 不匹配

dws_sale_order_df 不匹配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数仓分层创建并配置完成后，您可继续进行数仓规划中的数据域、业务过程与业务分类的规划和创建。详情请
参见数据域、业务过程和业务分类。

本文将为您介绍如何查看并管理已创建成功的数据分层及相关信息。

6.1.2.3.3. 查看并管理数据分层6.1.2.3.3. 查看并管理数据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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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数据分层数据分层页面，对已创建的数据分层进行如下管理操作：

查看数据分层概览。查看数据分层概览。

您可以在数据分层数据分层页面，查看所有已创建数据分层的基本信息，包括数据分层的层级归属、分层名称、功
能描述、最新更新时间及对应负责人等。快速了解数据模型的分层规划，后续将对应数据表挂载至合理的
分层中。

查看数据分层详情。查看数据分层详情。

单击对应的数据分层进入该分层的详情页。在基本信息基本信息区域，即可查看目标数据分层的英文缩写英文缩写、英文英文
名名、中文名中文名、负责人负责人、分层归属分层归属、模型类型模型类型创建人创建人、创建时间创建时间，以及最近一次修改该数据分层的修改修改
人人及修改时间修改时间等信息。您也可以根据业务需求，单击右上角的编辑编辑，修改目标分层的相关信息。

说明说明

系统创建的数据分层创建人创建人默认为syst emsyst em，负责人负责人为当前工作空间的责任人。

DataWorks支持修改或删除系统默认创建的数据分层。

修改数据分层信息。修改数据分层信息。

单击目标分层的 图标，即可修改该数据分层的基本信息。

删除数据分层。删除数据分层。

单击目标分层的 图标，即可删除该数据分层。

说明 说明 如果数据分层中已经挂载了数据表，则您需要将分层中的所有表删除后，才能删除该数据
分层。

6.1.2.4. 公共层6.1.2.4. 公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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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域是联系较为紧密的数据主题的集合，通常是根据业务类别、数据来源、数据用途等多个维度，对企业的
业务数据进行的区域划分，将同类型数据存放在一起，便于您快速查找需要的内容。不同使用目的数据，分类
标准不同。例如，电商行业通常分为交易域、会员域、商品域等。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数据域是一个较高层次的数据归类标准，是对企业业务过程进行抽象、提炼、组合的集合，是企业业务人员在
使用数据时第一个分组入口，可以帮助企业业务人员快速的从海量的数据中快速圈定到自己的业务数据。

由上图所示，数据域规划创建好之后：

您可以规划当前数据域下业务的业务过程，后续创建好业务过程后挂载至数据域中，便于后续全数据域视
图下查看所有涉及的业务过程。

在后续的数据指标及维度建模的过程中，可以关联对应指标及维度表到数据域中，便于后续全数据域的视
图下查看指标及维度表。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数据域，并为您介绍创建数据域后，规划创建业务过程的操作入口，详情请参见创建数
据域、查看数据域详情并添加业务过程。

创建数据域创建数据域
DataWorks的数据建模默认为您创建了名为默认默认的数据域，如果业务过程没有指定所属数据域，则创建的业业
务过程务过程会被默认放至该数据域中。您可以根据需要建模的业务类型，创建符合企业实际应用的数据域。创建
数据域操作如下。

1. 进入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i. 登录DataWorks控制台。

6.1.2.4.1. 数据域6.1.2.4.1. 数据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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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工作空间列表工作空间列表。

iii. 选择工作空间所在地域后，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数据开发数据开发。

iv. 单击左上方的 图标，选择全部产品全部产品 >  > 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  > 数仓规划数仓规划，默认进入数仓分层数仓分层页面。

2. 在数仓规划数仓规划页面的左侧导航栏，单击公共层公共层 >  > 数据域数据域，进入数据域数据域页面。

3. 创建数据域。

i. 在数据域数据域页面，单击+ 新建域+ 新建域。

ii. 在新建数据域新建数据域对话框，配置各项参数。

参数 描述

英文缩英文缩
写写

数据域的英文缩写。用于数据分层检查器配置规则定义规则定义 时使用，检查目标数据表是否符合所挂载
数据分层的命名规范，详情请参见配置数仓分层检查器。

英文缩写由小写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组成，并且以小写英文字母开头，最大长度为128
字符。

英文名英文名

数据域的英文名称。

英文名称由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and（&）组成，并且以英文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大
长度为2048字符。

中文名中文名

数据域的中文名称。

中文名称由中文、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and（&）、英文括号组成，并且由中文、英
文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大长度为2048字符。

负责人负责人 创建数据域的负责人。系统创建的数据域负责人是syst emsyst em。

备注备注
数据域的备注信息。

最大长度为2048字符。

4. 单击确认确认，完成创建。

查看数据域详情并添加业务过程查看数据域详情并添加业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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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创建数据域后，您可以查看目标数据域的详细信息，并基于该数据域创建需要分析的业务数据活动（即业
务过程）。

1. 在数据域数据域页面，单击已创建的数据域，进入该数据域的详情页。

2. 查看数据域的详细信息。

在基本信息基本信息区域，即可查看目标数据域的英文缩写英文缩写、中文名中文名、英文名英文名、负责人负责人、创建人创建人、创建时间创建时间，
以及最近一次修改该数据域的修改人修改人及修改时间修改时间等信息。您也可以根据业务需求，单击右上角的编辑编辑，
修改目标数据域的相关信息。

说明 说明 DataWorks不支持删除系统默认创建的数据域。

3. 为目标数据域添加业务过程。

创建数据域后，系统默认为当前数据域添加命名后缀为  _default 的业务过程。您可前往业务过程业务过程页，
单击对应业务过程操作操作列的编辑编辑，修改数据域数据域为当前数据域。

说明 说明 如您需要创建新的业务过程，请参见业务过程。

管理数据域管理数据域
您可以在数据域数据域页面，对已创建的数据域进行如下管理操作：

查看数据域概览。

您可以在数据域数据域页面，查看所有已创建数据域的基本信息，包括数据域的名称、功能描述、最新更新时间
及对应负责人等。方便您快速筛选业务数据。

修改数据域。

单击目标数据域的 图标，即可修改该数据域的基本信息。

删除数据域。

单击目标数据域的 图标，即可删除该数据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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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DataWorks不支持删除系统创建的数据域。

如果您的数据域中已经添加了业务过程，则您需要将数据域中的所有业务过程删除后，才能删
除该数据域。

业务过程是企业在指定的数据域中所执行的业务活动，是数据建模所需要分析的逻辑主体。例如，交易域中可
以有加入购物车、下单、支付等业务过程。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并使用业务过程。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根据规划准备好对应数据域，系统已默认提供数据域，如需创建新的数据域请参见数据域。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业务过程是对业务活动流程的描述，例如在电商领域，加购、下单、支付等都可以是一个业务过程。进行业务
效果分析时，业务过程有非常典型的应用，例如常用漏斗分析，即将购买商品的业务活动分解为浏览商品、加
入购物车、下订单、付款、确认收货等业务过程，统计每个业务过程的“订单数”，即可以针对“订单数”这
一指标做漏斗分析。

如上图所示，您可以对数据域下的业务规划具体的业务过程，创建业务过程后：

后续为每个业务过程规划创建用于衡量业务过程的原子指标和派生指标。

后续业务过程中，实际业务的真实数据表（明细表）也可关联具体的业务过程。

创建业务过程创建业务过程

6.1.2.4.2. 业务过程6.1.2.4.2. 业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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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Works的数据建模已为您创建好一个默认的业务过程（英文名为def aultdef ault ，中文名称为默认默认），如果您的
业务比较简单，无需明细多个业务过程，那您无需再创建新的业务过程，在后续建模配置过程中，直接使用此
默认业务过程即可。

如果您的业务比较复杂，则您可以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创建符合企业实际应用的业务过程。创建业务过程操作
如下。

1. 进入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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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工作空间所在地域后，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数据开发数据开发。

iv. 单击左上方的 图标，选择全部产品全部产品 >  > 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  > 数仓规划数仓规划，默认进入数仓分层数仓分层页面。

2. 在数仓规划数仓规划页面的左侧导航栏，单击公共层公共层 >  > 业务过程业务过程，进入业务过程业务过程页面。

3. 创建业务过程。

i. 在业务过程业务过程页面，单击新建业务过程新建业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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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新建业务过程新建业务过程对话框，配置各项参数。

参数 描述

英文缩写英文缩写

业务过程的英文缩写。

英文缩写由小写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组成，并且以小写英文字母开头，最大长度为
128字符。

英文名英文名

业务过程的英文名称。

英文名称由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and（&）组成，并且以英文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大
长度为2048字符。

中文名中文名

业务过程的中文名称。

中文名称由中文、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and（&）、英文括号组成，并且由中文、英
文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大长度为2048字符。

数据域数据域 选择业务过程所属的数据域。

父级业务父级业务
过程过程

可选参数。您可以选择配置新建的业务过程归属于某个父级业务过程。如果不配置该参数，则新
建的业务过程即为父级业务过程。

负责人负责人 创建业务过程的负责人。系统创建的业务过程负责人为syst emsyst em。

备注备注
业务过程的备注信息。

最大长度为2048字符。

4. 单击确认确认，完成创建。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完成业务过程创建后，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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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为每个业务过程规划创建用于衡量业务过程的原子指标和派生指标。

后续业务过程中，实际业务的真实数据表（明细表）也可关联具体的业务过程。

数据集市是基于业务分类，面向特定应用场景或者产品的数据组织。通常位于数据应用层，依赖于公共层的整
合数据。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数据集市并管理主题域。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创建业务分类，用于对指定业务进行特定场景化的细分。详情请参见业务分类。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数据集市是对某个业务分类制定细化的业务主题，并通过主题域，基于不同分析视角对目标集市中的数据进行
主题划分，最终面向业务应用统计分析数据。例如，运营平台数据集市。

创建数据集市创建数据集市
1. 进入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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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工作空间所在地域后，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数据开发数据开发。

iv. 单击左上方的 图标，选择全部产品全部产品 >  > 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  > 数仓规划数仓规划，默认进入数仓分层数仓分层页面。

2. 在数仓规划数仓规划页面的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层应用层 >  > 数据集市数据集市，进入数据集市数据集市页面。

3. 创建数据集市。

i. 在数据集市数据集市页面，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新建一级数据集市新建一级数据集市。

6.1.2.5. 应用层6.1.2.5. 应用层

6.1.2.5.1. 数据集市6.1.2.5.1. 数据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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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配置新建一级数据集市新建一级数据集市对话框的各项参数。

参数 描述

英文缩写英文缩写

数据集市的英文缩写。

英文缩写由小写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组成，并且以小写英文字母
开头，最大长度为128字符。

集市名称集市名称

数据集市的名称。

集市名称由中文、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and（&）、英文括号组
成，并且以中文、英文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大长度为2048字符。

集市类型集市类型

数据集市的类型。

业务集市业务集市 ：面向业务需求的集市。

数据应用集市数据应用集市 ：面向数据产品需求的集市。

公共集市公共集市 ：如果您希望创建各集市需要通用的应用层模型，则可以选择
该类型。

所属业务分类所属业务分类 数据集市所属的业务分类。详情请参见业务分类。

负责人负责人 创建数据集市的负责人。默认为当前登录账号。

备注备注
数据集市的备注信息。

最大长度为2048字符。

4. 单击确认确认，完成创建。

如果已创建的数据集市已变更或已不需要，您可在左侧目录树右击数据集市名称，选择编辑编辑或删除删除进行
操作。

说明 说明 删除数据集市前，您需要先删除数据集市的所有绑定关系。

管理主题域管理主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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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域是将数据集市按照分析视角，进行数据主题的划分。您可以在目标数据集市页面的主题域管理主题域管理区域，
查看当前数据集市挂载的主题域列表，并根据业务需求对目标主题域进行编辑或删除等管理操作。

说明 说明 删除删除指定主题域，不仅会删除该主题域与数据集市的绑定关系，同时，会将该主题域一并删
除，请您谨慎操作。

创建子数据集市创建子数据集市
在一级数据集市下，如有其他子数据集市，可继续新建子数据集市。创建方法与一级数据集市相同。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完成数据集市的创建后，后续面向具体业务分析创建应用表时，可以关联该数据集市。创建应用表，详情请参
见创建应用表。

主题域用于将数据集市按照分析视角进行划分，通常是联系较为紧密的数据主题的集合。您可以根据业务的关
注点，将这些数据主题划分至不同的主题域。例如，电商行业通常分为交易域、会员域、商品域等。

6.1.2.5.2. 主题域6.1.2.5.2. 主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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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创建数据集市，用于确定主题域分析的业务类别主题。详情请参见数据集市。

创建主题域创建主题域
1. 进入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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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工作空间所在地域后，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数据开发数据开发。

iv. 单击左上方的 图标，选择全部产品全部产品 >  > 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  > 数仓规划数仓规划，默认进入数仓分层数仓分层页面。

2. 在数仓规划数仓规划页面的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层应用层 >  > 主题域主题域，进入主题域主题域页面。

3. 创建主题域。

i. 在主题域主题域页面，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新建一级主题域新建一级主题域。

ii. 配置新建一级主题域新建一级主题域对话框的各项参数。

参数 描述

英文缩写英文缩写

主题域的英文缩写。

英文缩写由小写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组成，并且以小写英文字母
开头，最大长度为128字符。

主题域名称主题域名称

主题域的名称。

主题域名称由中文、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and（&）、英文括号
组成，并且以中文、英文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大长度为2048字符。

负责人负责人 创建主题域的负责人。默认为当前登录账号。

所属数据集市所属数据集市 主题域所属的数据集市。详情请参见数据集市。

备注备注
主题域的备注信息。

最大长度为2048字符。

Dat aWorks Dat aWorks公共云合集··数据建模

> 文档版本：20220712 405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99741.html#task-2170337
https://workbench.data.aliyun.com/console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99741.html#task-2170337


4. 单击确认确认，完成创建。

如果已创建的主题域已变更或已不需要，您可在左侧目录树右击主题域名称，选择编辑编辑或删除删除进行操
作。

创建子主题域创建子主题域
在一级主题域下，如有其他子主题域，可继续新建子主题域。创建方法与一级主题域相同。

维度管理用于标准化定义维度，帮助您对数据建模过程中产生的维度进行统一创建和管理，保证维度唯一，避
免重复创建。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并管理维度。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维度管理是在数仓规划阶段，提前规划出创建模型时可能需要使用到的维度及相关属性，并集中管理。后续在
创建汇总表或应用表时，您可以关联该维度进行统计分析。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维度管理中不支持创建相同的维度，即维度的英文缩写必须唯一。

创建维度创建维度
1. 进入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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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工作空间所在地域后，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数据开发数据开发。

iv. 单击左上方的 图标，选择全部产品全部产品 >  > 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  > 数仓规划数仓规划，默认进入数仓分层数仓分层页面。

2. 在数仓规划数仓规划页面的左侧导航栏，单击维度管理维度管理，进入维度管理维度管理页面。

3. 创建维度。

i. 在维度管理维度管理页面，单击新建维度新建维度。

6.1.2.6. 维度管理6.1.2.6. 维度管理

Dat aWorks公共云合集··数据建模 Dat aWorks

406 > 文档版本：20220712

https://workbench.data.aliyun.com/console


ii. 配置新建维度属性新建维度属性对话框的各项参数。

参数 描述

维度中文名维度中文名

维度的中文名称。

中文名称由中文、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and（&）、英文括号组
成，并且以中文、英文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大长度为2048字符。

维度英文名维度英文名

维度的英文名称。

英文名称由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组成，并且以英文字母或数字开
头，最大长度为128字符。

维度英文缩写维度英文缩写

维度的英文缩写。唯一标识该维度。

英文缩写由小写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组成，并且以小写英文字母
开头，最大长度为128字符。

维度属性维度属性

为当前创建的维度添加维度属性。

输入指定行数，单击添加添加 即可添加相应个数的维度属性，编辑维度属性的中
文名称、英文名称、英文缩写，并指定当前维度的主键。

4. 单击确认确认，完成创建。

查看并管理维度查看并管理维度
您可以通过维度中文名维度中文名或维度属性中文名维度属性中文名进行搜索（序号1），快速查找指定维度，查看维度的属性信息
（序号2）。同时，也可以根据业务需求，对指定维度执行编辑编辑或删除删除等管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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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通过维度或维度属性中文名称搜索，使用的是模糊匹配，即输入关键词，即可查找出所有包含
关键词的维度。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维度创建完成后，后续在创建模型表时可以使用该维度作为数据分析的粒度，详情请参见创建应用表、创建汇
总表。

当您所需要管理多个DataWorks工作空间且需要复用一套数仓规划时，面对跨多个工作空间的复杂数据体系，
可以通过设计空间来共享一套数据建模工具，针对整个数据体系进行统一的数仓规划、维度建模及指标定义等
工作。本文为您介绍DataWorks建模空间的应用场景及配置步骤。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DataWorks智能数据建模在进行跨多个工作空间数据的统一建模情况下，为您提供了数据模型设计空间数据模型设计空间与数数
据研发工作空间据研发工作空间的概念，通过建模空间功能实现模型跨工作空间应用。

其中

数据模型设计空间数据模型设计空间为模型设计师视角，主要用于统筹管理所有关联研发空间设计的模型数量。

数据研发工作空间数据研发工作空间为数据开发工程师视角，主要用于模型发布以及基于模型设计结果进行ETL数据开发。

6.1.2.7. 建模空间6.1.2.7. 建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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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设计师设置好数据模型设计空间数据模型设计空间与数据研发工作空间数据研发工作空间的关系后，模型设计师在进行模型（汇总表、维度
表、明细表、应用表）发布时，可以选择将模型物化到被关联的某一个研发空间，后续数据开发工程师即可在
对应的工作空间进行数据开发操作。

需要注意的是：

以上图为例，模型设计师在工作空间Project_1中进行模型设计（模型1），这套模型通过模型设计空间物化
部署至Project_2、Project_3后，如果在应用过程中发现模型1需要完善，则仅能在Project_1中进行修
改，Project_2、Project_3中无法直接查看到具体的模型设计内容也无法直接修改。

Project_1被作为数据模型设计空间数据模型设计空间后，可以选择是否将模型物化发布到本空间（即Project_1可以将本空
间作为物化空间）；Project_2、Project_3被作为物化空间后，不能再作为模型设计工作空间。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通过模型设计空间建立工作空间之间的模型设计研发关系时：

支持选择当前账号拥有空间管理员空间管理员权限的工作空间，但不能选择已被添加为数据研发工作空间数据研发工作空间的工作空
间。

删除工作空间间的模型设计物化关系时：

仅可删除当前账号拥有管理员权限的工作空间。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以下为您介绍如何通过模型设计空间建立DataWorks工作空间之间的模型设计物化关系，便于后续模型发布时
的选择。

1. 进入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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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工作空间所在地域后，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数据开发数据开发。

iv. 单击左上方的 图标，选择全部产品全部产品 >  > 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  > 数仓规划数仓规划，默认进入数仓分层数仓分层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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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数仓规划数仓规划页面的左侧导航栏，单击建模空间建模空间，进入建模空间建模空间页面。

3. 在建模空间建模空间页面的模型空间配置模型空间配置区域，可查看当前的数据模型设计空间数据模型设计空间和数据研发工作空间数据研发工作空间映射关
系，单击更改配置更改配置，可修改配置数据研发工作空间数据研发工作空间。

说明 说明 进入更改配置更改配置操作页面后，您仅可以操作（新增或删除）您有空间管理员空间管理员权限的工作空
间。

您可以单击数据研发工作空间数据研发工作空间后的下拉框，选择需要物化发布的工作空间，单击确定确定，再单击提交提交，
即可将勾选的工作空间添加为数据研发工作空间。

您也可以单击当前展示的已选择的工作空间后的删除删除按钮，完成后单击提交提交，即可删除当前建模空间
与所选研发工作空间的映射关系。

4. 完成更改配置回到建模空间页面后，您可以在变更记录变更记录模块看到各个空间管理员对建模空间的变更操作
配置记录。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完成上述步骤后，模型设计完成后，模型发布时，需要选择模型所发布的研发工作空间，操作详情请参见模型
发布。

