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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入门指引

以下根据您的角色推荐了不同的文档，从而帮助您更快速、更轻松地使用数据湖探索
DLI服务。

如果您是初学者

如果您是大数据初学者，建议您先熟悉以下模块，了解DLI的基本功能和常用操作。

模块 说明

产品介绍 DLI服务的介绍文档，从服务的常用概念、产品优势、应用场景、计费
说明、权限管理等多个方面进行介绍，让您初步了解数据湖探索DLI。

快速入门 DLI服务的快速使用指导，通过一些示例指导您快速完成如何准备帐
号、准备环境、创建数据库及表、导入数据、运行SQL等操作。

SQL编辑器 您需要在提交作业分析数据前掌握SQL编辑器的使用。

 

如果您是数据分析师

如果您是数据分析师，建议您先熟悉以下模块，掌握DLI支持的Spark、Flink等常用
SQL语法，帮助你查询分析业务数据。

组件 模块 说明

Spark相关 数据库相关 在Spark场景下的创建数据库、删除数据库以及查看数
据库等数据库操作语法。

表相关 在Spark场景下的创建表、修改表，删除表等语法。

跨源连接相
关

跨源连接访问HBase、OpenTSDB、DWS、RDS、CSS、
DCS及DDS场景的下的语法。

自定义函数 Spark支持通过创建自定义函数来满足更多的计算需
求。

内置函数 支持数学函数、日期函数、字符串函数、聚合函数、分
析窗口函数等内置函数进行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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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模块 说明

Flink
OpenSour
ce SQL相
关

数据定义语
句DDL

● 创建Kafka、DIS、JDBC、DWS、Redis、HBase、
userDefined等source流获取数据，作为作业的输入
数据。

● 创建ClickHouse、Kafka、DIS、DWS、Redis、
SMN、HBase、Elasticsearch及userDefined结果
表，用于将Flink作业输出数据写入到该表中。

● 创建JDBC、DWS、HBase的维表用于与Flink的输入
流进行连接。

数据操作语
句DML

支持查询、集合操作、窗口函数、JOIN等相关语法操作
进行数据分析。

自定义函数 DLI支持的UDF自定义函数、UDTF自定义表值函数、
UDAF自定义聚合函数的语法介绍和操作说明。

内置函数 DLI支持的数学运算函数、字符串函数、时间函数、条件
函数、类型转换函数、集合函数、值构建函数、属性访
问函数、Hash函数、聚合函数、表值函数语法介绍和使
用示例。

Flink SQL
相关

创建输入流 创建source流从CloudTable、DIS、DMS、EdgeHub、
Kafka、OBS中获取数据，作为作业的输入数据。

创建输出流 DLI提供将作业的输出数据写入到CloudTable、
OpenTSDB、Elasticsearch、DCS、DDS、DIS、DMS、
DWS、HBase、RDS、Kafka中的语法操作。

创建中间流 中间流用来简化SQL逻辑，若SQL逻辑比较复杂，可以
写多个SQL语句，用中间流进行串接。

创建维表 创建Redis、RDS的维表和Flink的输入流进行连接。

 

如果您是开发工程师

如果您拥有一定的开发经验，想要基于DLI现有能力进行更复杂的数据分析和开发，建
议您学习和掌握以下功能模块。

模块 说明

开发指南 提供样例代码参考，您可以基于Flink、Spark的API进行二次开发，构
建自己的应用Jar包，提交到DLI队列运行。

SDK参考 SDK是对DLI提供的REST API进行封装，便于您可以直接调用DLI SDK
提供的接口函数实现使用DLI业务能力的目的。

API参考 您可以调用DLI提供的API接口完成数据分析等业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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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注册华为云帐号并进行服务授权

使用数据湖探索服务之前，您需要注册华为云帐号，进行实名认证并进行服务授权。

说明

注册华为云后，如果需要对DLI资源进行精细管理，请使用IAM服务创建IAM用户及用户组，并
授权，以使得IAM用户获得具体的操作权限。

注册华为云帐号

如果您已完成华为云帐号注册，可跳过该步骤。

步骤1 打开华为云官方网站。

步骤2 单击华为云官网右上角“注册”进入注册页面。

步骤3 在注册页面，根据提示信息完成注册。具体操作可参见账号注册。

----结束

实名认证

根据国家法律规定，所有用户必须完成实名认证后才能使用云服务。

如果您已完成实名认证，可跳过该步骤。具体操作可参见实名认证。

服务授权

登录华为云，进入数据湖探索管理控制台后，为保证正常使用数据湖探索功能，建议
先进行委托权限设置。

第一次登录时进行设置后，后续无需重复设置。如果需要进行调整，可在“全局配
置”>“服务授权”中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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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帐号登录后，在数据湖探索产品页面，单击“进入控制台”。

2. 进入管理控制台，进入“服务授权”页面，参考表2-1，根据需要勾选对应委托权
限，单击“更新委托授权”。

说明

授权需要主帐号或者用户组admin中的子帐号进行操作。

3. 同意授权后，DLI将在统一身份认证服务IAM为您创建名为dli_admin_agency的委
托，授权成功后，可以进入服务委托列表查看。详细可以参考下图，单击界面链
接查看。注意：委托dli_admin_agency创建成功后，请勿删除。

表 2-1 DLI 委托权限列表

权限名 详细信息 备注

Tenant
Administrator (全局
服务)

DLI Flink作业访问和使用OBS或
者DWS数据源、日志转储（包括
桶授权）、开启checkpoint、作
业导入导出等，需要获得访问和
使用OBS（对象存储服务）的
Tenant Administrator权限。

由于云服务缓存需要
时间，该权限60分钟
左右才能生效。

DIS Administrator DLI Flink作业访问和使用DIS数
据源，需要获得访问和使用DIS
（数据接入服务）的DIS
Administrator权限。

由于云服务缓存需要
时间，该权限30分钟
左右才能生效。

CloudTable
Administrator

DLI Flink作业访问和使用
CloudTable数据源，需要获得访
问和使用CloudTable（表格存储
服务）的CloudTable
Administrator权限。

由于云服务缓存需要
时间，该权限3分钟
左右才能生效。

VPC Administrator DLI跨源连接需要使用VPC、子
网、路由、对等连接功能，因此
需要获得使用VPC（虚拟私有
云）的VPC Administrator权限。