DataWorks数据建模支持在建模前规划制定数据标准，或在建模使用过程中根据业务情况沉淀企业业务的数据
标准。通过规范约束标准代码、度量单位、字段标准、命名词典，来保障后续建模与应用过程中数据处理的一
致性，从源头上保障数据的标准化生产，节约后续数据应用和处理的成本。

应用场景应用场景

6.1.3. 数据标准6.1.3. 数据标准

6.1.3.1. 数据标准概述6.1.3.1. 数据标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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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Works的数据标准包含字段标准字段标准、标准代码标准代码、度量单位度量单位、命名词典命名词典。

例如，现有注册表和登录表两张表，注册表中存储了会员ID，字段名为user_iduser_id，登录表中也存储了会员ID，
字段名为useriduserid，此时针对会员ID这个数据创建统一的数据标准，例如指定数据处理的标准代码、指定字段的
属性要求（例如字段的数据类型、长度、默认值等）、指定数据的度量单位。创建好数据标准后，后续在建模
过程中涉及到会员ID这个字段的设置时，即可直接关联此标准，以此来保障所有会员ID字段的标准统一。

DataWorks中字段标准的创建操作请参见字段标准。

字段标准是对含义相同但字段名称不同的数据进行统一规范管理的数据准则，字段标准可定义字段的取值范
围、度量单位等内容。当字段标准发生变化时可快速定位或变更对应的表，极大地提升了应用效率和准确率。
本文将为您介绍字段标准的创建方法。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字段标准又称为数据字典，可理解为全局字段管理。可将多个表中含义相同但字段名不同的内容进行关联，并
对该字段制定相关的取值范围、度量单位、标准代码等内容。后期字段标准发生变化时，可快速定位和变更关
联的表，极大程度提升构建效率、应用效率、准确性和后期治理效果。

相关示例如下：相关示例如下：

现有注册表和登录表，注册表中存储了会员ID，字段名为user_iduser_id,登录表中也存储了会员ID，字段名
为useriduserid。此时两个表中包含的会员ID均是同一内容，但是使用了两种不同的字段名进行描述，字段出现了歧
义便需要人工介入理解进行确认。

解决方法如下：解决方法如下：

我们可通过DataWorks数据建模创建新的字段标准，预先在模型中定义会员ID标准，然后在创建注册表和登录
表时，将对应会员ID的字段引用该标准。在后期分析中可自动推荐两张表的关联关系和关联字段，极大地提升
应用效率和准确性。

6.1.3.2. 字段标准6.1.3.2. 字段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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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层级关系注意层级关系
字段标准在创建时需要放在根目录、目录或标准集下方，相关说明如下。

根目录：目录中最顶级的目录，所有的目录、标准集、标准只能放置在根目录下。

目录：用于存放标准和标准集，类似操作系统的文件夹目录。

标准集：和目录类似，但标准集内只能存放标准。

字段标准之间可存在继承关系，如买家ID标准和卖家ID标准均可继承于会员ID标准。

创建目录与标准集创建目录与标准集
1. 进入数据标准数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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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工作空间所在地域后，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数据开发数据开发。

iv. 单击左上方的 图标，选择全部产品全部产品 >  > 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  > 数据标准数据标准，进入数据标准页面。

2. 在数据标准页面左侧导航栏，单击字段标准字段标准，进入字段标准字段标准页面。

3. 新建根目录。

i. 在字段标准字段标准页面，单击 图标，选择新建根目录新建根目录。

ii. 在弹出的新建根目录新建根目录对话框中，填写名称名称，单击确认确认。

名称只能由小写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组成，并且以小写英文字母开头。最大长度不可超过
128个字符。

根目录创建成功后，可在左侧字段标准字段标准区域下方的目录树中查看已创建的根目录。

4. （可选）新建子目录。

i. 在左侧目录树，选择已创建完成的根目录。

ii. 右击根目录名称，选择新建子目录新建子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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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弹出的新建子目录新建子目录对话框中，填写名称名称，单击确认确认。

名称只能由小写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组成，并且以小写英文字母开头。最大长度不可超过
128个字符。

5. （可选）新建标准集。

i. 在左侧目录树，选择已创建完成的根目录或子目录。

ii. 右击目录名称，选择新建标准集新建标准集。

iii. 在弹出的新建标准集新建标准集对话框中，填写名称名称，单击确认确认。

名称只能由小写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组成，并且以小写英文字母开头。最大长度不可超过
128个字符。

创建标准创建标准
1. 在左侧目录树下，选择对应目录或标准集。

2. 右击目录或标准集名称，选择新建标准新建标准。

3. 在弹出的新建标准新建标准对话框中，配置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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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项 参数描述

标准编号标准编号

自定义编码。

标准编码由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组成，并且以英文字母开头。最大长度为64个字
符。

英文缩写英文缩写

字段标准的英文缩写。

英文缩写由小写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组成，并且以小写英文字母开头。最大长度
不可超过128个字符。

英文名称英文名称

字段标准的英文名称。

英文名称由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and（&）组成，并且以英文字母或数字开头。
名称最大长度不可超过2048个字符。

中文名称中文名称

字段标准的中文名称。

中文名称由中文、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and（&）、英文括号组成，并且以中
文、英文字母或数字开头。名称最大长度不可超过2048个字符。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对应字段的数据类型，包括如下：

BIGINT、DOUBLE、DECIMAL、STRING、DATETIME、BOO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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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长度
数据类型关联参数。

例如，选择DECIMAL类型，则长度对应DECIMAL（20，4）中的20。

精度精度
数据类型关联参数。

例如，选择DECIMAL类型，则长度对应DECIMAL（20，4）中的4。

非空非空 引用该标准的字段值是否可以为空。默认为空。

默认默认 值 引用该标准的字段值未填写时的默认值。最大长度不可超过2048个字符。

业务定义业务定义 对业务的定义描述，最大长度不可超过2048个字符。

所属路径所属路径 标准所属的目录，您可从已创建的目录、子目录、标准集中选择。

父级标准父级标准

可选择已创建的标准作为父级标准，选择后与该标准产生继承关系，帮助您更好地识别字段
的关联关系。

例如，买家ID和卖家ID均属于会员ID，则买家ID标准和卖家ID标准的父级标准就是会员ID标
准。

引用代码引用代码
您可从已创建的标准代码中，引用指定标准代码来约束字段的取值范围，标准代码请参见标
准代码。

参数项 参数描述

删除删除
删除标准

说明 说明 字段标准如已被引用，则无法删除，需在对应部分删除引用。

i. 单击标准所在的标准集或目录名称。

ii. 在标准列表单击对应标准操作操作列的删除删除。

删除标准集、子目录、根目录

在左侧目录树直接右击标准集、子目录或根目录的名称，选择删除删除。

说明 说明 不支持跨层级删除目录。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创建完成后，您可在数据建模配置事实表与维度表字段时进行关联，关联方法请参见字段管理：添加表字段。

标准代码是数据标准的取值范围，在标准代码中可设置某一数据标准可选择的数据的内容以及范围。例如性别
数据标准的标准代码内容应该为男或女。本文将为您介绍标准代码的创建方法。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6.1.3.3. 标准代码6.1.3.3. 标准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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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代码与枚举维度比较相似，但是在数据治理的作用要强于枚举维度，标准代码可以与数据质量打通，某个
字段被设定为标准代码以后，该字段的取值范围必须在标准代码以内，如取值范围不在标准代码以内，需要马
上治理。

例如，性别字段，设置标准代码的取值范围为男和女。则数据仅能存储男或女，存在其他数据时就需要马上治
理。

登录系统并创建目录登录系统并创建目录
1. 进入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2. 进入标准代码标准代码。

i. 在数据建模数据建模页面的顶部菜单栏，单击数据标准数据标准，进入数据标准数据标准页面。

ii. 在数据标准数据标准页面的左侧导航栏，单击标准代码标准代码，进入标准代码标准代码页面。

3. 新建目录。

i. 在标准代码标准代码页面，单击 图标，选择新建目录新建目录。

ii. 在弹出的新建目录新建目录对话框中，填写名称名称，单击确认确认。

名称由小写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组成，并且以小写英文字母开头。

iii. 目录创建成功后，可在左侧标准代码标准代码区域下方的目录树中查看已创建的目录。

创建标准代码创建标准代码
1. 选择目录，右击目录名称，单击新建标准代码新建标准代码。

2. 在弹出的新建标准代码新建标准代码对话框，配置如下参数并添加枚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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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配置参数配置

参数项 参数描述

代码编号代码编号

自定义编号。

代码编号由小写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组成，并且以小写英文字母开头。最大长
度为128个字符。

代码名称代码名称

对应标准代码的名称。

代码名称由中文、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and（&）、英文括号组成，并且以中
文、英文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大长度不可超过2048个字符。

英文名称英文名称

对应标准代码的英文名称。

英文名称由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and（&）组成，并且以英文字母或数字开
头。最大长度不可超过2048个字符。

描述描述 对标准代码的自定义描述，最大长度不可超过2048个字符。

添加枚举值

单击新建标准代码新建标准代码对话框中的添加添加，配置如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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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如需配置多个枚举值，可多次单击添加添加。

如需删除某一条枚举值，可单击对应枚举值操作操作列的删除删除。

如需清空或重新填写枚举值，可单击清空清空。

参数项 参数描述

编码取值编码取值 枚举值的编码取值。

英文名称英文名称 对应枚举值的英文名称。

编码名称编码名称 对应枚举值的名称。

编码含义编码含义 对枚举值的含义描述，最大长度不可超过2048个字符。

删除标准代码删除标准代码
您可直接右击左侧目录树中的编码名称，选择删除删除。

说明 说明 如标准代码已被引用则不允许删除，需先删除对应的引用关系。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创建完成后，您可在数据建模配置事实表与维度表字段时进行关联，关联方法请参见字段管理：添加表字段。

字段参数的数量单位（如个、厘米等），系统已为您提供了预置的度量单位，您可根据自定义需求创建新的度
量单位。本文将为您介绍度量单位的创建方法。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进入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2. 进入度量单位度量单位。

i. 在数据建模数据建模页面的顶部菜单栏，单击数据标准数据标准，进入数据标准数据标准页面。

ii. 在数据标准数据标准页面的左侧导航栏，单击度量单位度量单位，进入度量单位度量单位页面。

3. 新建度量单位。

i. 在度量单位度量单位页面，右键单击目标度量类别，选择新建度量单位新建度量单位。

系统为您提供了货币单位货币单位、对象量词对象量词比例单位比例单位排名单位排名单位、时间单位时间单位等度量类别。

6.1.3.4. 度量单位6.1.3.4. 度量单位

Dat aWorks公共云合集··数据建模 Dat aWorks

418 > 文档版本：20220712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76962.html#task-2090839/section-887-e15-zh5


ii. 在弹出的新建度量单位新建度量单位对话框中，配置如下参数。

参数项 参数描述

英文缩写英文缩写

度量单位的编码。

英文缩写由小写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组成，并且以小写英文字母开头。最大
长度不可超过128个字符。

英文名称英文名称

度量单位的英文名称。

英文名称由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and（&）组成，并且以英文字母或数字开
头。最大长度不可超过2048个字符。

中文名称中文名称

度量单位的中文名称。

中文名称由中文、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and（&）、英文括号组成，并且以
中文、英文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大长度不可超过2048个字符。

分类分类
目前仅能选择系统为您提供的分类，包括货币单位货币单位 、对象量词对象量词 、比例单位比例单位 、排名单排名单
位位 、时间单位时间单位 。

iii. 单击确认确认。

度量单位创建成功后，可在左侧度量单位度量单位区域下方的目录树中查看已创建的度量单位。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度量单位创建完成后，您可在创建事实表与维度表的字段时与创建原子指标时进行关联使用，详情请参见发布
与管理表和原子指标。

命名词典为您提供管理业务名词、物理表、字段的词根和词素及其标准化翻译功能，您可以在DataWorks新建
命名词典，或将已有词典导出，本文为您介绍详细操作步骤。

新建命名词典新建命名词典
如果您仅需添加单个命名词典，您可以直接进行单个命名词典的新建。

1. 进入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2. 进入命名词典命名词典。

6.1.3.5. 命名词典6.1.3.5. 命名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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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数据建模数据建模页面的顶部菜单栏，单击数据标准数据标准，进入数据标准数据标准页面。

ii. 在数据标准数据标准页面的左侧导航栏，单击命名词典命名词典，进入命名词典命名词典页面。

3. 新建命名词典。

i. 在命名词典命名词典页面单击新建新建。

ii. 在弹出的页面中配置命名词典的中文名称、英文名称和英文缩写参数。

其中各参数的配置格式要求如下。

参数 格式要求

中文名称中文名称 需以汉字、字母或数字开头，支持使用下划线（_）、and符号（&）、括号。

英文名称英文名称 需以字母或数字开头，支持使用下划线（_）、and符号（&）。

英文缩写英文缩写 需填写小写字母或数字。

iii. 完成参数配置后单击确认确认。
在命名词典页面即可看到新建的命名词典内容。

导入命名词典导入命名词典
如果您有大量命名词典待创建，您可以选择批量导入命名词典，DataWorks为您提供了导入模板，您可按照模
板表格填写好待导入的名称词典后批量导入。

1. 参考上述步骤进入命名词典页面后，单击导入导入。

2. 在导入弹窗中选择导入模式，下载导入模板并批量上传。

i. 在命名词典的导入弹窗中，选择导入模式为跳过已存在的同名对象跳过已存在的同名对象或覆盖已存在的同名对象覆盖已存在的同名对象。

ii. 单击下载模板下载模板下载批量导入命名词典的模板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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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模板表格中，填写并保存待导入的各命名词典的中文名称、英文名称、英文缩写。

各参数的格式要求如下。

参数 格式要求

中文名称中文名称 需以汉字、字母或数字开头，支持使用下划线（_）、and符号（&）、括号。

英文名称英文名称 需以字母或数字开头，支持使用下划线（_）、and符号（&）。

英文缩写英文缩写 需填写小写字母或数字。

说明 说明 下载模板表格后，如果一开始无法编辑表格，可单击表格顶部的启用编辑启用编辑按钮。

iv. 单击选择文件选择文件，选择上述保存的命名词典模板后单击确定确定。

后续您可以在导入结果的提示弹窗中查看导入是否成功与导入细节。

导出命名词典导出命名词典
您也可以在命名词典的页面选择待导出的命名词典，单击底部的批量导出批量导出，将选择的命名词典批量导出，或
者直接单击顶部的批量导出批量导出，将所有的命名词典批量导出。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创建完成命名词典后，您可以在数仓规划的各层的检查器配置中，选择使用，检查器的配置详情请参见配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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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分层检查器。

DataWorks的数据建模产品遵循Kimball维度建模理论，使用DataWorks的维度建模功能进行数据仓库模型设计
时，您可根据业务情况设计并创建维度表、明细表、汇总表、应用表，并可将模型快速发布到相应的研发引
擎。同时，还可以使用逆向建模，将已有的MaxCompute物理表逆向生成模型。

建模视角说明建模视角说明
维度建模支持从公共层公共层、应用层应用层对创建的模型表进行归类，您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层级进行建
模，不同层级支持的管理视角不同。

公共层公共层：用于加工、整合贴源层输入的公共数据，建立统一的指标维度，构建可复用面向分析和统计的明
细事实数据和汇总数据。该层级支持使用数据域数据域或业务分类业务分类视角管理模型表。

应用层应用层：基于实际应用需求，获取公共层加工整合后的数据，面向具体应用场景或指定产品进行的个性化
数据统计。该层级仅支持使用业务分类业务分类视角管理模型表。

未分层未分层：如果已创建的模型表未划分层级归属（即公共层公共层或应用层应用层），则该表会被放置于未分层未分层中。

选择对应层级后，您只能在相应层级下创建目标表。并且可以在目录树切换该层级支持的管理视角，查看并管
理层级下的模型表。

维度表维度表
结合业务的数据域的规划，提取出各业务数据域中进行数据分析时可能存在的维度，并将维度及其属性通过维
度表的方式存储下来。例如，在进行电商业务数据分析时，可用的维度及其属性有：订单维度（属性包括订单
ID、订单创建时间、买家ID、卖家ID等）、用户维度（性别、出生日期等）、商品维度（包括商品ID、商品名
称、商品上架时间）等，此时您就可以将这些维度和属性创建为订单维度表、用户维度表、商品维度表等，将
维度属性记录作为维度表的字段。后续您可将这些维度表部署到数仓中，通过ETL将实际维度数据按照维度表
定义的方式进行存储，方便业务人员在后续的数据分析时进行取用。

更多维度表的设计创建详情可参见创建维度表。

6.1.4. 维度建模6.1.4. 维度建模

6.1.4.1. 维度建模概述6.1.4.1. 维度建模概述

Dat aWorks公共云合集··数据建模 Dat aWorks

422 > 文档版本：20220712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76029.html#task-2090825


明细表明细表
结合业务过程的规划，梳理分析各业务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实际数据，将这些实际数据字段通过明细表的方式存
储下来。例如下订单这一业务过程中，您可以创建下订单这一明细表，用于记录下单过程可能产生实际数据字
段，例如订单ID、订单创建时间、商品ID、数量、金额等。后续您可将这些明细表部署到数仓中，通过ETL将
真实的数据按照明细表的定义方式进行汇总存储，便于业务分析时取用。

更多事实表的设计创建详情可参见创建明细表。

汇总表汇总表
您可以结合业务数据分析和数仓分层，将一些明细的事实数据和维度数据先进行汇总分析，创建汇总表，后续
数据分析时直接取用汇总表中的数据即可，无需再取用明细表和维度表中的数据。

更多汇总表的设计创建详情可参见创建汇总表。

应用表应用表
您可以结合业务数据分析和数仓分层，将一些明细的事实数据和维度数据先进行汇总分析，创建汇总表，后续
数据分析时直接取用汇总表中的数据即可，无需再取用明细表和维度表中的数据。

更多应用表的设计创建详情可参见创建应用表。

逆向建模逆向建模
逆向建模主要用于将其他建模工具生成的模型反向建模至DataWorks的维度建模中。例如，当您已通过其他建
模工具生成模型，此时，想更换为DataWorks的智能建模进行后续建模工作，则可以使用逆向建模功能。该功
能无需您再次执行建模操作，即可帮助您快速将已有模型反向建模至DataWorks的维度建模中，节省了大量的
时间成本。

更多逆向建模的操作详情可参见逆向建模。

维度表用于确定您观察业务状况的视角，存储不同观察视角的维度描述。例如，分析产品销售情况，您可以选
择按产品类别及时间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创建产品维度表及时间维度表。本文将为您介绍维度表的创建方法。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创建数仓分层。数仓分层是将相同功能作用的表挂载至统一的数据层，方便您查找使用。维度表通常挂
载于公共维度层（DIM层），您也可以根据业务需求，选择将维度表挂载至其他数据层。创建数据分层，详
情请参见创建数仓分层。

已创建数据域，用于确定维度表需要存储哪类业务类型的数据。创建数据域，详情请参见数据域。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结合业务的数据域的规划，提取出各业务数据域中进行数据分析时可能存在的维度，并将维度及其属性通过维
度表的方式存储下来。例如，在进行电商业务数据分析时，可用的维度及其属性有：订单维度（属性包括订单
ID、订单创建时间、买家ID、卖家ID等）、用户维度（性别、出生日期等）、商品维度（包括商品ID、商品名
称、商品上架时间）等，此时您就可以将这些维度和属性创建为订单维度表、用户维度表、商品维度表等，将
维度属性记录作为维度表的字段。后续您可将这些维度表部署到数仓中，通过ETL将实际维度数据按照维度表
定义的方式进行存储，方便业务人员在后续的数据分析时进行取用。

6.1.4.2. 创建维度表6.1.4.2. 创建维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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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所示：

创建维度表时：

可以关联本维度表是用于分析哪个业务分类、哪个数据域，便于后续直接查看具体某一业务分类或数据
域下，有哪些维度表。

可以指定维度表后续在数据建模分析使用时，维度表的数据存储于数仓中的哪个数据分层，一般情况下
维度表可存储于公共维度层（DIM层）。

维度表创建后，您可以将维度的属性添加为维度表的字段，且可以对维度表进行关联和分区的设置，并且
可使用统一的数据标准来进行字段设置，保障全数据域中的维度数据的属性是一致的。

维度表创建配置完成后，可发布物化至计算引擎，后续在计算引擎中使用维度表进行数据分析。

维度表创建配置后，在进行数据派生指标和汇总表的设计创建时，可直接关联使用维度表中的维度。

创建维度表创建维度表
1. 进入维度建模维度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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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工作空间所在地域后，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进入数据开发进入数据开发。

iv. 单击左上方的 图标，选择全部产品全部产品 >  > 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  > 维度建模维度建模，默认进入维度建模维度建模页面。

2. 创建维度表。

i. 在维度建模维度建模页面，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创建维度表创建维度表。

Dat aWorks公共云合集··数据建模 Dat aWorks

424 > 文档版本：20220712

https://workbench.data.aliyun.com/console


ii. 配置维度表的基本信息。

参数项 描述

数仓分层数仓分层
选择已创建的数仓分层，仅支持选择公共层的公共维度模型层公共维度模型层 。后续使用此维度表
时，维度表中的数据即存储在数仓的这一层中。创建数仓分层的操作详情请参见创建数
仓分层。

数据域数据域 已创建完成的数据域，详情请参见数据域。

业务分类业务分类 已创建的业务分类，详情请参见业务分类。

存储策略存储策略 维度表存储数据的策略，可以选择每日增量每日增量 、每日全量每日全量 等多种策略。

表名规则表名规则
选择已配置的检查器。用于检测表名称是否符合该检查器制定的表命名规则。配置检查
器，详情请参见配置数仓分层检查器。

表名表名
表的内部名称，可由小写英文字母、下划线（_）、数字组成，并且以小写英文字母开
头。

表中文名表中文名
表的中文名称，可由中文、英文字母、下划线（_）、数字、and（&）、英文括号组
成，并且以中文、英文字母或数字开头。

生命周期生命周期 维度表存在的时间周期。最大可保存36000天。

表类型表类型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如下类型。

普通维度表普通维度表 ：普通的维度表，无其他需求可选择该类型。

枚举维度表枚举维度表 ：可进行枚举的维度表，例如性别维度表。

层级维度表层级维度表 ：存在字段需要设置层级关系，支持指标做上卷和下钻使用。例如国
家、省份、市县等。

描述描述 维度表的描述信息。

3. 配置完成后，单击保存保存，保存成功后，可在左侧目录树进行查看。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表创建完成后，您仍需为表配置字段管理、关联关系、分区设置等内容，并将表发布至对应环境，详情请参
见发布与管理表。

6.1.4.3. 创建明细表6.1.4.3. 创建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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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表用于存储大量能够体现业务活动状况的实际数据或详细数值，是数据聚合后依据某个维度生成的结果
表。例如，分析产品销售情况，您可以创建销售明细表，用来存储产品维度（作为外键）、时间维度（作为外
键）以及销售总量。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明细表。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创建数仓分层。数仓分层是将不同功能作用的表挂载至统一的数据层，方便您查找使用。明细表通常挂
载于数据明细层（DWD层），您也可以根据业务需求，选择将明细表挂载至其他数据层。创建数据分层，
详情请参见创建数仓分层。

已创建业务过程，用来确定明细表需要存储哪类具体业务活动的数据。创建业务过程，详情请参见业务过
程。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结合业务过程的规划，梳理分析各业务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实际数据，将这些实际数据字段通过明细表的方式存
储下来。例如下订单这一业务过程中，您可以创建下订单这一明细表，用于记录下单过程可能产生实际数据字
段，例如订单ID、订单创建时间、商品ID、数量、金额等。后续您可将这些明细表部署到数仓中，通过ETL将
真实的数据按照明细表的定义方式进行汇总存储，便于业务分析时取用。

如上图所示：

创明细表时：

可以关联本明细表是用于分析哪个业务分类和业务过程，便于后续直接查看具体某一业务分类或业务过
程下，有哪些明细表。

可以指定明细表后续在数据建模分析使用时，明细表的数据存储于数仓中的哪个数据分层，一般情况下
明细表可存储于数据明细层（DWD层）。

明细表创建后，您可以为明细表添加字段，且可以对明细表进行关联和分区的设置，并且可使用统一的数
据标准来进行字段设置，保障全数据域中的数据的属性是一致的。

明细表创建配置完成后，可发布物化至计算引擎，后续在计算引擎中使用明细表进行数据分析。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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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入维度建模维度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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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工作空间所在地域后，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进入数据开发进入数据开发。

iv. 单击左上方的 图标，选择全部产品全部产品 >  > 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  > 维度建模维度建模，默认进入维度建模维度建模页面。

2. 创建明细表。

i. 在维度建模维度建模页面，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创建明细表创建明细表。

ii. 配置明细表的基本信息。

参数项 描述

数仓分层数仓分层
选择已创建的数仓分层，仅支持选择公共层的明细数据层明细数据层 。后续使用此明细表时，明细表
中的数据即存储在数仓的这一层中。详情请参见创建数仓分层。

业务过程业务过程 已创建完成的业务过程，详情请参见业务过程。

业务分类业务分类 已创建的业务分类，详情请参见业务分类。

存储策略存储策略 明细表存储数据的策略，可以选择每日增量每日增量 、每日全量每日全量 等多种策略。

表名规则表名规则
选择已配置的检查器。用于检测表名称是否符合该检查器制定的表命名规则。配置检查器，
详情请参见配置数仓分层检查器。

表名表名 表的内部名称，可由小写英文字母、下划线（_）、数字组成，并且以小写英文字母开头。

表中文名表中文名
表的中文名称，可由中文、英文字母、下划线（_）、数字、and（&）、英文括号组成，并
且以中文、英文字母或数字开头。

生命周期生命周期 明细表存在的时间周期。最大可保存36000天。

表类型表类型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事实事务表事实事务表 、周期快照表周期快照表 或累加表累加表 。

描述描述 明细表的描述信息。

3. 配置完成后，单击保存保存，保存成功后，可在左侧目录树进行查看。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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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创建完成后，您仍需为表配置字段管理、关联关系、分区设置等内容，并将表发布至对应环境，详情请参
见发布与管理表。

汇总表用于组织一个数据域下相同时间周期、相同维度的多个派生指标的统计数据，为后续的业务查
询，OLAP分析，数据分发等提供基础。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汇总表。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创建数据分层。数据分层是将相同功能作用的表挂载至统一的数据层，方便您查找使用。汇总表通常挂
载于汇总数据层，用于将一个统计粒度（维度或维度组合）及该粒度下的多个派生指标汇总输出，为后续
的业务查询，数据分发等提供基础。您也可以根据业务需求，选择将汇总表挂载至其他数据层。创建数据
分层，详情请参见创建数仓分层。

已创建数据域。汇总表是基于数据域数据域创建的，用于确定您需要建模的业务类型，承载业务过程。创建数据
域，详情请参见数据域。

已创建时间周期，用于确定统计数据的时间范围。详情请参见时间周期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汇总表是将一个数据域中的多个派生指标通过时间周期及关联维度整合在一起，关联的维度、时间周期和派生
指标，用于生成汇总表中的统计字段，帮助您进行报表等分析展示。您可以使用汇总表呈现相同时间、相同维
度下，多个派生指标所统计的业务情况。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进入维度建模维度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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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工作空间所在地域后，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进入数据开发进入数据开发。

iv. 单击左上方的 图标，选择全部产品全部产品 >  > 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  > 维度建模维度建模，默认进入维度建模维度建模页面。

2. 创建汇总表。

i. 在维度建模维度建模页面，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创建汇总表创建汇总表。

ii. 配置汇总表的基本信息。

6.1.4.4. 创建汇总表6.1.4.4. 创建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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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示例值

数仓分层数仓分层
挂载汇总表的数据层。默认选择公共层公共层 的汇总数据汇总数据
层层 （DWS）。您也可以根据业务需求，选择将汇总表挂载至
其他数据层。创建数据分层，详情请参见创建数仓分层。

汇总数据层（DWS）

业务分类业务分类 选择已创建的业务分类，详情请参见业务分类。 销售类

数据域数据域

选择汇总表所挂载的数据域，用于确定汇总表需要整合呈现
的统计数据主题。创建数据域，详情请参见数据域。

说明 说明 每个汇总表只能挂载至一个数据域中。
交易域

时间周期时间周期

用于确定汇总表需要整合的统计数值的时间范围。例如，近
一天，近一周。

您需要从已创建的时间周期中选择。如果已创建的时间周期
中没有符合您业务需求的时间，则您可以参考时间周期新
建。

1w（近7天）

修饰词修饰词

用于确定统计数据的业务范围。

您需要从已创建的修饰词中选择。如果已创建的修饰词中没
有符合您业务需求的修饰词，则您可以参考修饰词新建。

线上门店

粒度粒度 选择汇总数据的粒度。 无

表名规则表名规则
选择用于检查表命名规则的检查器。此处可选择您在数仓规
划时，在各个数据分层中已创建的检查器，操作详情请参
见配置数仓分层检查器。

无

表名表名

汇总表的表名称。建议命名格式为  dws_{数据域}_{统计维
度}_{⾃定义命名标签}_{时间周期} ，方便您快速了解汇
总表的统计内容。

表名称由小写英文字母、下划线（_）、数字组成，并且以小
写英文字母开头。

dws_trade_buyer_subpay
_1d，其中：

数据域为trade。

统计维度为buyer。

自定义命名标签为subpa
y。

时间周期为1d。

表中文名表中文名

表显示出来的中文名称。

中文名称由中文、英文字母、下划线（_）、数字、
and（&）、英文括号组成，并且以中文、英文字母或数字开
头。最大长度为256字符。

买家交易分阶段付款汇总表

生命周期生命周期 表存在的时间周期，单位为天。 90天

描述描述 表的描述信息。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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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类型表类型

您可以根据业务需求，选择如下表类型。

普通汇总表普通汇总表 ：只能统计单粒度的数据，不会做多个粒度数
据的再次汇总。

例如，创建  dws_demo_2 普通汇总表，语句如下。

create table dws_demo_2 (
    shop_code comment '维度：⻔店code',
    pay_amt comment '指标：⻔店销售⾦额',
    pay_cnt comment '指标：⻔店下单次数'
) comment '普通汇总表';

您只需要使用  select 语法查询目标指标字段，即可获
取固定粒度（门店粒度）的指标数据。普通汇总表不支持
使用组合逻辑查询多个统计粒度的数据。

轻度汇总表轻度汇总表 ：可以统计多个粒度的数据，并将不同粒度的
数据进行再次汇总。

例如，创建  dws_demo_1 轻度汇总表，语句如下。

create table dws_demo_1 (
    merchant_code comment '维度：商家code',
    company_code comment '维度：⼦公司
code',
    shop_code comment '维度：⻔店code',
    sku_code comment '维度：商品code',
    pay_type comment '维度：⽀付类型',
    pay_amt comment '指标：销售⾦额',
    pay_cnt comment '指标：下单次数'
) comment '轻度汇总表';

您可以通过  group by 语法，组合出多种不同粒度的派
生指标，进行统计汇总。

使用  group by merchant_code 语句，统计商家
粒度的指标数据。

使用  group by merchant_code,company_code,s
hop_code 语句，统计门店粒度的指标数据。

普通汇总表

参数 描述 示例值

3. 单击左上角的保存保存按钮，保存配置的汇总表信息。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表创建完成后，您仍需为表配置字段管理、关联关系、分区设置等内容，并将表发布至对应环境，详情请参
见发布与管理表。

应用表是面向具体业务场景时，用于组织相同时间周期、相同维度的多个原子指标、派生指标或统计粒度的统
计数据，为后续的业务查询，OLAP分析，数据分发等提供基础。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应用表。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6.1.4.5. 创建应用表6.1.4.5. 创建应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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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创建数据分层。数据分层是将相同功能作用的表挂载至统一的数据层，方便您查找使用。应用表通常挂
载于应用数据层，用于将一个统计粒度（维度或维度组合）及该粒度下的多个指标汇总输出，为后续的业
务查询，数据分发等提供基础。您也可以根据业务需求，选择将应用表挂载至其他数据层。创建数据分
层，详情请参见创建数据分层。

已创建数据集市或主题域，用于确定统计数据的业务场景。详情请参见数据集市、主题域。

已创建时间周期，用于确定统计数据的时间范围。详情请参见时间周期。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应用表是将一个数据集市或主题域中的多个原子指标或派生指标，通过时间周期及关联维度整合在一起，关联
的维度、时间周期、原子指标、派生指标，用于生成应用表中的统计字段，帮助您进行报表等分析展示。您可
以使用应用表呈现相同时间、相同维度下，多个指标所统计的业务情况。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进入维度建模维度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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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工作空间所在地域后，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进入数据开发进入数据开发。

iv. 单击左上方的 图标，选择全部产品全部产品 >  > 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  > 维度建模维度建模，默认进入维度建模维度建模页面。

2. 创建应用表。

i. 在维度建模维度建模页面，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创建应用表创建应用表。

ii. 配置应用表的基本信息。

参数 描述

数仓分层数仓分层
挂载应用表的数仓分层。默认选择应用层应用层 分层归属的应用数据层应用数据层 。您也可以根据业务
需求，选择将应用表挂载至其他数据层。创建数据分层，详情请参见创建数据分层。

集市/主题集市/主题 选择已创建的数据集市或主题域，详情请参见数据集市、主题域。

粒度粒度 选择应用表的数据统计维度，详情请参见维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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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周期时间周期

用于确定应用表需要整合的统计数值的时间范围。例如，近一天，近一周。

您需要从已创建的时间周期中选择。如果已创建的时间周期中没有符合您业务需求的时
间，则您可以参考时间周期新建。

修饰词修饰词

用于确定统计数据的业务范围。

您需要从已创建的修饰词中选择。如果已创建的修饰词中没有符合您业务需求的修饰
词，则您可以参考修饰词新建。

表名规则表名规则
选择用于检查表命名规则的检查器。此处可选择您在数仓规划时，在各个数据分层中已
创建的检查器，操作详情请参见配置数据分层检查器。

表名表名
应用表的表名称。

表名称由小写英文字母、下划线（_）、数字组成，并且以小写英文字母开头。

表中文名表中文名

表显示出来的中文名称。

中文名称由中文、英文字母、下划线（_）、数字、and（&）、英文括号组成，并且以
中文、英文字母或数字开头。最大长度为256字符。

生命周期生命周期 表存在的时间周期，单位为天。应用表最多支持保存36000天。

描述描述 表的描述信息。

表类型表类型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如下类型。

普通应用表普通应用表 ：只能统计单粒度的数据，不会做多个粒度数据的再次汇总。

轻度应用表轻度应用表 ：可以统计多个粒度的数据，并将不同粒度的数据进行再次汇总。

参数 描述

3. 单击左上角的保存保存按钮，保存配置的应用表信息。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表创建完成后，您仍需为表配置字段管理、关联关系、分区设置等内容，并将表发布至对应环境，详情请参
见配置发布表。

模型创建成功后，您需为维度表、明细表、汇总表、应用表配置字段管理、关联关系、分区管理等配置，完成
后将表进行发布。本文将为您介绍如何添加字段、配置字段属性、发布以及管理表。

说明说明

您也可以通过FML语句创建字段、关联关系及分区，操作方法请参见使用FML语句配置并管理数据
表。

本文中字段管理、关联关系、分区管理的配置方法均适用于维度表、明细表、汇总表、应用表，
下文中以表泛指这四类表。

字段管理：添加表字段字段管理：添加表字段

6.1.4.6. 发布与管理表6.1.4.6. 发布与管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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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快捷模式快捷模式或代码模式代码模式为表添加字段，其中快捷模式快捷模式支持如下导入方式：

从表/视图导入从表/视图导入：从计算引擎已存在的物理表或视图导入字段，即在查找已有表/视图查找已有表/视图下拉列表搜索并选择
已存在的物理表或视图进行字段导入。

说明 说明 当前仅支持从MaxCompute引擎的表或视图导入。

从指标导入从指标导入：从数据指标所有派生指标中选择所需指标作为模型字段。

说明 说明 仅汇总表汇总表和应用表应用表支持选择从指标导入从指标导入。

快捷模式快捷模式：从表/视图导入从表/视图导入

i. 单击快捷模式快捷模式下，从表/视图导入从表/视图导入后的展开展开。

说明 说明 明细表明细表和维度表维度表无需执行该步骤。

ii. 在查找已有表/视图查找已有表/视图的输入框中输入相应名称，即可选择对应的表或视图，并在已引用的表后选择导
入表或视图的全部字段或部分字段。

说明 说明 输入名称时支持模糊匹配，即输入关键字便可搜索到所有名称中包含关键字的表或视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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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表示导入全部字段。

图标表示导入部分字段。

iii. 当选择导入部分字段时，在弹出的窗口中，会为您展示所选表的字段，您可以选择需要添加至模型的
字段，完成后单击界面下方的导入导入。

快捷模式快捷模式：从指标导入从指标导入（适用于汇总表、应用表模型的创建）

i. 单击快捷模式快捷模式下，从指标导入从指标导入后的快速导入快速导入。

ii. 在弹出的窗口中，会为您展示当前已创建的派生指标，您可以在派生指标中选择需要添加至汇总表、
应用表的字段。同时，您还可以使用时间周期时间周期、业务过程业务过程、修饰词修饰词、原子指标原子指标筛选指定派生指标。

iii. 完成后单击界面下方的导入导入。

代码模式代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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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模式代码模式为您提供代码输入的操作方式，单击代码模式代码模式后，弹窗中会根据已配置的模型信息自动生成建模
语言，您可以在此基础上修改模型信息，完成后单击下方的确定确定。

字段管理：设置表字段属性字段管理：设置表字段属性
完成上述操作后，模型所需字段即已被添加至该模型中，此时您可以根据业务需求设置模型各字段的关联字关联字
段段、冗余字段冗余字段、关联粒度/指标关联粒度/指标。

1. 设置字段属性。

字段属性默认展示字段名称字段名称、类型类型、字段显示名字段显示名、描述描述、主键主键、非空非空、度量单位度量单位、操作操作等基础属性。
您可以在展示已添加字段的右上方单击字段显示设置字段显示设置，选择需要展示出来的字段属性，并根据需要进行
修改。

2. 设置字段的关联字段标准关联字段标准、关联标准代码关联标准代码。

用于为已添加的字段选择关联的字段标准和标准代码，规范字段的取值内容及范围。

关联字段标准关联字段标准：统一规范管理含义相同但字段名称不同的数据，定义字段的取值范围、度量单位等内
容。

关联标准代码关联标准代码：设置某一字段标准可选择数据的内容以及范围。

说明 说明 汇总表、应用表仅支持设置关联字段标准关联字段标准。

3. 设置字段的冗余字段冗余字段。

在已添加字段的操作操作列，单击冗余字段冗余字段，即可设置字段的关联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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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置字段的关联粒度/指标关联粒度/指标。

汇总表、应用表的各字段数值的统计类型可通过设置字段的关联类型关联类型来指定，包括统计粒度统计粒度、派生指派生指
标标和原子指标原子指标三种。

统计粒度统计粒度：用于关联维度表和维度表中的字段。例如，商品维度、商家维度。

派生指标派生指标：指定汇总表字段需要整合的统计数值的派生指标。例如，近7天盒马App支付下单的金额
数。

原子指标原子指标：指定汇总表字段需要整合的统计数值的原子指标。例如，支付下单的金额数。

说明说明

仅汇总表、应用表支持字段的统计粒度/指标统计粒度/指标。

从表导入的字段、代码模式添加的字段无默认关联类型，您可以手动设置字段的关联类型为
哪种类型。

Dat aWorks公共云合集··数据建模 Dat aWorks

436 > 文档版本：20220712



如果您想设置或修改字段的关联类型，可以参考以下步骤进行修改。

单击字段管理右侧的关联粒度/指标关联粒度/指标，在弹出的窗口中，修改字段关联的类型和关联的内容，完成后单
击确定确定。

5. 完成设置后单击左上角的保存保存。

发布表发布表
维度表、明细表、汇总表、应用表，可直接发布物化至绑定的DataWorks引擎中，用于后续计算引擎进行数据
开发、数据分析等。当前支持将表直接发布物化至MaxCompute、Hologres、E-MapReduce、CDH、MySQL
引擎。