由于云服务缓存需要
时间，该权限3分钟
左右才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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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名 详细信息 备注

SMN Administrator DLI作业执行失败需要通过SMN
发送通知消息，因此需要获得访
问和使用SMN（消息通知服务）
的SMN Administrator权限。

由于云服务缓存需要
时间，该权限3分钟
左右才能生效。

Tenant
Administrator(项目
级)

DLI 边缘Flink作业执行需要使用
IEF（智能边缘平台）服务，IEF
服务必须具有Tenant
Administrator权限才能运行。使
用其他必须具有Tenant
Administrator权限才能运行的服
务也需要获得该权限。

由于云服务缓存需要
时间，该权限3分钟
左右才能生效。

IAM
ReadOnlyAccess

DLI对未登陆过DLI的用户进行授
权时，需获取IAM用户相关信
息。因此需要IAM
ReadOnlyAccess权限。

由于云服务缓存需要
时间，该权限3分钟
左右才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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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建并提交 Spark SQL 作业

使用DLI提交Spark SQL作业查询数据。基本流程如下：

步骤1：登录华为云控制台

步骤2：上传数据至OBS

步骤3：登录DLI管理控制台

步骤4：创建队列

步骤5：创建数据库

步骤6：创建表

步骤7：查询数据

如下操作以查询OBS的数据为例，DLI的数据查询操作类同。

步骤 1：登录华为云控制台

1. 打开华为云首页。

2. 在页面右上方单击“登录”，在登录页面输入“帐号名”和“密码”，单击“登
录”。

步骤 2：上传数据至 OBS

DLI可以查询存储在OBS中的数据，查询数据前，需要将数据文件上传至OBS中。

1. 在华为云页面的上方导航栏中，选择“产品”。

2. 在基础服务列表中，单击“存储”中的“对象存储服务OBS”。

3. 在OBS服务产品页，单击“进入控制台”，进入OBS管理控制台页面。

4. 创建一个桶，桶名全局唯一，这里以桶名“obs1”为例。

a. 单击页面右上角“创建桶”。

b. 进入“创建桶”页面，选择“区域”，输入“桶名称”。其他参数保持默认
值或根据需要选择。

说明

创建OBS桶时，需要选择与DLI管理控制台相同的区域，不可跨区域执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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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单击“立即创建”。

5. 单击所建桶“obs1”，进入“概览”页面。

6. 单击左侧列表中的“对象”，选择“上传对象”，将需要上传的文件
“sampledata.csv”上传到指定目录，单击“上传”。

“sampledata.csv”样例文件可以通过新建“sampledata.txt”，复制如下英文逗
号分隔的文本内容，再另存为“sampledata.csv”。
12,test

文件上传成功后，待分析的文件路径为“obs://obs1/sampledata.csv”。

关于OBS管理控制台更多操作请参考《对象存储服务控制台指南》。

OBS上传文件指导，请参见《OBS工具指南》。

说明

针对大文件场景，由于OBS管理控制台对文件大小和数量限制较多，所以推荐使用OBS工
具上传大文件，如OBS Browser+或obsutil工具上传。

● OBS Browser+是一个比较常用的图形化工具，支持完善的桶管理和对象管理操作。推
荐使用此工具创建桶或上传对象。

● obsutil是一款用于访问管理OBS的命令行工具，对于熟悉命令行程序的用户，obsutil是
执行批量处理、自动化任务的好的选择。

您可以通过以下多种方式将文件上传至桶，OBS 终将这些文件以对象的形式存
储在桶中。

表 3-1 OBS 上传对象的不同访问方式

访问方式 上传对象方法

控制台 通过控制台上传对象

OBS Browser+ 通过OBS Browser+上传对象

obsutil 通过obsutil上传对象

SDK 使用SDK上传对象 ，具体参考各语言开发指南
的上传对象章节

API PUT上传 、POST上传

 

步骤 3：登录 DLI 管理控制台

1. 在华为云页面的上方导航栏中，选择“产品”。

2. 在列表中，选择“大数据”>“大数据计算”中的“数据湖探索 DLI”。

3. 在DLI服务产品页，单击“进入控制台”，进入DLI管理控制台页面。第一次进入
数据湖探索管理控制台需要进行授权，以获取访问OBS的权限。

说明：至少勾选“Tenant Administrator(全局服务)”权限。

步骤 4：创建队列

队列是使用DLI服务的基础，执行SQL作业前需要先创建队列。

● DLI有预置的可用队列“default”。若使用default队列，将按照扫描量计费。

● 用户也可根据需要自己创建队列。使用自建队列，将按照CU时或包年包月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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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DLI管理控制台，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SQL编辑器”，可进入SQL作业
“SQL编辑器”页面。

b.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队列页签，单击右侧的 创建队列。

图 3-1 创建队列

创建队列详细介绍请参考创建队列。

具体计费方式请参考《数据湖探索产品介绍》。

步骤 5：创建数据库

在进行数据查询之前还需要创建一个数据库，例如db1。

说明

“default”为内置数据库，不能创建名为“default”的数据库。

1. 在DLI管理控制台，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SQL编辑器”，可进入SQL作业“SQL
编辑器”页面。

2. 在“SQL编辑器”页面右侧的编辑窗口中，输入如下SQL语句，单击“执行”。阅
读并同意隐私协议，单击“确定”。
create database db1;

数据库创建成功后，新建的数据库db1会在左侧“数据库”列表中出现。

说明

在DLI管理控制台第一次单击“执行”操作时，需要阅读隐私协议，确认同意后才能执行作
业，且后续“执行”操作将不会再提示阅读隐私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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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创建表

数据库创建完成后，需要在数据库db1中基于OBS上的样本数据“obs://obs1/
sampledata.csv”创建一个表，例如table1。

1. 在“SQL编辑器”页面右侧的编辑窗口上方，选择队列“default”和数据库
“db1”。

2. 在编辑窗口中，输入如下SQL语句，单击“执行”。
create table table1 (id int, name string) using csv options (path 'obs://obs1/sampledata.csv');

表table1创建成功后，单击左侧“库表”页签，再单击db1，新创建的表table1会
在“表”区域下方显示。

步骤 7：查询数据

完成以上步骤后，就可以开始进行数据查询了。

1. 单击“SQL编辑器”页面左侧的“数据库”页签，选择新创建的表table1，双击
表，在右侧编辑窗口中，自动输入SQL查询语句，例如查询table1表的1000条数
据：
select * from db1.table1 limit 1000;