您也可以直接将表内容导出，然后手动导入至引擎中进行使用。手动导出支持MaxCompute、Hologres、Hive
引擎，导入导出方法请参见导入与导出表配置。

1. 发布模型。

表创建完成后，您可单击表详情页顶部菜单栏的 图标，在弹出的发布发布对话框中配置如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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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发布类型发布类型 可选择发布当前模型为物理表物理表 或视图视图 。

工作空间工作空间

可选择当前模型需要物化发布到哪个工作空间，该参数为可选参数。

已设置建模空间：此处可选择在数仓规划数仓规划  >   >  建模空间建模空间 已添加为数据研发工作空间数据研发工作空间 的工
作空间。

未设置建模空间：界面不显示此参数，默认物化发布到当前所在的工作空间。

说明 说明 添加数据研发工作空间数据研发工作空间 的操作详情请参见建模空间。

引擎类型引擎类型
选择数据存储的引擎，目前可选如下几类。

MaxComput eMaxComput e、E-MapReduceE-MapReduce、HologresHologres 、CDHCDH、MySQLMySQL。

引擎实例引擎实例 根据需求将表物化至引擎类型引擎类型 参数中相应类型的数据存储引擎。

生效环境生效环境

可选择发布至开发开发 或生产生产 环境。

说明说明

如果您使用的是简单模式的DataWorks工作空间，则仅支持发布表到生产环
境。

如果您使用的是标准模式的DataWorks工作空间，则支持发布表到生产环境或
开发环境。

发布模式发布模式

增量发布增量发布 ：选择该模式，发布时仅会将目标模型此次变更的内容发布至对应引擎。

删除重建删除重建 ：选择该模式，发布时会将对应引擎中之前已发布的该模型删除，删除后再重
新创建此次发布的模型。

说明 说明 如果您的模型是首次发布，则无论选择哪种模式，系统均会在对应的引擎
中新增该模型。

发布备注发布备注 描述本次发布的相关内容。

2. 配置完成后单击发布发布，系统会将模型发布至对应的开发开发或生产生产环境，并物化至所选引擎。

说明说明

您可在发布发布对话框查看当前发布进度。

您可重复执行发布操作将模型发布至不同的环境中。

3. （可选）发布完成后，您可单击表详情页顶部菜单栏的 图标，查看最近一次发布操作的发布结果以

及发布的详细信息。

其中，发布状态发布状态包含发布成功发布成功、发布失败发布失败、发布中发布中三种状态。发布成功发布成功的日志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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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当系统提示  deploy plan execute success 时，也表示发布成功。

当发布状态发布状态为发布失败发布失败时，您需要根据具体的报错信息尽快定位原因并处理。

当发布日志发布日志对话框显示暂无发布日志暂无发布日志，表示模型表从未被发布过。

克隆表克隆表
如果您已创建完成部分表，后续希望创建内容一致的表，可使用克隆表快速创建。您仅需找到待克隆的表，右
键后选择克隆表即可，表参数配置与新建表参数配置一致。

模型管理模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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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完成维度表、明细表、汇总表、应用表后，您可以在左侧的目录树双击模型名称，查看对应模型的详情，
在模型详情也顶部菜单栏，进行模型的编辑、发布、模型开发等操作。

编辑模型：单击编辑编辑即可对当前表的基本信息和字段进行修改编辑，编辑完成后单击保存保存即可完成修改。

说明 说明 编辑修改表信息后，需发布物化至引擎，才能在后续开发过程中使用最新修改后的表。

刷新模型信息刷新模型信息：单击刷新刷新可对当前变内容进行刷新，以获取最新的表信息。

配置模型关联关系配置模型关联关系：单击关联关系关联关系即可创建或修改当前模型的关联关系。

发布模型发布模型：单击发布发布即可将表发布物化至引擎。

查看模型发布日志查看模型发布日志：单击日志日志即可查看表发布日志详情。

生成模型的数据质量规则生成模型的数据质量规则：模型发布生产环境成功后，单击质量规则质量规则，即可自动生成数据质量监控规则，
便于后续在生产环境中通过生成的数据质量规则来约束对应模型的数据质量。

生成模型代码框架生成模型代码框架：模型发布成功后，单击模型开发模型开发，即可通过模型开发功能生成代码框架，帮助您提高
后续数据开发效率。

导出生成模型的DDL语句导出生成模型的DDL语句：单击导出DDL导出DDL即可将模型信息转化为对应引擎的建表DDL语句，便于复制或直
接导出DDL语句文件。

说明 说明 当前仅支持将模型信息转化为MaxCompute、Hologres、Hive引擎的建表DDL语句。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表内容发布至目标引擎后，您可以进入DataWorks的数据开发页面，基于该汇总表进行相关的数据开发操作。
数据开发的功能介绍，详情请参见数据开发界面功能介绍。

模型发布生产环境成功后，DataWorks智能数据建模支持自动生成数据质量监控规则，便于后续在生产环境中
通过生成的数据质量规则来约束对应表的数据质量。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在表发布成功后自动生成数据质量规
则。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将表发布至生产环境。表发布操作请参见发布与管理表。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6.1.4.7. 数据落标6.1.4.7. 数据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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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成功发布至生产环境后，表的字段管理设置中，以下字段支持自动生成数据质量规则：

主键和非空字段

关联了标准代码的字段

对于上述支持的字段，您可参考下文操作一键生成质量规则。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双击表名称进入表详情页面后，单击顶部的质量规则质量规则，进入数据落标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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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数据落标页面单击生成质量规则生成质量规则，即可一键自动生成对应的质量规则。

如下图所示，自动生成的质量规则默认为启动状态，自动生成规则等级，您也可以单击操作列的查看详查看详
情情进入数据质量的按表配置监控规则页面，进行其他规则信息查看，也可进行试跑、启停等规则相关操
作。

数据表创建完成后，您可以使用脚本模式通过FML语句配置表的字段及分区信息。本文为您介绍如何使用FML
语句配置数据表的相关内容。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DataWorks目前不支持通过FML语言创建数据表，您需要提前使用可视化界面创建好维度表、明细表、汇总
表。

创建维度表，详情请参见创建维度表。

创建明细表，详情请参见创建明细表。

创建汇总表，详情请参见创建汇总表。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FML（Fast Modeling Language）是用于在维度建模领域快速构建数据表的一门类SQL语言，其语法采用了类

6.1.4.8. 使用FML语句配置并管理数据表6.1.4.8. 使用FML语句配置并管理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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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的标准语法。DataWorks数据建模的设计与实现解耦，在设计过程中，您无需考虑各个大数据引擎的实现
方式，建模引擎会根据FML语言定义的Schema去驱动底层各个数据引擎的执行和操作，仅在实际物化（即把
设计的逻辑表转换为底层引擎的物理表）阶段，建模引擎会根据物化的选择，将FML语言转换为对应数据引擎
可识别的SQL语法，并提交任务节点执行相关语句。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DataWorks目前不支持通过FML语言创建数据表或修改表名称，您只能对已创建的数据表进行相关编辑操
作。例如，编辑表字段、配置关联关系、配置表的分区等。

DataWorks目前仅支持通过FML语言将设计的数据表物化至MaxCompute、Hologres及Hive引擎。

FML语言将SQL中的关键字作为保留字，如果您的数据表或数据表的列使用了关键字命名，则需要使用  ``
 符号进行转义，否则创建表会产生报错。

进入目标表的FML编辑页面进入目标表的FML编辑页面
1. 在维度建模维度建模页面，双击目录树下对应的表名称。

2. 在表详情表详情页单击代码模式代码模式。

在代码模式代码模式页签的FML编辑区域，您可以查看当前表的建表FML语句。同时，您也可以配置或修改当前表
的相关字段，详情请参见配置目标数据表。

配置目标数据表配置目标数据表
为了方便查看，所有配置表的语句均体现在创建数据表语句（  CREATE TABLE ）的格式中，实际上
DataWorks的数据建模不支持使用FML语句创建表。您在实际使用时，仅参考定义表内容（例如，定义约束、
分区等）的语句即可。配置目标表的FML语句格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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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新表
      CREATE <table_type> TABLE
      IF NOT EXISTS
      --表名
      <table_name> [ALIAS <alias>]
      --定义列属性
      <col_name> [ALIAS <alias>] <datatype> [<category>] [COMMENT <comment>] [WITH (<key>=<va
lue>,....)]
      --定义约束
      PRIMARY KEY (<col_name>),
      --维度约束
      CONSTRAINT <constraint_name> DIM KEY (<col_name>) REFERENCES <ref_table_name> (<ref_tab
le_col_name>),
      --层级约束
      CONSTRAINT <constraint_name> LEVEL <col_name:(<col_name>)>, --分组约束
      CONSTRAINT <constraint_name> COLUMN_GROUP(<col_name>,...), 
      --定义备注
      COMMENT 'comment'
      --定义分区
      PARTITION BY (col DATATYPE COMMENT 'comment' WITH ('key'='value',...), ...)
      --定义属性
      WITH ('key'='value', 'key1'='value1', ...)
      ;
tableType
    : dimDetailType? DIM
    | factDetailType? FACT
    | CODE
    | DWS
    ;
 dimDetailType
    : NORMAL
    | LEVEL
    | ENUM
    ;
 factDetailType
    : TRANSACTION
    | AGGREGATE
    | PERIODIC_SNAPSHOT
    | ACCUMULATING_SNAPSHOT
    | CONSOLIDATED
   ;
comment 
    : COMMENT 'comment'
    ;
  

参数 描述

t ableNamet ableName 数据表的名称。推荐命名由英文字母、数字及下划线（_）组成，长度为128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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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not  exist sif  not  exist s

当您的目标引擎中已存在同名表，如果不指定  if not exists 时，则创建表会报
错，而指定了  if not exists 后，无论引擎中是否存在同名表，则创建表均会成
功。

说明 说明 当您的引擎中已经存在同步表时，指定了  if not exists 后，创建
的新表会替换原有的同名表。

aliasalias 数据表或数据表中列的别名，通常用于定义数据表的中文名称。该参数为可选参数。

t ableT ypet ableT ype

创建的表所属的类型。目前仅支持使用FML语句创建如下类型的表：

维度表

普通维度表（NORMAL）：创建维度表时指定的默认类型。

层级维度表（LEVEL）：用于存放例如省、市、区等具有层级关系的数据。

枚举维度表（ENUM）：用于存放常用的可枚举的值。例如男、女性别等。

事实表

事实事务表（TRANSACTION）：创建事实表时指定的默认类型。记录事务层面的事
实，保存最为原子的数据。

周期快照表（PERIODIC_SNAPSHOT）：保存具有规律性、可预见时间的事实记录，
它统计的是间隔周期内的度量统计，例如，历史至今、自然年至今等。其采用增量
更新等方式更新表数据。

累加表（ACCUMULATING_SNAPSHOT）：存储事务数据的快照信息，用于积累不
确定周期的数据，例如，订单记录快照事实表可包含付款日期，发货日期和收货日
期时间点。

DWS表：用于合并特定指标的逻辑汇总表，表的定义语法与维度表和事实表类似。

码表：又称为标准代码，是一种包含行业特定属性的代码表。例如，水电行业，可能
会涉及创建是否有合同，供电合同类型等标准代码。

commentcomment 表的备注信息。推荐备注信息的长度为1024字符。

columnDef init ioncolumnDef init ion

数据表列的定义。可以包含如下参数：

col_name：数据表的列名。由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等字符组成。如果列名
使用了FML中的关键字，则需要使用  `` 符号进行转义。

alias：数据表中列的别名，通常用于定义数据表中列的中文名称。该参数为可选参
数。

dataType：目前FML的数据类型包含了BIGINT、SRRING、VARCHAR、CHAR、
DECIMAL、DATETIME等。

category：用于对数据表的列进行分类。在维度建模中，列可以分为业务属性
（ATTRIBUTE）、度量（MEASUREMENT）、关联字段（CORRELATION）类型。

说明 说明 FML语句支持先设计后物化数据表，因此新创建的表可以不设置列信
息。

参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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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 raintconst raint

定义表结构的约束情况，取值如下：

主键约束（PrimaryConstraint）：格式为  PRIMARY KEY(col1, col2) ，其中  c
ol1, col2 字段列表必须是已经定义过的列表。

维度约束（DimConstraint）：格式为  DIM KEY(col1, col2) REFERENCES tabl
e_name(ref1, ref2), 。

层级约束（LevelConstraint）：仅在层级维度中生效。用于定义层级维度中的各个层
级。

Part it ioned BYPart it ioned BY 用于创建表的分区。

WIT HWIT H
您在创建表时可以自定义的信息，采用  key=value 的方式，  key 和  value 的
值需要使用单引号引起来，防止自定义的信息与FML的关键字冲突。  WITH 中的扩展属
性，可以由物化FML语句的引擎来进行解析处理。

参数 描述

您可将本地表通过Excel的方式导入至DataWorks数据建模中，或将数据建模中的表导出至本地数据仓库中。
本文将为您介绍导入与导出表的操作方法。

导入表导入表
将本地表以Excel的方式导入至数据建模中，导入方法如下。

1. 在维度建模维度建模页面，单击 图标，选择Excel导入Excel导入。

2. 在弹出的导入导入对话框，选择导入模式导入模式并上传需要导入的文件，完成后单击确定确定。

说明 说明 如您不知道提供什么类型的文件，可单击下载模板下载模板查看系统为您提供的模板内容进行创
建。

3. 系统导入数据完成后，会提示您成功导入的数量和导入失败的数量。您可单击完成完成或重新导入重新导入。在左侧
目录树查看导入进来的表。

6.1.4.9. 导入与导出表配置6.1.4.9. 导入与导出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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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表配置导出表配置
将已创建成功的表，导出成SQL文件或命令代码。操作方法如下。

说明 说明 已完成维度表、事实表或汇总表的创建，创建方法请参见创建维度表、创建明细表、创建汇总
表。

1. 在维度建模维度建模页面，双击对应目录树中表的名称。

2. 在右侧表详情页，单击导出DDL导出DDL并选择对应引擎类型（MaxCompute、Hologres、Hive）。

3. 在弹出来的DDL导出对话框中，将显示创建表的语句代码。您可单击导出文件导出文件生成SQL文件使用，或单
击复制复制，然后在对应引擎中执行命令进行操作。

本视频将为您介绍DataWorks数据建模画板功能的使用方法。

6.1.4.10. 附录：使用画板工具创建表6.1.4.10. 附录：使用画板工具创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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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已有MaxCompute中的大量物理表，且希望能通过DataWorks智能数据建模产品统一管理所有模型，则可
以使用逆向建模功能。该功能无需您再次执行建模操作，即可帮助您快速将已有物理表反向建模至DataWorks
的维度建模中，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成本。本文为您介绍如何进行逆向建模。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MaxCompute中已有大量的物理表，同时，MaxCompute引擎已绑定至目标DataWorks工作空间。绑定引擎
至DataWorks工作空间，详情请参见配置工作空间。

已创建数据域，用于确定数据建模所属的数据域，详情请参见数据域。

已创建业务过程，用于确定数据建模所属的业务过程，详情请参见业务过程。

已创建业务分类，用于确定数据建模所属的业务分类，详情请参见业务分类。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当前仅支持对MaxCompute引擎中生产环境的表进行逆向建模。

建模流程建模流程
逆向建模主要用于将大数据引擎中已经存在的物理表反向建模至DataWorks的维度建模中，其建模流程如下：

1. 配置逆向建模策略。

建模范围：创建模型前，您需要根据实际业务需求确定需要逆向建模的表范围，即表所在的工作空
间、精确的表名称或表名称包含的关键字。

建模匹配规则：您需要根据实际业务需求确定新创建的模型及表名称的匹配规则。

建模执行方式：确定建模时是全量新建目标表，还是仅创建维度建模中不存在的目标表。

6.1.4.11. 逆向建模6.1.4.11. 逆向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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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逆向建模为不可逆操作，创建逆向策略并使用该策略生成模型后，该策略则不可被更改，
请您根据实际业务需求提前做好策略规划。

详情请参见配置逆向建模策略。

2. 匹配模型。

系统会根据您配置的建模策略匹配模型。

3. 确认模型信息。

系统初步生成的表模型可能会存在偏差，您需要根据具体业务需求进行模型基础信息的调整。例如，更改
表所在的数据域数据域、业务过程业务过程等模型基础信息。详情请参见确认模型信息。

4. 生成最终模型。

建模完成后，您可以查看建模成功的表类型及数量，以及建模失败的表的错误信息，快速定位问题并及时
处理。

说明说明

建模成功的表已被物化至相应引擎，您无需再进行发布。

建模成功的表会被存放至维度建模中，您可以进入维度建模页面查看，并进行后续的管理操
作，详情请参见管理表。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进入逆向建模逆向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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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工作空间所在地域后，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数据开发数据开发。

iv. 单击左上方的 图标，选择全部产品全部产品 >  > 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  > 维度建模维度建模，默认进入维度建模维度建模页面。

v. 在维度建模维度建模页面的左侧导航栏，单击逆向建模逆向建模，进入逆向建模逆向建模页面。

2. 启动建模。

首次使用逆向建模功能，则请单击逆向建模逆向建模界面中间的快速开始快速开始，启动建模。

非首次使用逆向建模功能，则请单击建模列表建模列表右上角的开始逆向建模开始逆向建模，启动建模。

3. 配置逆向策略。

说明 说明 逆向建模为不可逆操作，创建逆向策略并使用该策略生成模型后，该策略则不可被更改，
请您根据实际业务需求提前做好策略规划。

i. 配置策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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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表所在项目表所在项目

选择需要逆向建模的表所在的DataWorks工作空间。

说明说明

引擎类型引擎类型 当前仅支持逆向建模MaxCompute引擎中生产项目的物理表。

引擎实例引擎实例 选择需要逆向建模的表所在的引擎实例。

表名匹配规则表名匹配规则

支持的匹配方式如下：

模糊匹配模糊匹配 ：输入关键词，即可匹配到包含该关键词的所有表名称。

精准匹配精准匹配 ：输入的表名称为表的精准全称。

输入需要逆向建模表的英文名称或表名称包含的关键字。系统会根据您输入的表
名称，在目标引擎中进行匹配，具体如下：

当匹配到名称相同的表时，则会根据配置的执行方式执行方式 对该表进行逆向建模，创
建相应表至维度建模中。

当匹配不到名称相同的表时，则逆向建模最终会失败，不会创建该表。

说明 说明 多个表名称之间使用英文分号（;）分隔，并且英文分号（;）后
不能添加空格。

表命名规范表命名规范

用于解析表名匹配规则表名匹配规则 中输入的表名称，来规范逆向建模后的表名称，并将逆向
建模后的表挂载至命名规范所配置的对应数仓层级下。解析规则如下：

解析表名匹配规则表名匹配规则 中输入的表名称和下划线个数。

表名称最多可以包含9个下划线，每两个下划线之间可以选择配置为业务过业务过
程程 、数据域数据域 、业务分类业务分类 、自定义内容自定义内容 等信息。

当识别到表名称包含对应数仓层级时，则会将该表挂载至对应的层级下。

说明 说明 当识别到表名称中不存在对应的数据域数据域 、业务过程业务过程 等数仓层级
时，则该表的分层为空。您可以在确认模型信息确认模型信息 时修改相应表所属的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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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方式执行方式