2. 单击“执行”，系统开始查询。

SQL语句执行成功后，可在SQL作业编辑窗口下方“查看结果”页签查看查询结
果。

后续指引

完成Spark SQL作业快速入门操作后，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Spark SQL作业相关操
作，建议您参考以下指引阅读。

分类 文档 说明

界面
操作

SQL编辑器 提供执行Spark SQL语句操作的界面指导，包含SQL编辑
器界面基本功能介绍、快捷键以及使用技巧等说明。

Spark SQL作业
管理

提供Spark SQL作业管理界面功能介绍。

Spark SQL模板
管理

DLI支持定制模板或将正在使用的SQL语句保存为模板，
便捷快速的执行SQL操作。

开发
指导

Spark SQL语法
参考

提供Spark SQL数据库、表、分区、导入及导出数据、自
定义函数、内置函数等语法说明和样例指导。

使用Spark作业
访问DLI元数据

提供Spark SQL作业开发的操作指引和样例代码参考。

Spark SQL 相关
API

提供Spark SQL相关API的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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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 TPC-H 样例模板开发并提交 Spark SQL
作业

为了便捷快速的执行SQL操作，DLI支持定制模板或将正在使用的SQL语句保存为模
板。保存模板后，不需编写SQL语句，可通过模板直接执行SQL操作。

当前系统提供了多条标准的TPC-H查询语句模板，可以根据当前需求选择使用。本样
例演示通过一个TPC-H样例模板开发并提交Spark SQL作业的基本流程：

步骤1：登录华为云

步骤2：登录DLI管理控制台

步骤3：执行TPC-H样例模板并查看结果

更多样例模板操作，请参考SQL模板管理。

步骤 1：登录华为云

1. 打开华为云首页。

2. 在页面右上方单击“登录”，在登录页面输入“帐号名”和“密码”，单击“登
录”。

步骤 2：登录 DLI 管理控制台

1. 在华为云页面的上方导航栏中，选择“产品”。

2. 在列表中，选择“大数据”>“大数据计算”中的“数据湖探索 DLI”。

3. 在DLI服务产品页，单击“进入控制台”，进入DLI管理控制台页面。

说明

第一次进入数据湖探索管理控制台需要进行授权，具体请参考服务授权。

步骤 3：执行 TPC-H 样例模板并查看结果

1. 在DLI管理控制台，选择“作业模板”>“SQL模板”>“样例模板”，在
“tpchQuery”下选择“Q1_价格摘要报告查询”样例模板，单击操作列的“执
行”进入“SQL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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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SQL编辑器”页面右侧的编辑窗口上方，“执行引擎”选择“spark”，“队
列”选择“default”，“数据库”选择“default”，单击“执行”。

3. SQL作业编辑窗口下方“查看结果”页签查看查询结果。

本示例使用系统预置的“default”队列和数据库进行演示，也可以在自建的队列和数
据库下执行。

创建队列请参考创建队列。创建数据库请参考创建数据库。

后续指引

完成TPC-H样例模板开发并提交Spark SQL作业操作后，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Spark
SQL作业相关操作，建议您参考以下指引阅读。

分类 文档 说明

界面
操作

SQL编辑器 提供执行Spark SQL语句操作的界面指导，包含SQL编辑
器界面基本功能介绍、快捷键以及使用技巧等说明。

Spark SQL作业
管理

提供Spark SQL作业管理界面功能介绍。

Spark SQL模板
管理

DLI支持定制模板或将正在使用的SQL语句保存为模板，
便捷快速的执行SQL操作。

开发
指导

Spark SQL语法
参考

提供Spark SQL数据库、表、分区、导入及导出数据、自
定义函数、内置函数等语法说明和样例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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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文档 说明

使用Spark作业
访问DLI元数据

提供Spark SQL作业开发的操作指引和样例代码参考。

Spark SQL 相关
API

提供Spark SQL相关API的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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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创建并提交 Spark Jar 作业

使用DLI提交Spark作业进行实时计算。基本流程如下：

步骤1：登录华为云

步骤2：上传数据至OBS

步骤3：登录DLI管理控制台

步骤4：创建队列

步骤5：创建程序包

步骤6：提交Spark作业

步骤 1：登录华为云

使用DLI服务，首先要登录华为云。

1. 打开华为云首页。

2. 在页面右上方单击“登录”，在登录页面输入“帐号名”和“密码”，单击“登
录”。

步骤 2：上传数据至 OBS
参考Spark作业样例代码开发Spark Jar作业程序，编译并打包为“spark-
examples.jar”。参考以下操作步骤上传该作业程序。

提交Spark作业之前，需要在OBS中上传数据文件。

1. 在华为云页面的上方导航栏中，选择“产品”。

2. 在基础服务列表中，单击“存储”中的“对象存储服务OBS”。

3. 在OBS服务产品页，单击“管理控制台”，进入OBS管理控制台页面。

4. 创建一个桶，桶名全局唯一，这里以桶名“dli-test-obs01”为例。

a. 单击“创建桶”。

b. 进入“创建桶”页面，选择“区域”，输入“桶名称”。其他参数保持默认
值或根据需要选择。

说明

创建OBS桶时，需要选择与DLI管理控制台相同的区域，不可跨区域执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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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单击“立即创建”。

5. 单击所建桶“dli-test-obs01”，进入“概览”页面。

6. 单击左侧列表中的“对象”，选择“上传文件”，将需要上传的文件，例如
“spark-examples.jar”上传到指定目录，单击“确定”。

例如，文件上传成功后，待分析的文件路径为“obs://dli-test-obs01/spark-
examples.jar”。

关于OBS管理控制台更多操作请参考《对象存储服务控制台指南》。

OBS上传文件指导，请参见《OBS工具指南》。

说明

针对大文件场景，由于OBS管理控制台对文件大小和数量限制较多，所以推荐使用OBS工
具上传大文件，如OBS Browser+或obsutil工具上传。

● OBS Browser+是一个比较常用的图形化工具，，支持完善的桶管理和对象管理操作。
推荐使用此工具创建桶或上传对象。

● obsutil是一款用于访问管理OBS的命令行工具，对于熟悉命令行程序的用户，obsutil是
执行批量处理、自动化任务的好的选择。

您可以通过以下多种方式将文件上传至桶，OBS 终将这些文件以对象的形式存
储在桶中。

表 5-1 OBS 上传对象的不同访问方式

访问方式 上传对象方法

控制台 通过控制台上传对象

OBS Browser+ 通过OBS Browser+上传对象

obsutil 通过obsutil上传对象

SDK 使用SDK上传对象 ，具体参考各语言开发指南
的上传对象章节

API PUT上传 、POST上传

 

步骤 3：登录 DLI 管理控制台

使用DLI提交Spark作业，需要先进入Spark作业编辑页面。

1. 在华为云页面的上方导航栏，选择“产品”。

2. 在列表中，选择“大数据”>“大数据计算”中的“数据湖探索 DLI”。

3. 在DLI服务产品页，单击“进入控制台”，进入DLI管理控制台页面。

说明

第一次进入数据湖探索管理控制台需要进行授权，以获取访问OBS的权限。请参考服务授
权。

步骤 4：创建队列

第一次提交Spark作业，需要先创建队列，例如创建名为“sparktest”的队列，队列类
型选择为“通用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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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DLI管理控制台的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队列管理”。

2. 单击“队列管理”页面右上角“购买队列”进行创建队列。

3. 创建名为“sparktest”的队列，队列类型选择为“通用队列”。创建队列详细介
绍请参考创建队列。

4. 单击“立即购买”，确认配置。

5. 配置确认无误，单击“提交”完成队列创建。

步骤 5：创建程序包

提交Spark作业之前需要创建程序包，例如“spark-examples.jar”。

1. 在管理控制台左侧，单击“数据管理”>“程序包管理”。

2. 在“程序包管理”页面，单击右上角“创建”可创建程序包。

3. 在“创建程序包”对话框，“包类型”选择“JAR”，“OBS路径”选择步骤2：
上传数据至OBS中“spark-examples.jar”的包路径，“分组设置”参数选择为
“不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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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确定”，完成创建程序包。

程序包创建成功后，您可以在“程序包管理”页面查看和选择使用对应的包。

创建程序包详细介绍请参考创建程序包。

步骤 6：提交 Spark 作业

1. 在DLI管理控制台，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作业管理”>“Spark作业”，单击“创
建作业”，进入创建Spark作业页面。

2. 在Spark作业编辑页面中，“所属队列”选择步骤4：创建队列中创建的队列，
“应用程序”选择步骤5：创建程序包创建的程序包。

其他参数请参考创建Spark作业中关于Spark作业编辑页面的说明。

3. 单击Spark作业编辑页面右上方“执行”，阅读并同意隐私协议，单击“确定”。
提交作业，页面显示“作业提交成功”。

4. （可选）可到“作业管理”>“Spark作业”页面查看提交作业的状态及日志。

说明

在DLI管理控制台第一次单击“执行”操作时，需要阅读隐私协议，同意确定后，后续操作
将不会再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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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指引

完成Spark Jar作业快速入门操作后，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Spark Jar作业相关操作，
建议您参考以下指引阅读。

分类 文档 说明

界面
操作

Spark Jar作
业管理

提供Spark Jar作业管理界面功能介绍。

Spark程序包
管理

针对不同角色用户，您可以通过权限设置分配不同的程序
包组或程序包，不同用户之间的作业效率互不影响，保障
作业性能。

开发
指南

Spark SQL语
法参考

提供Spark SQL相关的数据库、表、分区、导入及导出数
据、自定义函数、内置函数等语法说明和样例指导。

Spark Jar 相
关API

提供Spark Jar相关API的使用说明。

Spark 作业
SDK参考

提供执行Spark批处理作业的接口样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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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创建并提交 Flink OpenSource SQL 作业

使用DLI提交Flink OpenSource SQL作业进行实时计算。基本流程如下：

步骤1：登录华为云控制台

步骤2：准备数据源通道

步骤3：准备数据输出通道

步骤4：创建OBS桶保存输出数据

步骤5：创建队列

步骤6：创建DLI连接Kafka的增强型跨源连接

步骤7：创建DLI连接RDS的增强型跨源连接

步骤8：创建Flink OpenSource SQL作业

样例场景需要创建一个Flink OpenSource SQL作业，并且该作业有一个输入流和一个
输出流。输入流用于从Kafka读取数据，输出流用于将数据写入到RDS中。

步骤 1：登录华为云控制台

使用DLI服务，首先要登录华为云。

1. 打开华为云首页。

2. 在页面右上方单击“登录”，在登录页面输入“帐号名”和“密码”，单击“登
录”。

步骤 2：准备数据源通道

DLI Flink作业支持其他服务作为数据源和数据输出通道，具体内容请参见准备Flink作
业数据 。

本样例中，假设作业名称为“JobSample”，采用Kafka服务作为数据源，开通数据接
入服务，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Kafka实例

1. 创建Kafka相关依赖资源

在创建Kafka实例前您需要提前准备相关依赖资源，包括VPC、子网和安全组，并
配置安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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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VPC和子网的操作指导请参考创建虚拟私有云和子网，若需要在已有VPC
上创建和使用新的子网，请参考为虚拟私有云创建新的子网。

说明

● 创建的VPC与使用的Kafka服务应在相同的区域。

● 创建VPC和子网时，如无特殊需求，配置参数使用默认配置即可。

– 创建安全组的操作指导请参考创建安全组，为安全组添加规则的操作指导请
参考添加安全组规则。

更多信息请参考《分布式消息服务Kafka用户指南》中的“准备实例依赖资源”章
节。

2. 创建用于作业输入流的Kafka专享版实例

a. 登录分布式消息服务Kafka管理控制台。

b. 在管理控制台左上角选择区域。

c. 在“Kafka专享版”页面，单击右上角“购买Kafka实例”配置相关参数。实
例信息如下：

▪ 计费模式：按需付费

▪ 区域：选择与DLI服务相同的区域

▪ 项目：默认

▪ 可用区：默认

▪ 实例名称：kafka-dliflink

▪ 企业项目：default

▪ 版本：默认

▪ CPU架构：默认

▪ 规格：选择对应的规格

▪ 代理个数：默认

▪ 存储空间：默认

▪ 容量阈值策略：默认

▪ 虚拟私有云，子网：选择1中创建的虚拟私有云和子网。

▪ 安全组：选择1中创建的安全组。

▪ Manager用户名：dliflink（用于登录实例管理页面）

▪ 密码：****（请妥善管理密码，系统无法获取您设置的密码内容）

▪ 确认密码：****

▪ 更多配置：暂不配置。

d. 单击“立即购买”，弹出“规格确认”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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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确认实例信息无误且阅读并同意《华为云用户协议》后，单击“提交”，完
成实例创建。