全量覆盖全量覆盖 ：系统会将所有匹配到的表均逆向创建至DataWorks的维度建模中。

当您需要全量重新建模目标表时，可以选择该方式。

说明 说明 如果维度建模中已存在所匹配的目标表，选择全量覆盖全量覆盖 时会
将原有已存在的表删除重建。

增量更新增量更新 ：系统会对所有匹配到的表进行如下处理：

a. 识别DataWorks维度建模中是否已创建所匹配的表，将已创建的表过滤
掉。

b. 将DataWorks维度建模中未创建的表逆向建模至维度建模中。

当您已知维度建模中已创建部分目标表，并且该表未改动，不希望重复创建
时，可以选择该方式。

说明 说明 如果表名匹配规则表名匹配规则 中输入的表在目标工作空间中未匹配到，则
逆向建模会失败。

参数 描述

ii. 单击开始创建模型开始创建模型，通过建模策略进行模型解析。

4. 确认模型信息。

i. 确认模型信息。

系统根据您配置的建模策略生成初步表模型，您可以结合实际业务需求，调整表的类型，以及所属
的数仓分层数仓分层、业务分类业务分类、数据域数据域、业务过程业务过程等信息。同时，当目标表无需建模时，您可以选择将其
删除。

ii. 单击开始生成模型开始生成模型，生成模型。

5. 查看建模结果。

模型生成后，您可以查看本次建模操作成功创建的明细表明细表、维度表维度表、汇总表汇总表的数量，以及建模失败的表
的详细信息，单击错误日志错误日志，即可快速定位问题原因并及时处理。

说明说明

建模成功的表已被物化至相应引擎，您无需再进行发布。

建模成功的表会被存放至维度建模中，您可以进入维度建模页面查看，并进行后续的管理操
作，详情请参见管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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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建模列表查看建模列表
在逆向建模逆向建模 >  > 建模列表建模列表页面，您可以查看已创建任务的详细信息及操作日志。

区域 描述

1 在该区域，您可以通过任务ID任务ID、操作人操作人 、操作日期操作日期 进行筛选，查看指定条件的逆向建模任务。

2

在该区域，您可以查看逆向建模任务的逆向规则逆向规则 、建模结果等详情。

对于已执行的建模任务，单击日志查看日志查看 即可查看任务的日志信息。

对于未执行的建模任务，单击任务查看任务查看 即可返回任务详情页继续执行任务。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逆向建模完成后，您可以进入维度建模页面的模型管理目录树查看创建的模型，详情请参见模型管理。同时，
建模成功的表默认已被发布至目标引擎，您可以进入DataWorks的数据开发页面进行相关的数据开发操作。数
据开发的功能介绍，详情请参见数据开发功能索引。

维度表、明细表、汇总表等模型表发布后，DataWorks智能数据建模的模型开发功能支持快速生成代码框架，
帮助您提高后续数据开发效率。本位为您介绍如何通过模型开发功能生成代码框架。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模型表已发布，操作详情请参见发布与管理表。

6.1.4.12. 模型开发6.1.4.12. 模型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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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当前模型开发功能仅支持对发布至MaxCompute引擎的表生成代码框架，发布至其他引擎的场景暂不支持。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双击表名称进入表详情页面后，单击顶部的模型开发模型开发，进入数据开发（DataStudio）的创建节点配置页

面。

2. 根据界面提示，确认并配置节点参数。

说明 说明 发布至MaxCompute引擎的表，通过模型开发功能自动生成代码框架时，默认会创建为
ODPS SQL类型的节点，并根据表名称自动生成节点名称。

3. 单击提交提交，完成节点的创建。

成功创建节点后，DataWorks会根据模型表的信息为您自动生成部分代码框架，后续您可基于此代码框架
快速开展数据开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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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后续您可基于自动生成的代码框架进行代码开发，继续完成数据开发工作。

DataWorks的数据建模提供数据指标功能，为您提供统一的指标体系建立能力。

指标体系指标体系
指标是衡量业务特征的统计数值，用于体现企业某一业务活动的业务状况。指标通常分为原子指标和派生指
标，与指标相关的参数还包括修饰词和时间周期。派生指标则是由  原⼦指标 + 时间周期 + ⼀个或多个修饰
词 组成。

原子指标用于明确业务的统计口径及计算逻辑。例如，下单总数。

修饰词用于限定业务活动的范围。例如，线上生鲜门店、线下生鲜门店。

说明 说明 一个派生指标中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修饰词。

时间周期用于确定需要统计的时间范围。例如，一个自然日。

派生指标由原子指标、修饰词、时间周期三大要素构成，用于统计目标指标在具体时间、维度、业务条件
下的数值表现，反映企业某一业务活动的业务状况。例如，统计  ⼀个⾃然⽇中线上⽣鲜⻔店的下单总数 、  

6.1.5. 数据指标6.1.5. 数据指标

6.1.5.1. 数据指标概述6.1.5.1. 数据指标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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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然⽇中线上和线下⽣鲜⻔店的下单总数 。

创建原子指标，详情请参见原子指标。

创建修饰词，详情请参见修饰词。

创建时间周期，详情请参见时间周期。

创建派生指标，详情请参见派生指标。

原子指标用于明确业务的统计口径和计算逻辑，是基于用户的业务活动（即业务过程）创建的，用于统计业务
活动中某一业务状况的数值。例如，用户的业务活动为购买，则原子指标就可以指定为支付金额。本文为您介
绍如何创建原子指标。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创建业务过程，用于明确需要统计分析的具体业务活动。创建业务过程，详情请参见业务过程。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指标是衡量业务特征的统计数值，用于体现企业某一业务活动的业务状况。指标通常分为原子指标和派生指
标，与指标相关的参数还包括修饰词和时间周期。派生指标则是由  原⼦指标 + 时间周期 + ⼀个或多个修饰
词 组成。

原子指标用于明确业务的统计口径及计算逻辑。例如，下单总数。

修饰词用于限定业务活动的范围。例如，线上生鲜门店、线下生鲜门店。

说明 说明 一个派生指标中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修饰词。

时间周期用于确定需要统计的时间范围。例如，一个自然日。

派生指标由原子指标、修饰词、时间周期三大要素构成，用于统计目标指标在具体时间、维度、业务条件
下的数值表现，反映企业某一业务活动的业务状况。例如，统计  ⼀个⾃然⽇中线上⽣鲜⻔店的下单总数 、  
⼀个⾃然⽇中线上和线下⽣鲜⻔店的下单总数 。

创建原子指标创建原子指标
1. 进入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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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工作空间所在地域后，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进入数据开发进入数据开发。

iv. 单击左上方的 图标，选择全部产品全部产品 >  > 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  > 数据指标数据指标，默认进入派生指标派生指标页面。

2. 在数据指标数据指标页面的左侧导航栏，单击原子指标原子指标，进入原子指标原子指标页面。

6.1.5.2. 原子指标6.1.5.2. 原子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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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建原子指标。

i. 在原子指标原子指标页面，单击 图标新建原子指标。

4. 配置原子指标信息。

i. 配置原子指标基本信息原子指标基本信息。

参数 描述

业务过程业务过程 原子指标所属的业务过程。

英文缩写英文缩写
原子指标的英文缩写。英文缩写是指标的唯一性标识，创建后无法修改。

英文缩写由小写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组成，并且以小写英文字母开头。

英文名称英文名称

原子指标的英文名称。

建议使用原子指标所统计数值的英文，便于您快速了解该原子指标的统计类型。

英文名称由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and（&）组成，并且以英文字母或数字开头。

中文名称中文名称

原子指标的中文名称。

建议使用原子指标所统计数值的中文，便于您快速了解该原子指标的统计类型。

中文名称由中文、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and（&）、英文括号组成，并且以中文、英
文字母或数字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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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口径业务口径

用于统一原子指标所统计的业务活动的统计口径，防止统计时产生歧义。

例如，下单实际支付金额的业务口径为：  ⽤⼾下单⽣成订单后，通过⽀付渠道⽀付了订单⾦额
的总和。该⾦额为扣除掉所有红包优惠后，⽤⼾实际⽀付的⾦额总和。 

描述描述 原子指标的描述信息。

参数 描述

ii. 配置原子指标的计算逻辑计算逻辑。

计算逻辑仅用于定义目标原子指标在后续使用时的计算方式及单位。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您需要根据
此处定义的计算逻辑，编写计算代码，实现真实的计算操作。

参数 描述

计算函数计算函数

累加（SUM）累加（SUM）

计数（COUNT ）计数（COUNT ）

求平均（AVG）求平均（AVG）

最大值（MAX）最大值（MAX）

最小值（MIN）最小值（MIN）

率率

排名排名

其他其他

小数位数小数位数 根据您的度量单位，确定小数位数。例如，统计支付金额时，度量单位为元，则小数位数为2。

数据单位数据单位
基于原子指标的统计数据类型，选择合适的度量单位。例如，统计支付金额，则可以选择货币货币
单位单位 。如果已创建的单位类型中没有适合您业务使用的，则您可以进入度量单位创建，详情请
参见度量单位。

是否去重是否去重
您需要根据业务需求进行判断是否在统计时需要去重。例如，原子指标为会员数，则统计时需要
进行去重，不能进行单纯的累加。

5. 单击保存保存，完成创建。

导入原子指标导入原子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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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大量原子指标待创建，则可以选择批量导入原子指标。DataWorks为您提供了导入模板，您可按照模
板表格填写好待导入的原子指标后批量导入。

1. 进入原子指标原子指标页面，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Excel导入Excel导入。

进入原子指标页面可参考创建原子指标的相关步骤。

2. 在导入导入对话框中选择导入模式，下载导入模板并批量上传。

i. 在原子指标的导入对话框中，选择导入模式为跳过已存在的同名对象跳过已存在的同名对象。

当前仅支持使用跳过已存在的同名对象跳过已存在的同名对象模式导入。

ii. 单击下载模板下载模板下载批量导入原子指标的模板表格。

iii. 在模板表格中，填写并保存待导入的各原子指标的业务过程、英文缩写、中文名称等信息。

各参数的格式要求如下。

参数 描述

业务过程业务过程 原子指标所属的业务过程。此处需填写业务过程的英文缩写。

英文缩写英文缩写
原子指标的英文缩写。英文缩写是指标的唯一性标识，创建后无法修改。

英文缩写由小写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组成，并且以小写英文字母开头。

中文名称中文名称

原子指标的中文名称。

建议使用原子指标所统计数值的中文，便于您快速了解该原子指标的统计类型。

中文名称由中文、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and（&）、英文括号组成，并且以中文、英
文字母或数字开头。

英文名称英文名称

原子指标的英文名称。

建议使用原子指标所统计数值的英文，便于您快速了解该原子指标的统计类型。

英文名称由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and（&）组成，并且以英文字母或数字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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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函数计算函数

累加（SUM）累加（SUM）

计数（COUNT ）计数（COUNT ）

求平均（AVG）求平均（AVG）

最大值（MAX）最大值（MAX）

最小值（MIN）最小值（MIN）

率率

排名排名

其他其他

小数位数小数位数 根据您的度量单位，确定小数位数。例如，统计支付金额时，度量单位为元，则小数位数为2。

数据单位数据单位
基于原子指标的统计数据类型，选择合适的度量单位。例如，统计支付金额，则可以选择货币货币
单位单位 。如果已创建的单位类型中没有适合您业务使用的，则您可以进入度量单位创建，详情请
参见度量单位。

是否去重是否去重
您需要根据业务需求进行判断是否在统计时需要去重。例如，原子指标为会员数，则统计时需要
进行去重，不能进行单纯的累加。

业务口径业务口径

用于统一原子指标所统计的业务活动的统计口径，防止统计时产生歧义。

例如，下单实际支付金额的业务口径为：  ⽤⼾下单⽣成订单后，通过⽀付渠道⽀付了订单⾦额
的总和。该⾦额为扣除掉所有红包优惠后，⽤⼾实际⽀付的⾦额总和。 

描述描述 原子指标的描述信息。

负责人账负责人账
号ID号ID

创建原子指标的用户ID。

参数 描述

说明 说明 下载模板表格后，如果一开始无法编辑表格，可单击表格顶部的启用编辑启用编辑按钮。

iv. 单击选择文件选择文件，选择上述保存的原子指标模板后单击确定确定。

后续您可以在导入结果的提示对话框中查看导入是否成功及导入详情。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创建的原子指标后续可以被派生指标引用，用于统计某一业务活动统计目标指标在具体时间、维度、业务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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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数值表现。如果原子指标已经被派生指标引用，则您需要删除所有关联的派生指标后，才可以删除原子指
标。派生指标引用原子指标，详情请参见派生指标。

修饰词是基于选择的数据域创建的，是对数据域中的数据不同维度的修饰，用来限定统计数据的业务范围。例
如，统计上海区域生鲜门店的销售金额，上海区域和生鲜门店就是对业务范围的限定修饰。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创建数据域，用于确定修饰词所属的数据范围。创建数据域，详情请参见数据域。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修饰词是一种业务修饰，用来圈定或者聚焦统计数据的业务范围和限定。例如，统计线上渠道的销售金额、生
鲜门店的销售金额，  线上渠道 和  ⽣鲜⻔店 就是聚焦的业务范围和限定。一个或多个修饰词与原子指标、
时间周期，共同构成一个派生指标，用于体现企业某一业务活动的业务状况。派生指标的相关内容，详情请参
见派生指标。

创建修饰词创建修饰词
1. 进入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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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工作空间所在地域后，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进入数据开发进入数据开发。

iv. 单击左上方的 图标，选择全部产品全部产品 >  > 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  > 数据指标数据指标，默认进入派生指标派生指标页面。

2. 在数据指标数据指标页面的左侧导航栏，单击修饰词修饰词，进入修饰词修饰词页面。

3. 创建修饰词修饰词。

i. 在修饰词修饰词页面，单击 图标新建修饰词。

ii. 配置修饰词基本信息修饰词基本信息。

6.1.5.3. 修饰词6.1.5.3. 修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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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修饰词类修饰词类
型型

普通业务修饰词普通业务修饰词

维度枚举修饰词维度枚举修饰词

英文缩写英文缩写

修饰词的英文缩写。

英文缩写是修饰词的唯一性标识，创建后无法修改。例如，shop_type_fresh。

英文缩写由小写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组成，并且以小写英文字母开头。

英文名称英文名称
修饰词的英文名称。例如，shop type of fresh。

英文名称由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and（&）组成，并且以英文字母或数字开头。

中文名称中文名称

修饰词的中文名称。例如，生鲜门店。

中文名称由中文、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and（&）、英文括号组成，并且由中文、英
文字母或数字开头。

业务口径业务口径 用于限定对目标数据所统计的业务活动范围。例如，生鲜类型等售卖门店。

描述描述 修饰词的描述信息。

数仓分层数仓分层

选择修饰词所属的数仓分层。

应用数据层应用数据层

汇总数据层汇总数据层

您需要单击高级配置高级配置 ，才可配置当前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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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市/主集市/主
题题

当数仓分层数仓分层 配置为应用数据层应用数据层 时，用于选择修饰词所属的集市或主题。

数据域数据域 当数仓分层数仓分层 配置为汇总数据层汇总数据层 时，用于选择修饰词所属的数据域。

参数 描述

4. 单击保存保存，完成创建。

导入修饰词导入修饰词
如果您有大量修饰词待创建，则可以选择批量导入修饰词。DataWorks为您提供了导入模板，您可按照模板表
格填写好待导入的修饰词后批量导入。

1. 进入修饰词修饰词页面，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Excel导入Excel导入。

进入修饰词页面可参考创建修饰词的相关步骤。

2. 在导入导入对话框中选择导入模式，下载导入模板并批量上传。

i. 在修饰词的导入对话框中，选择导入模式为跳过已存在的同名对象跳过已存在的同名对象。

当前仅支持使用跳过已存在的同名对象跳过已存在的同名对象模式导入。

ii. 单击下载模板下载模板下载批量导入修饰词的模板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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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模板表格中，填写并保存待导入的各修饰词的英文缩写、中文名称、业务口径等信息。

各参数的格式要求如下。

参数 描述

修饰词类修饰词类
型型

普通业务修饰词普通业务修饰词

维度枚举修饰词维度枚举修饰词

英文缩写英文缩写

修饰词的英文缩写。

英文缩写是修饰词的唯一性标识，创建后无法修改。例如，shop_type_fresh。

英文缩写由小写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组成，并且以小写英文字母开头。

英文名称英文名称
修饰词的英文名称。例如，shop type of fresh。

英文名称由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and（&）组成，并且以英文字母或数字开头。

中文名称中文名称

修饰词的中文名称。例如，生鲜门店。

中文名称由中文、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and（&）、英文括号组成，并且由中文、英
文字母或数字开头。

业务口径业务口径 用于限定对目标数据所统计的业务活动范围。例如，生鲜类型等售卖门店。

描述描述 修饰词的描述信息。

数仓分层数仓分层

选择修饰词所属的数仓分层。

应用数据层应用数据层

汇总数据层汇总数据层

您需要单击高级配置高级配置 ，才可配置当前参数。

集市/主集市/主
题题

当数仓分层数仓分层 配置为应用数据层应用数据层 时，用于选择修饰词所属的集市或主题。

数据域数据域 当数仓分层数仓分层 配置为汇总数据层汇总数据层 时，用于选择修饰词所属的数据域。

说明 说明 下载模板表格后，如果一开始无法编辑表格，可单击表格顶部的启用编辑启用编辑按钮。

iv. 单击选择文件选择文件，选择上述保存的修饰词模板后单击确定确定。

后续您可以在导入结果的提示对话框中查看导入是否成功及导入详情。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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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的修饰词与原子指标、时间周期后续可以被派生指标引用，用于统计某一业务活动统计目标指标在具体时
间、维度、业务条件下的数值表现。如果修饰词已经被派生指标引用，则您需要删除所有关联的派生指标后，
才可以删除修饰词。派生指标引用修饰词，详情请参见派生指标。

时间周期是用来明确数据统计的时间范围或者时间窗口，例如近1天，近1自然周。用于在统计派生指标时，
限定业务统计的时间范围。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时间周期。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时间周期与原子指标、修饰词，共同构成一个派生指标，用于体现企业某一业务活动的业务状况。派生指标的
相关内容，详情请参见派生指标。

创建时间周期创建时间周期
1. 进入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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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工作空间所在地域后，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进入数据开发进入数据开发。

iv. 单击左上方的 图标，选择全部产品全部产品 >  > 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  > 数据指标数据指标，默认进入派生指标派生指标页面。

2. 在数据指标数据指标页面的左侧导航栏，单击时间周期时间周期，进入时间周期时间周期页面。

3. 创建时间周期时间周期。

i. 单击 图标，新建细粒度的时间周期。

DataWorks默认为您创建了天天、自然周自然周、自然月自然月等9个基础周期粒度。您可以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在
该周期粒度的基础上，创建更细粒度的时间周期，例如，近一天、近三周等。方便后续基于您的业务
需求，使用细粒度的时间周期做快速的统计分析。

6.1.5.4. 时间周期6.1.5.4. 时间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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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配置时间周期的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参数 描述

周期粒度周期粒度 选择需要创建的细粒度的时间周期所在的基础周期。

英文缩写英文缩写
时间周期的英文缩写。英文缩写是指标的唯一性标识，创建后无法修改。

英文缩写由小写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组成，并且以小写英文字母或数字开头。

英文名称英文名称
时间周期的英文名称。

英文名称由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and（&）组成，并且以英文字母或数字开头。

中文名称中文名称

时间周期的中文名称。

中文名称由中文、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and（&）、英文括号组成，并且由中文、英
文字母或数字开头。

描述描述
时间周期的描述信息。

最大长度为1024字符。

4. 单击保存保存，完成创建。

导入时间周期导入时间周期
如果您有大量时间周期待创建，则可以选择批量导入时间周期。DataWorks为您提供了导入模板，您可按照模
板表格填写好待导入的时间周期后批量导入。

1. 进入时间周期时间周期页面，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Excel导入Excel导入。

进入时间周期页面可参考创建时间周期的相关步骤。

2. 在导入导入对话框中选择导入模式，下载导入模板并批量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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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时间周期的导入对话框中，选择导入模式为跳过已存在的同名对象跳过已存在的同名对象。

当前仅支持使用跳过已存在的同名对象跳过已存在的同名对象模式导入。

ii. 单击下载模板下载模板下载批量导入时间周期的模板表格。

iii. 在模板表格中，填写并保存待导入的各时间周期的周期粒度、英文缩写、中文名称等信息。

各参数的格式要求如下。

参数 描述

周期粒度周期粒度 选择需要创建的细粒度的时间周期所在的基础周期。

英文缩写英文缩写
时间周期的英文缩写。英文缩写是指标的唯一性标识，创建后无法修改。

英文缩写由小写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组成，并且以小写英文字母或数字开头。

英文名称英文名称
时间周期的英文名称。

英文名称由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and（&）组成，并且以英文字母或数字开头。

中文名称中文名称

时间周期的中文名称。

中文名称由中文、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and（&）、英文括号组成，并且由中文、英
文字母或数字开头。