3. 创建Kafka的topic。

a. 单击购买的Kafka实例名称，进入到Kafka实例的基本信息页面。

b. 单击“Topic管理 > 创建Topic”，创建一个Topic。Topic配置参数如下：

▪ Topic名称。本示例输入为：testkafkatopic。

▪ 分区数：1。

▪ 副本数：1。

其他参数保持默认即可。

步骤 3：准备数据输出通道

采用RDS作为数据输出通道，创建RDS MySQL实例，具体操作请参见《云数据库
MySQL快速入门》中的“MySQL快速入门”章节。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管理控制台左上角选择区域和项目。

3. 单击“购买数据库实例”配置相关参数。主要参数的填下说明如下，其他参数保
持默认值即可。

– 计费模式：按需付费

– 区域：选择与DLI服务相同的区域

– 实例名称：rds-dliflink
– 数据库引擎：MySQL
– 数据库版本：8.0
– 实例类型：主备

– 存储类型：SSD云盘

– 主可用区：自定义

– 备可用区：自定义

– 时区：默认

– 性能规格：2 vCPUs | 8 GB
– 存储空间：40GB
– 虚拟私有云、子网：选择1中创建的虚拟私有云和子网。

– 数据库端口：3306
– 安全组：选择1中创建的安全组。

– 管理员密码：****（请妥善管理密码，系统无法获取您设置的密码内容）

– 确认密码：****
– 参数模板：Default-MySQL-8.0
– 只读实例：暂不购买

4. 单击“立即购买”，确认规格信息。

5. 单击“提交”，完成RDS实例的创建。

6. 登录MySQL，并使用下述命令在Flink库下创建orders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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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MySQL，单击“SQL窗口”，在SQL查询页面输入以下创建表语句，创建
RDS MySQL表。
CREATE TABLE `flink`.`orders` (
    `order_id` VARCHAR(32) NOT NULL,
    `order_channel` VARCHAR(32) NULL,
    `order_time` VARCHAR(32) NULL,
    `pay_amount` DOUBLE UNSIGNED NOT NULL,
    `real_pay` DOUBLE UNSIGNED NULL,
    `pay_time` VARCHAR(32) NULL,
    `user_id` VARCHAR(32) NULL,
    `user_name` VARCHAR(32) NULL,
    `area_id` VARCHAR(32) NULL,
    PRIMARY KEY (`order_id`)
)    ENGINE = InnoDB
    DEFAULT CHARACTER SET = utf8mb4
    COLLATE = utf8mb4_general_ci;

步骤 4：创建 OBS 桶保存输出数据

在本样例中，需要为作业“JobSample”开通对象存储服务（OBS），为DLI Flink作业
提供Checkpoint、保存作业日志和调试测试数据的存储功能。

具体操作请参见《对象存储服务控制台指南》中的“创建桶”章节。

1. 在OBS管理控制台左侧导航栏选择“对象存储”。

2. 在页面右上角单击“创建桶”，配置桶参数。

– 区域：选择与DLI服务相同的区域

– 桶名称：具体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桶名，例如当前选择：obstest
– 存储类别：标准存储

– 桶策略：私有

– 默认加密：关闭

– 归档数据直读：关闭

– 企业项目：default
– 标签：不填写

3. 单击“立即创建”。

步骤 5：创建队列

创建DLI Flink OpenSource SQL作业，不能使用系统已有的default队列，需要您创建
队列，例如创建名为“Flinktest”的队列。创建队列详细介绍请参考创建队列。

1. 登录DLI管理控制台总览页，单击右上角“购买队列”进入购买队列页面。

第一次进入数据湖探索管理控制台需要进行授权，以获取访问OBS的权限。

2. 配置参数。

– 计费模式：按需计费

– 当前区域：默认区域

– 项目：默认或按需选择

– 队列名称：Flinktest
– 队列类型：通用队列。勾选“专属资源模式”。

– AZ策略：单AZ
– 队列规格：16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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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项目：default
– 描述：不填

– 高级选项：自定义配置

– 网段：配置的网段不能与Kafka的子网网段冲突

– 标签：不填

3. 单击“立即购买”，确认配置。

4. 配置确认无误，提交请求。

由于队列绑定集群需要时间，创建后需等待10~15分钟后，队列才可正常使用。

步骤 6：创建 DLI 连接 Kafka 的增强型跨源连接

创建DLI Flink作业，还需要创建增强型跨源连接。具体操作请参考创建增强型跨源连
接。

说明

● 增强型跨源仅支持包年包月队列和按需专属队列。

● 绑定跨源的DLI队列网段和数据源网段不能重合。

● 系统default队列不支持创建跨源连接。

● 访问跨源表需要使用已经创建跨源连接的队列。

步骤1 在Kafka的安全组上放通DLI队列网段

1. 在Kafka管理控制台，选择“Kafka专享版”，单击对应的Kafka名称，进入到
Kafka的基本信息页面。

2. 在“连接信息”中获取该Kafka的“内网连接地址”，在“基本信息”的“网络”
中获取该实例的“虚拟私有云”和“子网”信息，方便后续操作步骤使用。

3. 单击“网络”中的安全组名称，在“入方向规则”中添加放通队列网段的规则。

例如，本示例队列网段为“10.0.0.0/16”，则规则添加为：优先级选为：1，策略
选为：允许，协议选择：TCP，端口值不填，类型：IPV4，源地址为：
10.0.0.0/16，单击“确定”完成安全组规则添加。

步骤2 创建DLI队列连接Kafka的增强型跨源连接。

1. 登录DLI管理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跨源管理”，在跨源管理界面，单击
“增强型跨源”，单击“创建”。