描述描述
时间周期的描述信息。

最大长度为1024字符。

负责人账负责人账
号ID号ID

创建时间周期的责任人ID。

说明 说明 下载模板表格后，如果一开始无法编辑表格，可单击表格顶部的启用编辑启用编辑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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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单击选择文件选择文件，选择上述保存的时间周期模板后单击确定确定。

后续您可以在导入结果的提示对话框中查看导入是否成功及导入详情。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创建的修饰词与原子指标、时间周期后续可以被派生指标引用，用于统计某一业务活动下的统计指标在具体时
间、维度、业务条件下的数值表现。如果时间周期已经被派生指标引用，则您需要删除所有关联的派生指标
后，才可以删除时间周期。派生指标引用时间周期，详情请参见派生指标。

派生指标是由原子指标、时间周期、修饰词构成，用于反映企业某一业务活动在指定时间周期及目标范围中的
业务状况。例如，某企业近一周上海地域的销售金额。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并使用派生指标。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创建原子指标，用于确定业务活动数值统计的业务口径及计算逻辑。创建原子指标，详情请参见原子指
标。

已创建修饰词，用于确定业务活动数值统计的业务范围。创建修饰词，详情请参见修饰词。

已创建时间周期，用于确定业务活动数值统计的时间范围。创建时间周期，详情请参见时间周期。

已创建维度表，用于确定业务活动需要呈现的分析维度。创建维度表，详情请参见创建维度表。

已创建数据域，用于在公共层确定需要统计分析的数据区域。创建数据域，详情请参见数据域。

已创建业务过程，用于在公共层创建派生指标时挂载派生指标，反映目标业务活动的业务状况。创建业务
过程，详情请参见业务过程。

已创建业务分类，用于在应用层确定需要统计分析的业务类别。创建业务分类，详情请参见业务分类。

已创建数据集市或主题域，用于在应用层创建派生指标时挂载派生指标，反映目标业务活动的业务状况。
详情请参见数据集市主题域。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派生指标是企业某一业务活动中业务状况的数值统计指示器，通常由  原⼦指标 + 时间周期 + ⼀个或多个修饰
词 组成。一个派生指标唯一归属于一个原子指标，用于反映该原子指标在具体时间、业务条件下的数值表
现。

原子指标用于明确业务的统计口径及计算逻辑。例如，下单总数。

6.1.5.5. 派生指标6.1.5.5. 派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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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饰词用于限定业务活动的范围。例如，线上生鲜门店、线下生鲜门店。

说明 说明 一个派生指标中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修饰词。

时间周期用于确定需要统计的时间范围。例如，一个自然日。

派生指标由原子指标、修饰词、时间周期三大要素构成，用于统计目标指标在具体时间、维度、业务条件
下的数值表现，反映企业某一业务活动的业务状况。例如，统计  ⼀个⾃然⽇中线上⽣鲜⻔店的下单总数 、  
⼀个⾃然⽇中线上和线下⽣鲜⻔店的下单总数 。

同时，您还可以选择将派生指标关联至一个或多个维度表的字段，通过多个维度分析具体业务活动的统计数
值。创建维度表，详情请参见创建维度表。

进入派生指标页面进入派生指标页面
1. 进入派生指标派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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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工作空间所在地域后，单击相应工作空间后的进入数据开发进入数据开发。

iv. 单击左上方的 图标，选择全部产品全部产品 >  > 数据建模数据建模 >  > 数据指标数据指标，默认进入派生指标派生指标页面。

您需要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创建派生指标的层级。

公共层公共层：该层级是基于数据域构建派生指标，创建的派生指标主要用于后续构建可复用面向分析
和统计的汇总数据。您可以选择指定数据域，在该数据域下创建派生指标。

应用层应用层：该层级是基于业务分类构建派生指标，创建的派生指标主要用于面向具体应用场景或指
定产品进行的个性化数据统计。您可以选择指定业务分类，在该数据域下创建派生指标。

在派生指标页面，您可以选择创建单个派生指标，或批量创建多个派生指标。通常，企业的业务活动
是复杂多样的，在确定的数据域或业务分类下，我们需要分析多个业务活动在不同时间，不同限定范
围的业务状况，因此，建议您使用批量功能，快速生成某类业务活动的多个派生指标。批量创建派生
指标，详情请参见批量创建派生指标。创建单个派生指标，详情请参见创建单个派生指标。

批量创建派生指标批量创建派生指标

1. 在派生指标派生指标页面，鼠标悬停至 图标，选择需要创建的指标类型为批量创建派生指标批量创建派生指标。

2. 创建批量生成派生指标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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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选择构成派生指标的原子指标、修饰词、时间周期，并确定其在渲染树中的显示顺序。

序号 描述

1 在该区域，您可以配置原子指标原子指标 、时间周期时间周期 、修饰词修饰词 在渲染树（即区域3）的显示顺序。

2

在该区域，选择创建派生指标需要的原子指标原子指标 、时间周期时间周期 、修饰词修饰词 ，选择完成后，即可在区域3
预览待创建的派生指标。

说明说明

如果没有符合您业务需求的原子指标原子指标 、时间周期时间周期 、修饰词修饰词 ，则可以单击新建新建 ，创建
合适的原子指标原子指标 、时间周期时间周期 或修饰词修饰词 。

每个派生指标由一个原子指标原子指标 、一个时间周期时间周期 、以及一个或多个修饰词修饰词 构成。

3

该区域以渲染树的形式，为您展示了批量创建的派生指标。指标状态如下：

：表示创建的派生指标在目标业务过程、数据集市或主题域中不存在。

表示创建的派生指标在目标业务过程、数据集市或主题域中已存在。后续在选择生成派生指

标时，系统会自动过滤掉已创建的派生指标。

4 在该区域，您可以选择派生指标渲染树的显示样式。例如，放大、缩小、居中、全屏展示等。

ii. 单击生成派生指标生成派生指标。

3. 批量生成派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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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配置基础信息。

在基础信息设置基础信息设置页签，配置派生指标的基础信息。

参数 描述

数仓分层数仓分层

派生指标所属的数仓分层。

汇总数据层汇总数据层 ：如果您希望创建的派生指标用于后续构建可复用面向分析
和统计的汇总数据，则可选择该层级。

应用数据层应用数据层 ：如果您希望创建的派生指标用于面向具体应用场景或指定
产品进行的个性化数据统计，则可选择该层级。

上图中是以选择汇总数据层汇总数据层 为例。

业务过程业务过程
派生指标所属的业务过程，用于确定公共层业务活动类别。仅当数仓分数仓分
层层 配置为汇总数据层汇总数据层 时，需要配置该参数。

集市/主题集市/主题
派生指标所属的数据集市或主题域，用于确定应用层业务活动类别。仅当数数
仓分层仓分层 配置为应用数据层应用数据层 时，需要配置该参数。

关联维度关联维度

选择派生指标需要关联的维度字段，单击添加添加 。用于后续在汇总表或应用表
中通过该维度分析业务的活动状况。

说明 说明 选择的维度字段默认关联所有需要创建的派生指标。

ii.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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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选择需要生成的目标派生指标。

a. 您可以根据实际业务从创建的指标模型中，选择需要生成的派生指标。默认勾选指标模型中的所
有派生指标。

说明 说明 当创建的派生指标在目标业务中已存在，系统会自动过滤掉已创建的派生指标。

b. 单击创建创建，成功批量创建派生指标。

iv. 查看创建的派生指标。

您可以在创建派生指标创建派生指标页签，查看已创建派生指标的基本信息，包括指标编码、指标状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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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创建派生指标后，派生指标渲染树中目标指标的状态将会由 变为 。

创建单个派生指标创建单个派生指标
1. 选择指标类型。

在派生指标派生指标页面，鼠标悬停至 图标，选择需要创建的指标类型为派生指标派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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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建派生指标。

i. 配置业务逻辑业务逻辑。

参数 描述

时间周期时间周期
业务活动数值统计的时间范围。例如，近一天，近一周。

您需要从已创建的时间周期中选择。创建时间周期，详情请参见时间周期。

修饰词修饰词
业务活动数值统计的范围限定。例如，线上、线下。

您需要从已创建的修饰词中选择。创建修饰词，详情请参见修饰词。

原子指标原子指标
用于确定目标业务活动及其统计数值的计算逻辑。例如，下单金额。

您需要从已创建的原子指标中选择。创建原子指标，详情请参见原子指标。

关联维度关联维度

用于确定具体业务活动需要分析的维度。例如，商品维度、商家维度。

您需要从已创建的维度表中选择需要的维度字段。创建维度表，详情请参见创建维度表。

关联的维度和派生指标，后续用于生成汇总表、应用表中的统计字段，帮助您进行报表等分析展
示。每个派生指标关联n个维度字段，理论上可以产生的维度粒度组合为  2的n次⽅ 个。例
如，派生指标  统计近⼀天线上⻔店的下单⾦额 ，关联了商品维度、门店维度，则会生成如下
4种统计粒度：

 统计近⼀天线上的下单⾦额 

 统计近⼀天线上某商品的下单⾦额 

 统计近⼀天线上某⻔店的下单⾦额 

 统计近⼀天线上某商品在某⻔店的下单⾦额 

实际汇总表、应用表中需要统计哪种维度粒度，取决于其选择的维度。详情请参见创建应用表。

选择目标维度字段后，单击添加添加 ，才能成功关联维度字段。

ii. 配置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Dat aWorks Dat aWorks公共云合集··数据建模

> 文档版本：20220712 473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76965.html#task-2090831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76964.html#task-2090830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76031.html#task-2090818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76029.html#task-2090825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98633.html#task-2115818


参数 描述

数仓分层数仓分层

派生指标所属的数仓分层。

汇总数据层汇总数据层 ：如果您希望创建的派生指标用于后续构建可复用面向分析和统计的汇总数据，
则可选择该层级。

应用数据层应用数据层 ：如果您希望创建的派生指标用于面向具体应用场景或指定产品进行的个性化数
据统计，则可选择该层级。

上图中是以选择汇总数据层汇总数据层 为例。

业务过程业务过程
派生指标所属的业务过程，用于确定公共层业务活动类别。仅当数仓分层数仓分层 配置为汇总数据汇总数据
层层 时，需要配置该参数。

集市/主集市/主
题题

派生指标所属的数据集市或主题域，用于确定应用层业务活动类别。仅当数仓分层数仓分层 配置为应用应用
数据层数据层 时，需要配置该参数。

指标编码指标编码 系统自动生成，当前派生指标的唯一标识。

中文名称中文名称

派生指标的中文名称。单击右侧的智能推荐智能推荐 ，即可生成  时间周期+修饰词+原⼦指标 格式的
名称，便于您快速了解该指标所统计的数值含义。

说明 说明 仅当业务逻辑业务逻辑 中时间周期时间周期 均配置后，中文名称中文名称 右侧才会显示智能推荐智能推荐

中文名称由中文、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and（&）、英文括号组成，并且由中文、英
文字母或数字开头。

英文名称英文名称

派生指标的英文名称。

说明 说明 仅当业务逻辑业务逻辑 中时间周期时间周期 配置后，英文名称英文名称 右侧才会显示智能推荐智能推荐

英文名称由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and（&）组成，并且以英文字母或数字开头。

描述描述 派生指标的描述信息。

3. 单击保存保存，完成创建。

管理派生指标管理派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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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派生指标派生指标页面，双击目录树中的派生指标文件夹，或单击 图标，即可查看所有派生指标，并对其

进行如下管理操作。

编辑派生指标。

单击目标派生指标操作操作列的编辑编辑，即可进入该派生指标的编辑页面。您可以在派生指标的编辑页面修改目
标派生指标的时间周期时间周期、修饰词修饰词、业务过程业务过程等信息。

说明 说明 如果该派生指标已经关联了汇总表，则不能修改时间周期时间周期和已经在汇总表中使用过的维度
字段。您需要先在汇总表中解绑目标维度字段，才可以修改时间周期时间周期及维度字段。

删除派生指标。

单击目标派生指标操作操作列的删除删除，即可删除该派生指标。

说明 说明 如果目标派生指标已经关联了汇总表，则您需要先在汇总表中解绑该派生指标，解绑后才
可以删除该派生指标。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成功创建派生指标后，您可以在汇总表、应用表中将同一个数据域下相同时间周期、相同维度的多个派生指标
的统计数据组织在一起（每个派生指标及关联的维度将构成汇总表中的一个字段），为后续的业务查
询，OLAP分析，数据分发等提供基础。汇总表、应用表使用派生指标，详情请参见创建应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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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您介绍什么是HoloStudio，以及HoloStudio的核心功能。

HoloStudio是基于交互式分析Hologres构建的一站式OLAP开发平台，深度集成于阿里云智能开发平台
DataWorks。

HoloStudio通过可视化方式，为您提供标准化、无门槛的开发服务和一站式构建实时数据仓库服务，以及高
效、便捷的管理服务。

HoloStudio在PostgreSQL的标准管理基础上，为您提供更多Hologres功能。

功能功能
HoloStudio的核心功能如下：

外部表

支持一键创建MaxCompute外部表，同步外部表数据，数据预览和分析达到亚秒级。

表

为您提供可视化方式和PostgreSQL语句两种建表模式，满足不同开发层次的需求。

Hologres开发

基于DataWorks调度框架，构建MaxCompute离线数据到Hologres索引数据的周期。

SQL Console

基于SQL编辑器，为您提供纯SQL语句的开发以及秒级查询体验。

终端

在Web端为您提供psql客户端服务，满足您在终端开发的需求。

DataWorks-HoloStudio作为基于交互式分析（Hologres）引擎的一站式开发平台，在为您提供SQL界面开发
的同时，也支持使用可视化UI界面完成Hologres开发，同时也与DataWorks深度集成，方便您完成数据的周期
性调度。

本小节主要为您介绍使用DataWorks-HoloStudio的操作步骤，通过以下简单步骤的综述，帮助您快速掌握
HoloStudio的基本使用流程。

7.HoloStudio7.HoloStudio
7.1. 概述7.1. 概述

7.2. HoloStudio快速入门7.2. HoloStudio快速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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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如果您更倾向于使用psql客户端进行Hologres开发，可参见psql快速入门。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在开始使用DataWorks-HoloStudio之前，请确保您已经成功开通Hologres实例，详情请见购买Hologres。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使用DataWorks-HoloStudio进行开发的完整操作步骤如下：

1. 新建数据库（推荐）新建数据库（推荐）

实例购买成功后，系统会自动生成一个名叫postgres的数据库，该数据库分配的资源少且仅供管理用
途，实际业务需要您新建一个DB。为节省SQL操作，Hologres管控台支持直接可视化新建DB。

进入管理控制台的实例详情页，单击左侧导航栏的DB管理DB管理 >  > 新增Dat abase新增Dat abase，输入DB名即可新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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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Hologres兼容PostgreSQL，使用与PostgreSQL完全一致的权限模型（简称专家模式）。
基于对业务理解和实践经验，Hologres抽象了一套简单权限模型（SPM）来简化授权操作，详情可以
参见简单权限模型概述。新建DB时，您可以选择为新DB开启简单权限模型（推荐操作）并通过管控
台来为新用户可视化授权，以简化授权操作，具体操作请参见DB管理。

2. 创建或绑定工作空间创建或绑定工作空间

绑定Hologres实例，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无工作空间无工作空间

如果您没有使用过DataWorks工作空间，需要在DataWorks管控台创建一个同地域的工作空间并绑定。

在DataWorks管理控制台单击左侧导航栏的工作空间列表工作空间列表，并单击创建工作空间创建工作空间，填写工作空间信
息。您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是否同时开通其它计算引擎服务，详情请参见绑定Hologres实例，并填
写实例配置信息。

说明 说明 Hologres在标准DataWorks工作空间分开发环境和生产环境，但由于当前HoloStudio
暂不支持环境切换，导致生产环境的数据在HoloStudio不可查询，建议开发和生产绑定同一个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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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工作空间

如果您已创建DataWorks工作空间，可以直接使用该工作空间绑定Hologres实例。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a. 进入Holostudio

在Hologres管控台选择实例开通的region，单击页面上方的前往Dat aWorks-HoloSt udio开发前往Dat aWorks-HoloSt udio开发，
即可进入对应的工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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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绑定实例

进入Holostudio后，单击右上角小扳手小扳手，进入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页面，单击绑定HologresDB绑定HologresDB进行实
例绑定。更多关于绑定实例的详细操作步骤参见绑定Hologres实例。

绑定完成之后，返回HoloSt udioHoloSt udio，在PG管理页面单击刷新刷新，既可看到已成功绑定的数据库。

3. 授权子账号（可选）授权子账号（可选）

若您需要给子账号授权，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i. 创建子账号

在Hologres管控台实例详情页单击左侧导航栏用户管理用户管理 >  > 新增用户新增用户，勾选需要授权的子账号，并选
择用户类型用户类型。可以直接授权为superuser（拥有实例所有权限，无需额外授权），也可以授权为普通
用户（访问Hologres还需要额外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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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授权子账号

若您的子账号是普通用户normal，还需要给子账号授权才能访问Hologres实例。您可以选择使用专
家权限模式或者简单权限模型（推荐）为子账号授权。

简单权限模型（推荐）简单权限模型（推荐）

在管控台新建DB并开启简单权限模型之后，可以直接将子账号加入对应的用户组来授权。

关于简单权限模型的使用可以参见简单权限模型的使用。

专家模式授权专家模式授权

专家权限模式授权采用的是标准的PostgreSQL授权语句，您可以参照以下语句进行授权：

GRANT SELECT, INSERT ON TABLE TABLENAME TO "云账号ID/云邮箱";//若是⼦账号还需要在云账号
ID前加"p4_"，即"p4_id"
GRANT SELECT, INSERT ON ALL TABLES IN SCHEMA public TO "云账号ID/云邮箱";//若是⼦账号
还需要在云账号ID前加"p4_"，即"p4_id"

更多关于专家权限模型的使用可以参见专家权限模型。

使用Holostudio开发

若您的子账号需要使用HoloStudio完成Hologres开发，还需要将子账号添加进DataWorks的项目
工作空间。

在DataWorks工作空间配置页面单击工作空间管理工作空间管理 >  > 成员管理成员管理 >  > 添加成员添加成员，并给成员授予一定
的项目权限。

4. HoloSt udio开发HoloSt udio开发

进入HoloStudio之后，即可进行Hologres开发：

SQL Console纯SQL开发，详情请参见SQL Console。

表管理可视化UI一键建表、数据预览，详情请参见创建及管理内部表。

一键创建MaxCompute外部表、查询数据，详情请参见创建及管理外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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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DataWorks深度集成，实现周期性调度，详情请参见Hologres开发：周期性调度。

关于Hologres的更多开发工具请参见概述。

本文将为您介绍如何将交互式分析（Hologres）实例绑定至DataWorks工作空间。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1. 使用HoloStudio服务前，请确保已经成功开通交互式分析实例，详情请参见购买Hologres。

2. 实例创建成功后会默认生成一个名叫postgres的数据库，仅供管理用途，实际业务需要在Hologres管控
台新建一个业务DB，详情参见DB管理。

新建工作空间绑定交互式分析实例新建工作空间绑定交互式分析实例
若您在此之前并未开通DataWorks工作空间，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来绑定实例：

1. 进入Dat aWorks管控台进入Dat aWorks管控台

使用阿里云主账号进入DataWorks管控台，选择与实例同一个region，单击左侧菜单栏工作空间列表工作空间列表进
行新建工作空间。

2. 新建工作空间新建工作空间

在工作空间列表页面单击创建工作空间创建工作空间，输入工作空间名称，模式选择可根据项目情况选择（详情请参
见简单模式和标准模式的区别）。

3. 选择计算引擎选择计算引擎

7.3. 绑定交互式分析实例7.3. 绑定交互式分析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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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计算引擎为交互式分析Hologres交互式分析Hologres，并选择对应的实例付费方式，可根据项目情况选择是否同时开通
其他引擎服务。