2. 在增强型跨源创建界面，配置具体的跨源连接参数。具体参考如下。

– 连接名称：设置具体的增强型跨源名称。本示例输入为：dli_kafka。

– 弹性资源池：选择步骤5：创建队列中已经创建的队列名称。

– 虚拟私有云：选择Kafka的虚拟私有云。

– 子网：选择Kafka的子网。

– 其他参数可以根据需要选择配置。

参数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完成增强型跨源配置。单击创建的跨源连接名
称，查看跨源连接的连接状态，等待连接状态为“已激活”后可以进行后续步
骤。

3. 单击“资源管理 > 队列管理”，选择操作的队列，本示例为步骤5：创建队列中
创建的队列，在操作列，单击“更多 > 测试地址连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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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测试连通性”界面，地址栏输入“Kafka内网地址:Kafka数据库端口”，单击
“测试”测试DLI到Kafka网络是否可达。注意多个地址要分开单独测试。

----结束

步骤 7：创建 DLI 连接 RDS 的增强型跨源连接

步骤1 在RDS的安全组上放通DLI队列网段。

如果RDS和Kafka在同一VPC下的同一安全组，则无需重复执行此步骤，在步骤步骤1
中已在该安全组放通DLI的队列网段。

1. 在RDS管理控制台，选择“实例管理”，单击对应的RDS实例名称，进入到RDS的
基本信息页面。

2. 在“基本信息”的“连接信息”中获取该实例的“内网地址”、“数据库端
口”、“虚拟私有云”和“子网”信息，方便后续操作步骤使用。

3. 单击“连接信息”中的安全组名称，在“入方向规则”中添加放通队列网段的规
则。例如，本示例队列网段为“10.0.0.0/16”，则规则添加为：优先级选为：1，
策略选为：允许，协议选择：TCP，端口值不填，类型：IPV4，源地址为：
10.0.0.0/16，单击“确定”完成安全组规则添加。

步骤2 创建DLI队列连接RDS的增强型跨源连接。

如果RDS和Kafka在同一VPC和子网，则无需重复执行此步骤，在步骤步骤2中创建的
增强型跨源连接已将网络打通。

如果Kafka和RDS实例分别在两个VPC和子网下，则要执行以下步骤创建DLI队列连接
RDS的增强型跨源连接。

1. 登录DLI管理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跨源管理”，在跨源管理界面，单击
“增强型跨源”，单击“创建”。

2. 在增强型跨源创建界面，配置具体的跨源连接参数。具体参考如下。

– 连接名称：设置具体的增强型跨源名称。本示例输入为：dli_rds。
– 弹性资源池：选择步骤5：创建队列中已经创建的队列名称。

– 虚拟私有云：选择RDS的虚拟私有云。

– 子网：选择RDS的子网。

– 其他参数可以根据需要选择配置。

参数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完成增强型跨源配置。单击创建的跨源连接名
称，查看跨源连接的连接状态，等待连接状态为：“已激活”后可以进行后续步
骤。

3. 单击“资源管理 > 队列管理”，选择操作的队列，本示例为步骤5：创建队列中
创建的队列，在操作列，单击“更多 > 测试地址连通性”。

4. 在“测试连通性”界面，地址栏输入“RDS内网地址:RDS数据库端口”，单击
“测试”测试DLI到RDS网络是否可达。

----结束

步骤 8：创建 Flink OpenSource SQL 作业

准备好数据源和数据输出通道之后，就可以创建Flink OpenSource SQL作业了。

1. 在DLI管理控制台的左侧导航栏中，单击“作业管理 > Flink作业”，进入“Flink
作业”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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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Flink作业”页面右上角单击“创建作业”，弹出“创建作业”对话框。配置
参数：

– 类型：Flink OpenSource SQL
– 名称：JobSample
– 描述：不填

– 模板名称：不选择

– 标签：不填

3. 单击“确定”，进入作业“编辑”页面。

4. 设置作业运行参数。配置必选参数：

– 所属队列：Flinktest
– Flink版本：选择1.12。

– 保存作业日志：勾选。

– OBS桶：选择保存作业日志的OBS桶，根据提示进行OBS桶权限授权。

– 开启Checkpoint：勾选。

其余参数可不用配置。

5. 单击“保存”，保存作业和相关参数。

6. 编辑Flink OpenSource SQL作业。

在Flink OpenSource SQL语句编辑区域，输入详细的Flink OpenSource SQL语
句。具体如下，注意以下加粗的参数值都需要根据注释提示修改。
CREATE TABLE kafkaSource (
  order_id string,
  order_channel string,
  order_time string, 
  pay_amount double,
  real_pay double,
  pay_time string,
  user_id string,
  user_name string,
  area_id string
) WITH (
  'connector' = 'kafka',
  'topic' = 'testkafkatopic',// 要写入kafka的topic,进入kafka控制台，单击已创建的Kafka实例名称，在
Topic管理查看Topic名称
  'properties.bootstrap.servers' = "192.168.0.237:9092,192.168.0.252:9092,192.168.0.137:9092", // 替
换为kafka的内网连接地址和端口,
  'properties.group.id' = 'GroupId',
  'scan.startup.mode' = 'latest-offset',
  'format' = 'json'
);

CREATE TABLE jdbcSink (
  order_id string,
  order_channel string,
  order_time string,
  pay_amount double,
  real_pay double,
  pay_time string,
  user_id string,
  user_name string,
  area_id string
) WITH (
  'connector' = 'jdbc',
  'url' = "jdbc:mysql://172.16.0.116:3306/rds-dliflink",// testrdsdb为创建的RDS的数据库名，IP和端口
替换为RDS MySQL的实例IP和端口
  'table-name' = 'orders',
  'username' = "xxxxx",  // 替换为RDS MySQL的实例的用户名
  'password' ="xxxxx",  // 替换为RDS MySQL的实例的用户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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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k.buffer-flush.max-rows' = '1'
);

insert into jdbcSink select * from kafkaSource;

7. 单击“语义校验”，确保语义校验成功。

8. 单击“启动”，进入“启动Flink作业”页面，确认作业规格和费用后，单击“立
即启动”，启动作业。

启动作业后，系统将自动跳转到Flink作业管理页面，新创建的作业将显示在作业
列表中，在“状态”列中可以查看作业状态。作业提交成功后，状态将由“提交
中”变为“运行中”。

如果作业状态为“提交失败”或“运行异常”，表示作业提交或运行失败。用户
可以在作业列表中的“状态”列中，将鼠标移动到状态图标上查看错误信息，单

击 可以复制错误信息。根据错误信息解决故障后，重新提交。

如果以上错误信息不足以定位问题，还可以参考Flink作业运行异常，如何定位，
从OBS桶中下载作业日志对问题进一步定位。

9. 连接Kafka集群，向Kafka相应的topic中发送如下测试数据：

Kafka生产和发送数据的方法请参考：连接实例生产消费信息。
{"order_id":"202103241000000001", "order_channel":"webShop", "order_time":"2021-03-24 10:00:00", 
"pay_amount":"100.00", "real_pay":"100.00", "pay_time":"2021-03-24 10:02:03", "user_id":"0001", 
"user_name":"Alice", "area_id":"330106"} 

{"order_id":"202103241606060001", "order_channel":"appShop", "order_time":"2021-03-24 16:06:06", 
"pay_amount":"200.00", "real_pay":"180.00", "pay_time":"2021-03-24 16:10:06", "user_id":"0001", 
"user_name":"Alice", "area_id":"330106"}

10. 查看表中数据，在MySQL中执行sql查询语句。
select * from order；

其结果参考如下（注意，以下数据为从MySQL中复制的结果，并不是MySQL中的
数据样式）。
202103241000000001,webShop,2021-03-24 10:00:00,100.0,100.0,2021-03-24 10:02:03,0001,Alice,
330106
202103241606060001,appShop,2021-03-24 16:06:06,200.0,180.0,2021-03-24 16:10:06,0001,Alice,
330106

后续指引

完成Flink OpenSource SQL作业快速入门操作后，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Flink
OpenSource SQL作业相关操作，建议您参考以下指引阅读。

分类 文档 说明

界面
操作

Flink作业管理 提供Flink作业管理界面功能介绍。

Flink模板管理 提供Flink作业样例模板和自定义模板功能介绍。您可以
根据习惯和业务需要自定义作业模板，方便后续创建提交
作业。

开发
指南

Flink SQL语法
参考

提供Flink OpenSource SQL创建源表、结果表和维表的
语法说明和样例指导。

Flink作业样例 提供Flink作业程序开发的样例指导。

使用Flink Jar
写入数据到
OBS

提供Flink如果将数据处理后写入到OBS的样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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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文档 说明

Flink作业相关
API

提供Flink相关API的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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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创建增强型跨源连接访问 RDS

创建增强型跨源连接访问云数据库RDS。基本流程如下：

步骤1：登录华为云

步骤2：创建RDS MySQL实例

步骤3：创建RDS数据库表

步骤4：登录DLI管理控制台

步骤5：创建队列

步骤6：创建增强型跨源连接

步骤7：提交SQL作业

样例场景需要创建RDS MySQL实例，RDS数据库表，以及DLI增强型跨源连接，通过
Spark SQL作业访问RDS数据库表。

步骤 1：登录华为云

使用DLI服务，首先要登录华为云。

1. 打开华为云首页。

2. 在页面右上方单击“登录”，在登录页面输入“帐号名”和“密码”，单击“登
录”。

步骤 2：创建 RDS MySQL 实例

本样例中，假设作业名称为“JobSample”，采用RDS服务作为数据源，创建RDS
MySQL实例，具体操作请参见《云数据库MySQL快速入门》中的“MySQL快速入
门”章节。

1. 在页面左上角单击，选择“数据库 > 云数据库 RDS”，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2. 在管理控制台左上角选择区域和项目。

3. 在“实例管理”页面，单击“购买数据库实例”。

4. 在“服务选型”页面，选择计费模式，填写并选择实例相关信息后，单击“立即
购买”。

相关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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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费模式：按需计费

– 区域：租户当前所在区域，也可在页面左上角切换

– 实例名称：默认

– 数据库引擎：MySQL
– 数据库版本：8.0
– 实例类型：单机

– 存储类型：SSD云盘

– 可用区：默认

– 时区：默认

– 性能规格：默认

– 存储空间：默认

– 磁盘加密：不加密

– 虚拟私有云：创建VPC和子网的操作指导请参考创建虚拟私有云和子网，若
需要在已有VPC上创建和使用新的子网，请参考为虚拟私有云创建新的子
网。

说明

● 创建的VPC与使用的RDS服务应在相同的区域。

● 创建VPC和子网时，如无特殊需求，配置参数使用默认配置即可。

– 数据库端口：创建主实例加只读实例时，只读实例和主实例数据端口保持一
致。

– 内网安全组：创建安全组的操作指导请参考创建安全组，为安全组添加规则
的操作指导请参考添加安全组规则。

– 设置密码：现在设置

– 管理员账号：root
– 管理员密码： 密码应为8~32个字符。密码中需要包含大写字母、小写字母、

数字或特殊字符中的三种。

– 确认密码：输入同样的密码

– 参数模板：默认

– 表名大小写： 不区分大小写

– 企业项目：default
– 标签：不设置

– 购买数量：1
– 只读实例：暂不购买

5. 单击“立即购买”，进入“规格确认”页面。

6. 单击“提交”，完成购买RDS MySQL实例。

7. 实例创建成功后，用户可以在“实例管理”页面对其进行查看和管理。

创建实例过程中，状态显示为“创建中”，创建完成的实例状态显示为“正
常”。您可以通过“任务中心”查看详细进度和结果。

步骤 3：创建 RDS 数据库表

1. 登录RDS管理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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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管理控制台左上角选择区域和项目。

3. 在“实例管理页面”，找到您已经创建的RDS实例，获取其内网地址。

图 7-1 内网地址

4. 单击所创建RDS实例的“登录”，跳转至“数据管理服务-DAS”。输入相关账户
信息，单击“测试连接”。显示连接成功后，单击“登录”，进入“实例登录”
页面。

图 7-2 登录 RDS

图 7-3 实例登录

5. 登录RDS实例后，单击“新建数据库”，创建名称为“dli_demo”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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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创建数据库

6. 单击“SQL操作”>“SQL查询”，执行如下SQL创建测试用MySQL表。
CREATE TABLE `dli_demo`.`tabletest` (
    `id` VARCHAR(32) NOT NULL,
    `name` VARCHAR(32) NOT NULL,
    PRIMARY KEY (`id`)
)    ENGINE = InnoDB
    DEFAULT CHARACTER SET = utf8mb4;