4. 填写实例信息填写实例信息

填写实例信息，当前标准版的工作空间分开发环境和生产环境，以保证数据的安全性。但是由于当前
HoloStduio暂未上线环境切换功能，建议开发和生产绑定同一个DB，否则HoloStudio将无法查询生产环
境的数据。最后单击创建工作空间创建工作空间即可完成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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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配置项 说明 备注

开发环境

访问身份 任务执行者 无

Hologres实例名称 下拉框可选 无

数据库名 需要绑定的DB名

实例创建后有一个名为
postgres的默认DB（仅
供管理用途），实际业务
使用请前往管控台新建
Database。

服务器
Hologres实例的网络地
址

实例选择后自动生成

端口
Hologres实例的网络地
址

实例选择后自动生成

连通性测试 测试是否连通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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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环境

访问身份 主账号/子账号

DataWorks任务提交调度
后，作为在Holo引擎内
执行代码的身份（账
号）。

Hologres实例名称 下拉框可选 无

数据库名 需要绑定的DB名
当前建议绑定开发环境的
DB

服务器
Hologres实例的网络地
址

实例选择后自动生成

端口
Hologres实例的网络地
址

实例选择后自动生成

连通性测试 测试是否连通 无

环境 配置项 说明 备注

5. 进入HoloSt udio开发进入HoloSt udio开发

工作空间创建成功后会跳转至管控台，可看到已配置好的工作空间信息，单击工作空间名工作空间名或者进入数据进入数据
开发开发，即可进入DataWorks，示例如下：

进入DataWorks工作间之后，单击全部产品全部产品 >  > HoloSt udioHoloSt udio，进入HoloStudio开发界面。

进入HoloStudio后，在PG管理PG管理单击刷新刷新，即可看到已成功绑定DB，之后您可以开始使用HoloStudio开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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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已有工作空间绑定交互式分析实例选择已有工作空间绑定交互式分析实例
若您已有DataWorks项目空间，可将实例绑定至该工作空间。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说明 说明 工作空间和开通的Hologres实例必须在同一region才能成功绑定。

1. 进入工作空间进入工作空间

在DataWorks管控台找到已有的工作空间，单击工作空间名工作空间名或者进入数据开发进入数据开发，进入到DataWorks开发
界面。

2. 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

进入DataWorks开发界面后，单击右上角小扳手小扳手，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在计算引擎信息计算引擎信息选
择HologresHologres，并单击绑定HologresDB绑定HologresDB进行实例的绑定。

3. 绑定实例绑定实例

在绑定HologresDB页面填写相关信息，并单击测试连通性测试连通性，显示测试联通性通过测试联通性通过表示能正常绑定，单
击确定确定即可。

说明 说明 当前标准版的工作空间分开发环境和生产环境，以生产开发相隔离保证数据的安全性。但
是由于当前HoloStduio未上线环境切换功能，建议开发和生产绑定同一个DB，否则HoloStudio将无
法查询生产环境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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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配置项 说明 备注

标题 实例显示名称 自定义 无

生产环境

访问身份 主账号/子账号

DataWorks任务提交调度
后，作为在Holo引擎内
执行代码的身份（账
号）。

Hologres实例名称 下拉框可选 无

数据库名 需要绑定的DB名
当前建议绑定开发环境的
DB

服务器
Hologres实例的网络地
址

实例选择后自动生成

端口
Hologres实例的网络地
址

实例选择后自动生成

连通性测试 测试是否连通 无

访问身份 任务执行者 无

Hologres实例名称 下拉框可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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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环境
数据库名 需要绑定的DB名

实例创建后有一个名为
postgres的默认DB（仅
供管理用途），实际业务
使用请前往管控台新建
Database。

服务器
Hologres实例的网络地
址

实例选择后自动生成

端口
Hologres实例的网络地
址

实例选择后自动生成

连通性测试 测试是否连通 无

4. HoloSt udio开发HoloSt udio开发

实例绑定成功后，返回到HoloStudio页面，在PG管理PG管理单击刷新刷新，即可看到已成功绑定的DB，您即可开始
使用HoloStudio开发。

实例购买功后会默认生成一个数据库postgres，但系统分配给该数据库的资源小仅供管理用途，实际业务需
要新建数据。本小节将会为您介绍如何在HoloStudio中创建新的数据库。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新建数据库新建数据库

您可以使用以下两种方式来新建数据库：

Hologres管控台新建数据库

Hologres管控台支持以可视化的方式新建数据库，在Hologres管控台进入对应实例的详情页，选择DBDB
管理管理，单击新建Dat abase新建Dat abase进行创建。

7.4. 新建数据库7.4. 新建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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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当前版本的Hologres将会采用两套权限体系来为用户提供更加方便且完善的授权体
系：专家模式授权和简单权限模型。在创建新DB的同时，您可以根据业务情况来选择是否开启简
单权限模型，为方便权限管理建议您开启。

SQL方式新建数据库

您也可以以SQL命令语句的方式新建数据库，在HoloStudio执行SQL语句新建数据库，语法如下。

CREATE DATABASE <dbname>;
CREATE DATABASE testdb; //⽰例新建⼀个名称为testdb的数据库

2. 绑定工作空间绑定工作空间

新建数据库成功后，需要将数据库绑定至DataWorks工作空间才能在HoloStudio里使用新的数据库。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小扳手 ，进入工作空间配置工作空间配置页面。选择计算引擎信息计算引擎信息下的HologresHologres >  > 绑定绑定

HologresDBHologres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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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数据库信息配置数据库信息

填写数据库配置信息，单击测试连通性测试连通性，若显示测试通过测试通过，表明数据库能成功绑定至工作空间，单击确确
定定即可。

说明 说明 当前标准版的工作空间分开发环境和生产环境，以生产开发相隔离保证数据的安全性。但
是由于当前HoloStduio未上线环境切换功能，建议开发和生产绑定同一个DB，否则HoloStudio将无
法查询生产环境的数据。

环境 配置项 说明 备注

标题 实例显示名称 自定义 无

访问身份 主账号/子账号

DataWorks任务提交调度
后，作为在Holo引擎内
执行代码的身份（账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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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环境

Hologres实例名称 下拉框可选 无

数据库名 需要绑定的DB名
当前建议绑定开发环境的
DB

服务器
Hologres实例的网络地
址

实例选择后自动生成

端口
Hologres实例的网络地
址

实例选择后自动生成

连通性测试 测试是否连通 无

开发环境

访问身份 任务执行者 无

Hologres实例名称 下拉框可选 无

数据库名 需要绑定的DB名

实例创建后有一个名为
postgres的默认DB（仅
供管理用途），实际业务
使用请前往管控台新建
Database。

服务器
Hologres实例的网络地
址

实例选择后自动生成

端口
Hologres实例的网络地
址

实例选择后自动生成

连通性测试 测试是否连通 无

环境 配置项 说明 备注

4. 使用新的数据库开发使用新的数据库开发

新DB绑定成功后，返回HoloStudio，在PG管理页面单击刷新刷新，即可显示新的数据库，您可以使用新的数
据库来开发。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支持阿里云子账号绑定DB，但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子账号拥有绑定DB的连接权限。

子账号是当前DataWorks工作空间的管理员

若是子账号在绑定时出现下图所示的灰色按钮，请检查子账号是否满足以上两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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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您介绍主账号如何创建子账号，并授权子账号使用DataWorks进行数据开发。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系统默认设置购买实例的主账号为超级管理员Superuser。Superuser拥有该实例的所有权限。

其他用户必须经过主账号授权才可以访问实例。

子账号包括以下两种权限控制。

RAM权限

RAM权限为可选权限。子账号被授予相应RAM权限后，可以在Hologres管理控制台管控实例，例如购买或
删除实例、升降配实例资源、修改网络类型以及查看实例信息等。

实例开发权限

实例开发权限为必选权限。子账号必须经过主账号授予实例的开发权限后，才能连接实例并进行数据开
发。

Hologres支持使用简单权限模型和专家权限模型为子账号授权。两种权限模型的介绍如下。

简单权限模型（推荐）

简单权限模型是Hologres基于PostgreSQL的授权体系，为提升用户体验，制定的一种粗粒度的权限模型，
详情请参见简单权限模型概述。

专家权限模型

专家权限模型是与标准PostgreSQL语句相同的授权体系，简称专家模式。您可以按照标准的PostgreSQL授
权语句为子账号授权，详情请参见专家权限模型。

创建子账号创建子账号
如果您已有子账号，请跳过该步骤。

1. 使用主账号登录阿里云官网。

2. 使用主账号登录RAM管理控制台。

3. 在左侧导航栏的人员管理人员管理菜单下，单击用户用户。

4. 单击创建用户创建用户。

您也可以单击添加用户添加用户，一次性创建多个子账号。

5. 在用户账号信息用户账号信息区域下，输入登录名称登录名称和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6. 在访问方式访问方式区域下，选择控制台访问控制台访问。

7. 设置子账号的登录密码。

7.5. 子账号使用DataWorks7.5. 子账号使用Data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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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单击确定确定。

授权子账号授权子账号
授予子账号RAM权限。

主账号授予子账号相应的RAM权限后，子账号可以在Hologres管理控制台执行查看、购买或删除实例等操
作。详情请参见概述。

授予子账号实例开发权限。

子账号必须经过主账号授予实例的开发权限后，才能在Hologres实例中进行数据开发。详情请参见授予RAM
用户实例的开发权限。

添加子账号至DataWorks工作空间添加子账号至DataWorks工作空间
您需要添加子账号至相应的DataWorks工作空间，才可以使用子账号在DataWorks中进行数据开发。步骤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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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目标工作空间操作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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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子账号至待添加账号待添加账号列表中。

5. 在待添加账号待添加账号勾选需要添加的成员账号，单击>>，移动需要添加的子账号至已添加账号已添加账号中。

6. 勾选需要授予的角色，单击确定确定。

工作空间的创建者默认为管理员角色。具体角色的权限说明请参见附录：预设角色权限列表（空间
级）。角色描述如下表所示。

角色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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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拥有开发角色和运维角色的全部权限外，还可以进行添加或移出工作空间
成员并授予角色，创建自定义资源组等操作。

开发 负责数据开发页面的设计和维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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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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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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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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有数据保护伞模块的操作权限，详情请参见数据保护伞。

角色 描述

7. 使用子账号登录DataWorks控制台，单击数据开发数据开发页面的Dat aSt udio Dat aSt udio 。

8. 您可以根据业务需求进行数据开发，详情请参见概述。

移除DataWorks工作空间的子账号移除DataWorks工作空间的子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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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目标工作空间操作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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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目标成员操作列的删除删除。

4. 单击确认确认。

说明 说明 子账号被工作空间移除后，仍然拥有Hologres实例的开发权限。

SQL Console使用SQL语句开发Hologres，为您提供秒级交互式查询体验。本文为您介绍SQL Console的功能和
用法。

文件夹文件夹
文件夹模块可以存放新建的临时查询，方便您管理临时查询。

单击左侧菜单栏SQL ConsoleSQL Console >  > 新建新建 >  > 文件夹文件夹，创建一个文件夹。您可以在该文件夹里新建临时查询，使
用标准的SQL语句完成对表的命令操作。同时您也可以选中文件夹中的某张表，右键单击，即可移动、重命
名、删除该表。

7.6. SQL Console7.6. SQL Cons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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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 ConsoleSQL Console
SQL Console模块可以生成SQL编辑器，方便您使用标准SQL语句操作。使用之前您需要先创建文件夹，如果已
经创建文件夹，则直接进行如下步骤。

1. 单击左侧菜单栏SQL ConsoleSQL Console，并填写查询的基本信息。

属性 说明

节点名称 临时查询的名称。

目标文件夹 临时查询存放的文件夹位置。

数据库 临时查询的目标数据库。

2. 编写SQL语句，单击上方运行运行，执行查询，完成之后，即可在下方显示框查看到执行结果。示例新建一张
表并导入数据，查询表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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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TABLE supplier (
 s_suppkey bigint NOT NULL,
 s_name text NOT NULL,
 s_address text NOT NULL,
 s_nationkey bigint NOT NULL,
 s_phone text NOT NULL,
 s_acctbal bigint NOT NULL,
 s_comment text NOT NULL,
PRIMARY KEY (s_suppkey)
);
INSERT INTO supplier VALUES 
(1, 'Supplier#000000001', 'gf0JBoQDd7tgrzrddZ', 17, '27-918-335-1736',  575594, 'each sly
ly above the careful'),  
(6, 'Supplier#000000006', 'tQxuVm7s7CnK', 14, '24-696-997-4969',  136579, 'final accounts
. regular dolphins use against the furiously ironic decoys. '),
(10, 'Supplier#000000010',  'Saygah3gYWMp72i PY', 24, '34-852-489-8585', 389191, 'ing wat
ers. regular requests ar'),  
(18, 'Supplier#00000001', 'PGGVE5PWAMwKDZw', 16, '26-729-551-1115', 704082, 'accounts sno
oze slyly furiously bold'),  
(39, 'Supplier#000000039', 'SYpEPWr1yAFHaC91qjFcijjeU5eH',  8, '18-851-856-5633 611565', 
88990, 'le slyly requests. special packages shall are blithely. slyly unusual packages sl
eep'),  
(48, 'Supplier#000000048',  'FNPMQDuyuKvTnLXXaLf3Wl6OtONA6mQlWJ', 14, '24-722-551-9498',5
63062, 'xpress instructions affix. fluffily even requests boos');  
SELECT * FROM supplier;

属性 说明

SQL编辑框 编写SQL语句。

保存 保存SQL编辑框中的全部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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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

运行SQL编辑框内选中的语句或全部语句。单击运行
后，开始执行SQL语句，运行结果展现在编辑框底部。

说明 说明 不选中则默认运行编辑框中所有语
句。

重新加载
刷新SQL编辑框的内容。SQL编辑框只保留已保存的语
句。

停止 停止正在运行的SQL语句。

运行日志
查看SQL语句的运行情况。例如，SQL语句的运行时长
以及报错提示。

结果 查看SQL语句运行成功后目标表的内容。

属性 说明

说明 说明 ：对无结果返回的SQL语句，只有运行日志，没有查询结果，例如  create table 。

HoloStudio对查询出的表数据可以复制、搜索和隐藏列。

视频操作演示视频操作演示
SQL Console的操作演示视频如下。

HoloStudio的PG管理模块，支持使用可视化方式创建、查看以及删除内部表。本文为您介绍在HoloStudio中
基于PG管理的内部表操作。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阿里云账号注册，详情请参见。

实名认证，详情请参见或。

开通交互式分析Hologres并绑定至DataWorks工作空间，详情请参见DataWorks快速入门。

创建内部表创建内部表

1. 登录Hologres管理控制台，鼠标悬停至顶部菜单栏左侧的 图标，选择目标地域。

2. 在实例列表实例列表 >  > Hologres引擎管理Hologres引擎管理页面，单击前往Dat aWorks数仓开发前往Dat aWorks数仓开发。

3. 在顶部菜单栏，单击 图标，选择目标DataWorks工作空间。

4.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图标，进入PG管理界面。

5. 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表表，创建表。

7.7. PG管理7.7. PG管理
7.7.1. 创建及管理内部表7.7.1. 创建及管理内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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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单击HoloStudio首页的新建表新建表创建表。

6. 配置编辑表页面的各项参数。

类别 参数 描述

基本属性基本属性

Hologres数据库Hologres数据库 存放新建表的数据库。

表名表名 新建表的表名称。

描述描述 表的相关描述。

字段字段

添加字段添加字段 单击即可添加字段。

字段名字段名 表中每一列的标识。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字段的属性。

主键主键 确定列的唯一标识。

可空可空 字段可以为空值。

数组数组 有序的元素序列。

描述描述 字段的相关描述。

操作操作 包括删除删除 、上移上移 和下移下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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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属性

存储模式存储模式
包括列存列存 和行存行存 两种存储模式。

默认为列存列存 。

生命周期生命周期

如果数据在指定时间内未被修改，
则系统将自动删除数据。

默认生命周期为永久永久 。

聚簇索引聚簇索引

排序索引。

索引的类型和列的顺序密切相关。
聚簇索引帮助您加速执行索引列的
Range和Filter查询。

字典编码列字典编码列

Hologres支持为指定列的值构建字
典映射。

字典编码可以将字符串的比较转换
为数字的比较，加速Group By和
Filter查询。

默认设置所有t extt ext 列至字典编码列
中。

位图列位图列

Hologres支持在位图列构建比特编
码。

位图列可以根据设置的条件快速过
滤字段内部的数据。

默认设置所有t extt ext 列至位图列中。

分区表分区表 PART IT ION BY  LISTPART IT ION BY  LIST 指定分区字段。

类别 参数 描述

7. 单击提交表提交表。

您可以在创建成功的表中进行数据开发。

查看表数据查看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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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侧导航栏单击PG管理PG管理，双击需要查看的表，显示表编辑页面。

您可以在该页面查看建表语句或预览表数据，如下所示：

单击表编辑页面的生成DDL语句生成DDL语句，获取建表SQL语句。

单击表编辑页面的数据预览数据预览，预览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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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内部表删除内部表
如果您需要删除已创建的内部表，则在PG管理界面，鼠标右键需要删除的表，单击删除表删除表即可。

外部表是指不存储数据于交互式分析Hologres中的表，仅用于查看外部表的数据。HoloStudio的PG管理模
块，支持使用可视化方式创建、查看以及删除外部表。本文为您介绍在HoloStudio中基于PG管理的外部表操
作。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阿里云账号注册，详情请参见。

实名认证，详情请参见或。

开通交互式分析Hologres并绑定至DataWorks工作空间，详情请参见DataWorks快速入门。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Hologres与大数据生态无缝打通，可以直接加速查询外部表数据，也可以将外部表的数据导入至Hologres中
处理。Hologres当前仅支持对MaxCompute表进行操作。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7.7.2. 创建及管理外部表7.7.2. 创建及管理外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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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ogres支持跨工作空间读取外部表数据，您当前使用的账号需要拥有其他工作空间的MaxCompute表访
问权限，才可以使用HoloStudio一键创建外部表直接读取MaxCompute表数据。

当MaxCompute的源头表存在时，您才可以新建外部表并读取外部表数据。

Hologres中的外部表与MaxCompute的源头表字段一一对应，您可以直接搜索MaxCompute中的表名
称，HoloStudio会自动生成对应字段的外部表。

创建外部表创建外部表

1. 登录Hologres管理控制台，鼠标悬停至顶部菜单栏左侧的 图标，选择目标地域。

2. 在实例列表实例列表 >  > Hologres引擎管理Hologres引擎管理页面，单击前往Dat aWorks数仓开发前往Dat aWorks数仓开发。

3. 在顶部菜单栏，单击 图标，选择目标DataWorks工作空间。

4.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图标，进入PG管理界面。

5. 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外部表外部表，创建外部表。

6. 配置编辑表页面的各项参数。

类别 参数 描述

基本属性
Hologres数据库 存放新建外部表的数据库。

表名 新建外部表的表名称。

外部服务

类型
外部表的服务类型。目前仅支持
MaxCompute表。

表 需要映射的MaxCompute源头表。

字段同步 需要同步的字段。

分区同步 需要同步的分区。

7. 单击提交表提交表。

查看外部表数据查看外部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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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侧导航栏单击PG管理PG管理，双击需要查看的外部表，显示表编辑页面。

您可以在该页面查看建表语句或预览表数据，如下所示：

单击表编辑页面的生成DDL语句生成DDL语句，获取建表SQL语句。

单击表编辑页面的数据预览数据预览，预览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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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外部表删除外部表
如果您需要删除已创建的外部表，则在PG管理界面，鼠标右键需要删除的表，单击删除表删除表即可。

HoloStudio的数据开发模块与DataWorks无缝连接，提供一站式稳定高效的ETL（Extract-Transform-Load）
服务，帮助您使用可视化方式周期性调度作业、创建外部表、同步外部表数据以及上传本地文件。

数据开发数据开发的核心功能如下：

文件夹文件夹

用于存放并管理数据库中的数据开发节点。详情请参见文件夹。

Hologres开发Hologres开发

用于周期性调度作业。详情请参见Hologres开发：周期性调度。

一键MaxComput e表结构同步一键MaxComput e表结构同步

7.8. 数据开发7.8. 数据开发
7.8.1. 概述7.8.1.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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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使用可视化方式批量创建外部表，加速查询MaxCompute的数据。详情请参见一键同步MaxCompute表结
构。

一键MaxComput e数据同步一键MaxComput e数据同步

支持使用可视化方式导入MaxCompute的数据至Hologres。详情请参见一键同步MaxCompute数据。

一键本地文件上传一键本地文件上传

用于上传客户端数据至Hologres。详情请参见一键上传本地文件。

HoloStudio与DataWorks无缝连通，您可以通过HoloStudio将MaxCompute数据导入Hologres，并基于
DataWorks的底层能力，前往DataWorks进行定时调度，实现周期性导入数据至Hologres。本文为您介绍如何
将MaxCompute源表数据导入Hologres进行周期性调度。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准备MaxCompute表数据。

准备一张MaxCompute数据源表，您可以参考MaxCompute创建表进行建表，也可以直接从数据地图中选
用一张表。示例选用数据地图中已创建的表，其建表DDL语句如下。

CREATE TABLE IF NOT EXISTS bank_data_odps
(
 age             BIGINT COMMENT '年龄',
 job             STRING COMMENT '⼯作类型',
 marital         STRING COMMENT '婚否',
 education       STRING COMMENT '教育程度',
 card         STRING COMMENT '是否有信⽤卡',
 housing         STRING COMMENT '房贷',
 loan            STRING COMMENT '贷款',
 contact         STRING COMMENT '联系途径',
 month           STRING COMMENT '⽉份',
 day_of_week     STRING COMMENT '星期⼏',
 duration        STRING COMMENT '持续时间',
 campaign        BIGINT COMMENT '本次活动联系的次数',
 pdays           DOUBLE COMMENT '与上⼀次联系的时间间隔',
 previous        DOUBLE COMMENT '之前与客⼾联系的次数',
 poutcome        STRING COMMENT '之前市场活动的结果',
 emp_var_rate    DOUBLE COMMENT '就业变化速率',
 cons_price_idx  DOUBLE COMMENT '消费者物价指数',
 cons_conf_idx   DOUBLE COMMENT '消费者信⼼指数',
 euribor3m       DOUBLE COMMENT '欧元存款利率',
 nr_employed     DOUBLE COMMENT '职⼯⼈数',
 y               BIGINT COMMENT '是否有定期存款'
);

2. 新建外部表。

进入HoloStudio，在PG管理或SQL Console中新建一张外部表，用于映射MaxCompute源表数据。示例新
建外部表的SQL语句如下。

7.8.2. Hologres开发：周期性调度7.8.2. Hologres开发：周期性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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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
CREATE FOREIGN TABLE "public"."bank_data_foreign_holo" (
 "age" int8,
 "job" text,
 "marital" text,
 "education" text,
 "card" text,
 "housing" text,
 "loan" text,
 "contact" text,
 "month" text,
 "day_of_week" text,
 "duration" text,
 "campaign" int8,
 "pdays" float8,
 "previous" float8,
 "poutcome" text,
 "emp_var_rate" float8,
 "cons_price_idx" float8,
 "cons_conf_idx" float8,
 "euribor3m" float8,
 "nr_employed" float8,
 "y" int8
)
SERVER odps_server
OPTIONS (project_name 'odps_4_holoworkshop_dev', table_name 'bank_data_odps');
COMMIT;

OPTIONS的连接参数说明如下表所示。

参数 描述

project_name MaxCompute的项目名称。

table_name MaxCompute的表名称。

3. 新建存储表。

在HoloStudio中新建一张用于接收并存储数据的真实存储表。字段类型需要与外部表保持一致。示例DDL
语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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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
create table if not exists bank_data_holo (
 age int8,
 job text,
 marital text,
 education text,
 card text,
 housing text,
 loan text,
 contact text,
 month text,
 day_of_week text,
 duration text,
 campaign int8,
 pdays float8,
 previous float8,
 poutcome text,
 emp_var_rate float8,
 cons_price_idx float8,
 cons_conf_idx float8,
 euribor3m float8,
 nr_employed float8,
 y int8,
 ds text not null
)
partition by list(ds);
call set_table_property('bank_data_holo', 'orientation', 'column');
call set_table_property('bank_data_holo', 'time_to_live_in_seconds', '700000');
commit;

4. 新建分区表的数据开发。

并单击上方新建Hologres开发，输入作业逻辑，单击保存--前往DataWorks调度，示例SQL如下：

i. 在HoloStudio中，单击左侧导航栏的 图标，进入数据开发页面。

ii. 鼠标悬停至 图标，单击Hologres开发Hologres开发。

iii. 配置新建节点新建节点对话框的节点名称节点名称、目标文件夹目标文件夹及数据库数据库参数。

iv. 单击提交提交，成功创建Hologres开发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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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在新建的Hologres开发节点的编辑界面，输入如下创建分区表的数据开发语句。

create table if not exists bank_data_holo_1_${bizdate} partition of bank_data_holo
  for values in ('${bizdate}');
insert into bank_data_holo_1_${bizdate}
select 
    age as age,
    job as job,
    marital as marital,
    education as education,
    card as card,
     housing as housing,
    loan as loan,
    contact as contact,
    month as month,
    day_of_week as day_of_week,
     duration as duration,
    campaign as campaign,
     pdays as pdays,
    previous as previous,
    poutcome as poutcome,
     emp_var_rate as emp_var_rate,
    cons_price_idx as cons_price_idx,
    cons_conf_idx as cons_conf_idx,
    euribor3m as euribor3m,
    nr_employed as nr_employed,
    y as y,
    '${bizdate}' as ds 
from bank_data_foreign_holo;

vi. 单击顶部菜单栏左侧的 ，保存Hologres开发。

vii. 单击顶部菜单栏右侧的前往Dat aWorks调度前往Dat aWorks调度，进入调度页面。

5. 新建分区表的调度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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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DataWorks中新建Hologres节点。

单击前往Dat aWorks调度前往Dat aWorks调度后，页面自动跳转至DataWorks的新建节点新建节点。您需要配置新建节点新建节点对话
框的节点类型节点类型、节点名称节点名称及目标文件夹目标文件夹，创建Hologres节点。节点类型节点类型选择Hologres开发Hologres开发。

如果是重新执行已有作业，则可以不需要重新创建节点。

ii. 在新建的节点页面，单击更新节点版本更新节点版本，将分区表的信息同步至该节点。

6. 配置调度信息。

在新建的节点页面，单击右侧导航栏的调度配置调度配置，配置调度参数。详情请参见调度参数概述。

具体配置如下所示：

i. 配置基础属性。

在基础属性基础属性区域，将参数参数赋值为时间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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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配置时间属性。

在时间属性时间属性区域，配置时间属性时间属性为正常调度正常调度。其余参数请根据业务实际情况配置，详情请参见时间
属性配置说明。

iii. 配置调度依赖。

在调度依赖调度依赖区域，您需要配置调度依赖为root节点，操作如下：

a. 将自动解析自动解析配置为是是。

b. 单击使用工作空间根节点使用工作空间根节点，自动解析出root节点。

c. 再将自动解析自动解析配置为否否，详情请参见配置同周期调度依赖。

您也可以根据业务逻辑选择已有的父节点。

7. 发布调度。

i. 配置完调度参数，在新建节点页面的顶部菜单栏左侧，单击 图标，保存调度配置。

ii. 在新建节点页面的顶部菜单栏左侧，单击 图标，提交调度信息。

iii. 在新建节点页面的顶部菜单栏右侧，单击发布发布，前往任务发布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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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在任务发布页面，选中当前任务，单击目标任务操作操作列的发布发布。发布包提交成功后，单击上方菜单
栏运维中心进行手工补数据。

v. 在确认发布确认发布对话框，单击发布发布。

vi. 发布包提交成功后，单击任务发布任务发布页面顶部菜单栏右侧的运维中心运维中心，进入运维中心。

vii.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周期任务运维周期任务运维 >  > 周期任务周期任务，勾选并单击目标任务名称。

viii. 在右侧编辑界面，鼠标右键单击目标任务节点，选择补数据补数据 >  > 当前节点当前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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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根据业务实际情况，配置补数据补数据对话框的各项参数。完成调度任务的发布。

8. 任务执行成功后，返回HoloStudio。单击新建节点的 图标，刷新当前页面。您可以在PG管理PG管理模块找到

目标分区表，查看调度成功的分区表数据。

双击目标表名称，在表编辑页面单击数据预览数据预览，即可看到已成功导入的数据。

您也可以使用SQL语句查看父表或分区表的数据，示例如下。

SELECT * FROM  bank_data_holo;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使用HoloStudio批量创建外部表。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阿里云账号注册，详情请参见。

实名认证，详情请参见或。

开通交互式分析Hologres并绑定至DataWorks工作空间，详情请参见DataWorks快速入门。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Hologres与MaxCompute在底层无缝连接，支持使用新建外部表的方式加速查询MaxCompute的数据，详情
请参见通过创建外部表加速查询MaxCompute数据。

7.8.3. 一键同步MaxCompute表结构7.8.3. 一键同步MaxCompute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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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oStudio支持一键MaxComput e表结构同步一键MaxComput e表结构同步功能，您可以使用可视化方式批量创建外部表。

您也可以使用  IMPORT FOREIGN SCHEMA 语句批量创建外部表。也可以将该命令语句在数据开发中执行，并前
往调度，实现MaxCompute表新增后Hologres外表也自动新增，详情见Hologres开发：周期性调度。

说明 说明 Hologres只能加速查询MaxCompute的内表，不能加速查询MaxCompute的外表和View。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阿里云官网。

2. 新建一键MaxComput e表结构同步一键MaxComput e表结构同步节点。

i. 进入Hologres管理控制台。

ii. 鼠标悬停至顶部菜单栏左侧的 图标，选择目标地域。

iii. 在实例列表实例列表 >  > Hologres引擎管理Hologres引擎管理页面，单击前往Dat aWorks-HoloSt udio开发前往Dat aWorks-HoloSt udio开发。

iv. 在Holo St udioHolo St udio界面的左侧导航栏，单击 图标。

v. 进入数据开发数据开发页面，鼠标悬停至顶部菜单栏的 图标。

vi. 单击一键MaxComput e表结构同步一键MaxComput e表结构同步。

vii. 在新建节点新建节点对话框中，输入节点名称节点名称，并选择目标文件夹目标文件夹和数据库数据库。

viii. 单击提交提交。

3. 在编辑节点页面，配置各项参数。

参数 描述

目标库 Hologres的数据库名称。

目标Schema

当前数据库的Schema名称。

如果您没有新建Schema，则只能选择默认创建的publicpublic。如果有新建的
Schema，您也可以选择新建的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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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服务类型
默认为odpsodps 。

目前仅支持MaxCompute。

远程服务器
您可以直接调用Hologres底层已创建的名为odps_serverodps_server的远程服务
器。详细原理请参见Postgres FDW。

远程库 MaxCompute的项目名称。

表名规则
您可以使用正则表达式选择需要同步的表名称，默认同步远程数据库中的
所有表。更多筛选外部表的规则请参见IMPORT FOREIGN SCHEMA。

正则预览 查看正则表达式的运行结果。

参数 描述

同步外部表的规则如下：

如果同步外部表时存在名称相同的表，则忽略当前表。

如果同步外部表时，存在外部表不支持的数据类型，则系统会报错请在正则表达式中排除当前表再重
新导入。

4. 在新建节点的编辑页面，单击 图标，保存配置信息。

5. 在新建节点的编辑页面，单击 图标，批量创建外部表结构。

6. 在PG管理PG管理页面，查看批量创建的外部表并查询表数据，详情请参见创建及管理外部表。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使用HoloStudio导入MaxCompute数据至Hologres。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阿里云账号注册，详情请参见。

实名认证，详情请参见或。

开通交互式分析Hologres并绑定至DataWorks工作空间，详情请参见DataWorks快速入门。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HoloStudio支持一键MaxComput e数据同步一键MaxComput e数据同步功能，您可以使用可视化方式导入MaxCompute表数据并进行
查询。该方式比创建外部表直接查询数据的性能更好。

您也可以使用SQL语句导入MaxCompute数据，详情请参见使用SQL导入MaxCompute的数据至Hologres。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阿里云官网。

2. 新建一键MaxComput e数据同步一键MaxComput e数据同步节点。

i. 进入Hologres管理控制台。

ii. 鼠标悬停至顶部菜单栏左侧的 图标，选择目标地域。

iii. 在实例列表实例列表 >  > Hologres引擎管理Hologres引擎管理页面，单击前往Dat aWorks-HoloSt udio开发前往Dat aWorks-HoloSt udio开发。

7.8.4. 一键同步MaxCompute数据7.8.4. 一键同步MaxCompute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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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在Holo St udioHolo St udio页面的左侧导航栏，单击 图标。

v. 进入数据开发数据开发页面，鼠标悬停至顶部菜单栏的 图标。

vi. 单击一键MaxComput e数据同步一键MaxComput e数据同步。

vii. 在新建节点新建节点对话框中，输入节点名称节点名称，并选择目标文件夹目标文件夹和数据库数据库。

viii. 单击提交提交。

3. 在编辑节点页面，配置各项参数。

参数 描述

外部表来源

已有外部表已有外部表 ：表示在Hologres中已经建立
MaxCompute数据映射的外部表。

新建外部表新建外部表 ：表示外部表在Hologres中未建立
MaxCompute数据映射。如果您需要导入
MaxCompute表数据，请选中新建外部表新建外部表 。

外部表表名字

已创建的外部表表名称。

Hologres中创建的外部表用于映射MaxCompute数
据，需要与导入数据的MaxCompute表结构一一对应。

目标库 Hologres的数据库名称。

目标Schema

当前数据库的Schema名称。

如果您没有新建Schema，则只能选择默认创建
的publicpublic。如果有新建的Schema，您也可以选择新建
的Schema。

目标表名 需要导入数据的表名称。

目标表描述 目标表的信息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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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字段
需要导入的MaxCompute表字段。

您可以选择导入部分或全部字段。

分区配置

需要导入的分区字段。

一键MaxComput e数据同步一键MaxComput e数据同步 功能仅支持导入一级分
区。如果您需要导入多级分区，请在SQL ConsoleSQL Console中
使用SQL语句实现，详情请参见SQL Console。

索引配置 您可以为目标表创建索引，详情请参见设置表属性。

SQL Script 自动解析当前可视化操作对应的SQL语句。

参数 描述

4. 在新建节点的编辑页面，单击 图标，保存配置信息。

5. 在新建节点的编辑页面，单击 图标，导入MaxCompute表数据。

6. 在PG管理PG管理页面，查看导入的外部表数据，详情请参见创建及管理外部表或SQL Console。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使用HoloStudio导入客户端数据至Hologres。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阿里云账号注册，详情请参见。

实名认证，详情请参见或。

开通交互式分析Hologres并绑定至DataWorks工作空间，详情请参见DataWorks快速入门。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HoloStudio支持一键本地上传文件一键本地上传文件功能，您可以使用可视化方式导入客户端数据。

您也可以使用  COPY 命令导入客户端数据，详情请参见使用COPY命令导入或导出本地数据。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Hologres管理控制台。

2. 鼠标悬停至顶部菜单栏左侧的 图标，选择目标地域。

3. 在实例列表实例列表 >  > Hologres引擎管理Hologres引擎管理页面，单击前往Dat aWorks-HoloSt udio开发前往Dat aWorks-HoloSt udio开发。

4. 新建内部表。

使用SQL ConsoleSQL Console新建一张用于接收客户端数据的内部表，详情请参见SQL Console。示例SQL语句如
下。

7.8.5. 一键上传本地文件7.8.5. 一键上传本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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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
CREATE TABLE if not EXISTS holo_bank (
 age int8,
 job text,
 marital text,
 education text,
 card text,
 housing text,
 loan text,
 contact text,
 month text,
 day_of_week text,
 duration text,
 campaign int8,
 pdays float8,
 previous float8,
 poutcome text,
 emp_var_rate float8,
 cons_price_idx float8,
 cons_conf_idx float8,
 euribor3m float8,
 nr_employed float8,
 y int8
);
COMMIT;

您也可以使用PG管理PG管理新建内部表，详情请参见创建及管理内部表。

5. 新建一键本地上传文件一键本地上传文件。

i. 在Holo St udioHolo St udio界面的左侧导航栏，单击 图标。

ii. 进入数据开发数据开发页面，鼠标悬停至顶部菜单栏的 图标。

iii. 单击一键本地上传文件一键本地上传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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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在一键本地文件上传一键本地文件上传对话框中，配置各项参数。

参数 描述

目标库 Hologres的数据库名称。

目标schema

当前数据库的Schema名称。

如果您没有新建Schema，则只能选择默认创建
的publicpublic。如果有新建的Schema，您也可以选择新
建的Schema。

选择要导入的数据表 需要导入数据的表。

v.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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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在一键本地文件上传一键本地文件上传对话框中，配置各项参数。

参数 描述

选择文件
需要上传的本地文件。

仅支持上传TXT、CSV和LOG类型的文件。

选择分隔符

逗号逗号

T abT ab

分号分号

空格空格

||

##

&&

您也可以自定义分隔符。

原始字符集

GBKGBK

UT F-8UT F-8

CP936CP936

ISO-8859ISO-8859

首行为标题 勾选则设置首行数据为标题。

vii. 单击提交提交。

6. 在SQL ConsoleSQL Console或PG管理PG管理页面，查看已上传的数据。详情请参见SQL Console或创建及管理内部表。

HoloStudio的终端是基于SQL语句的psql客户端，支持实时写入及查询高并发的海量数据，您可以使用SQL语
句进行交互式分析Hologres的开发。本文为您介绍Hologres如何创建及使用终端。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阿里云账号注册，详情请参见。

实名认证，详情请参见或。

开通交互式分析Hologres并绑定至DataWorks工作空间，详情请参见DataWorks快速入门。

7.9. 终端7.9. 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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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终端新建终端
1. 登录Hologres管理控制台。

2. 鼠标悬停至顶部菜单栏左侧的 图标，选择目标地域。

3. 在实例列表实例列表 >  > Hologres引擎管理Hologres引擎管理页面，单击前往Dat aWorks数仓开发前往Dat aWorks数仓开发。

4. 在顶部菜单栏，单击 图标，选择目标DataWorks工作空间。

5.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图标，进入终端界面。

6. 单击 图标，配置新建终端新建终端对话框的各项参数。

参数 描述

终端类型 默认为Holo T erminalHolo T erminal。

终端名称 自定义。例如holo。

7. 单击提交提交。

使用终端使用终端

1. 在终端页面，单击目标终端操作操作列的 图标。

2. 在启动终端启动终端对话框，选择目标数据库数据库。

3. 单击确认确认。

您可以使用SQL语句进行Hologres开发，示例语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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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
CREATE TABLE holo_bank_data (
 age int8,
 job text,
 marital text,
 education text,
 card text,
 housing text,
 loan text,
 contact text,
 month text,
 day_of_week text,
 duration text,
 campaign int8,
 pdays float8,
 previous float8,
 poutcome text,
 emp_var_rate float8,
 cons_price_idx float8,
 cons_conf_idx float8,
 euribor3m float8,
 nr_employed float8,
 y int8
);
COMMIT;
insert into holo_bank_data values
(53,  'technician', 'married',  'unknown',  'no', 'no', 'no', 'cellular', 'nov',  'fri', 
138,  1,  999,  0,  'nonexistent',  1.22, 93.20,  42.00,  4.02, 5195.80,  0),
(28,  'management', 'single', 'university.degree',  'no', 'yes',  'no', 'cellular', 'jun'
,  'thu',  339,  3,  6,  2,  'success',  1.69, 94.05,  39.79,  0.72, 4991.60,  1),
(39,  'services', 'married',  'high.school',  'no', 'no', 'no', 'cellular', 'apr',  'fri'
,  185,  2,  999,  0,  'nonexistent',  1.80, 93.07,  47.10,  1.40, 5099.10,  0);
select * from holo_bank_data;

删除终端删除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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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删除已创建的终端，则单击目标终端操作操作列的 图标，在弹出的删除删除对话框单击确认确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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