步骤 4：登录 DLI 管理控制台

1. 在华为云官网首页的上方导航栏中，单击“产品”页签。

2. 在列表中，选择“大数据”>“大数据计算”中的“数据湖探索 DLI”。

3. 在DLI服务产品页，单击“管理控制台”，进入DLI管理控制台页面。第一次进入
数据湖探索管理控制台需要进行授权，以获取访问OBS的权限。

步骤 5：创建队列

运行DLI SQL跨源作业，不能使用系统已有的default队列，需要您创建SQL队列，例如
创建名为“test”的队列。创建队列详细介绍请参考创建队列。

1. 在DLI管理控制台总览页，单击右上角“购买队列”进入购买队列页面。

2. 配置参数。

– 计费模式：按需计费

– 当前区域：默认区域

– 队列名称：test
– 队列类型：SQL队列。勾选“专属资源模式”。

– AZ策略：单AZ
– CPU架构：X86
– 队列规格：16CUs
– 企业项目：default
– 描述：不填

– 高级配置：自定义配置

– 网段：配置的网段不能与RDS的子网网段冲突

– 队列特性：基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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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签：不填

3. 单击“立即购买”，确认配置。

4. 配置确认无误，提交请求。

步骤 6：创建增强型跨源连接

创建增强型跨源连接具体操作请参考创建增强型跨源连接

说明

● 增强型跨源仅支持包年包月队列和按需专属队列。

● 绑定跨源的DLI队列网段和数据源网段不能重合。

● 系统default队列不支持创建跨源连接。

● 访问跨源表需要使用已经创建跨源连接的队列。

1. 在DLI管理控制台左侧导航栏中，单击“资源管理 > 队列管理”，可以在队列列表
中看到您所创建的SQL队列test。

2. 单击“全局配置”>“服务授权”，选中“VPC Administrator”，单击“更新委
托权限”，赋予DLI操作用户VPC资源的权限，用于创建VPC的“对等连接”。

图 7-5 更新委托权限

3. 在DLI管理控制台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跨源连接”。

4. 选择“增强型跨源”页签，单击左上角的“创建”按钮。配置参数：

– 连接名称：dlirds
– 弹性资源池：test

说明

如果创建增强型跨源连接时，不确定所绑定的队列，可先不绑定，等待跨源连接创建
成功后，在对应跨源连接的“操作”列中，通过“更多 > 绑定队列”操作进行绑定，
具体请参考绑定队列。

– 虚拟私有云：选择MySQL 实例所在的VPC

说明

在RDS控制台“实例管理”页面，单击对应实例名称，查看“连接信息”>“虚拟私
有云”，即可获取对应信息。

– 子网：选择MySQL 实例所在的子网

说明

在RDS控制台“实例管理”页面，单击对应实例名称，查看“连接信息”>“子
网”，即可获取对应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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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确定”，完成创建增强型跨源连接。

6. 在“增强型跨源”页签，单击创建的连接名称：dlirds，查看对等连接ID及连接状
态，连接状态为“已激活”表示连接成功。

7. 测试队列与RDS实例连通性。

a. 单击“队列管理”，选择您所绑定的队列，单击“操作”列中的“更
多”>“测试地址连通性”。

图 7-6 检测地址连通性

b. 输入RDS MySQL实例内网地址，进行网络连通性测试。

说明

在RDS控制台“实例管理”页面，单击对应实例名称，查看“连接信息”>“内网地
址”，即可获取对应信息。

测试结果显示可达，则DLI队列与MySQL实例的网络已经联通。

图 7-7 测试结果

如果测试结果不可达，需要修改实例所在VPC的安全组规则。具体操作参考
如下：

▪ DLI管理控制台，单击“资源管理 > 队列管理”，选择绑定的队列，点开
队列左边的箭头，查看队列详情，获取队列的网段信息。

▪ 在RDS控制台“实例管理”页面，单击对应实例名称，查看“连接信
息”>“数据库端口”，获取RDS数据库实例端口。

▪ 单击“连接信息”>“安全组”对应的安全组名称，跳转到RDS实例安全
组管理界面。单击“入方向规则 > 添加规则”，协议选择“TCP”，端
口选择RDS数据库实例端口，源地址填写DLI队列的网段。单击“确定”
完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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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 安全组规则

▪ 完成配置后，重新进行网络连通性测试。

步骤 7：提交 SQL 作业

此示例中以SQL作业为例说明如何跨源访问RDS表。通过Spark批作业跨源访问RDS的
样例代码，请参考《数据湖探索开发指南》>使用Spark作业跨源访问数据源>访问
RDS。

提交SQL作业具体步骤请参考创建并提交Spark SQL作业。

1. 在DLI管理控制台的左侧导航栏中，单击“SQL编辑器”，进入SQL作业编辑器页
面。

2. 在“SQL编辑器”页面右侧的编辑窗口中，输入如下SQL语句创建数据库db1，单
击“执行”。
create database db1;

3. 在编辑窗口中，选择队列“test”和数据库“db1”。输入如下SQL语句创建表，
向RDS表插入数据，以及查询数据，单击“执行”。

根据界面显示的执行结果查询RDS表数据信息，整个操作完成。
CREATE TABLE IF NOT EXISTS rds_test USING JDBC OPTIONS (
'url' = 'jdbc:mysql://{{ip}}:{{port}}',  //RDS内网地址及端口
'driver' = 'com.mysql.jdbc.Driver',
'dbtable' = 'dli_demo.tabletest', //在RDS创建的库名及表名
'user' = 'root',
'password' = 'xxxx'  //RDS设置的密码
)

insert into rds_test VALUES ('123','abc');

SELECT * from rds_test;

后续指引

完成增强型跨源连接访问RDS快速入门操作后，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跨源连接的相
关操作，建议您参考以下指引阅读。

分类 文档 说明

界面操
作

跨源连接和跨
源分析

提供跨源连接、分析相关的功能介绍和操作指导。

开发指
南

跨源访问其他
数据源

提供跨源访问CSS、DWS、HBase、OpenTSDB、RDS、
Redis、Mongo等样例代码和开发指导。

增强型跨源API
参考

提供增强型跨源相关API接口指导。

经典型跨源连
接API参考

提供经典型跨源相关API接口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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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3-01-10 ● 调整手册结构，新增入门指引、注册华为云帐号并进
行服务授权。

2022-07-28 ● 新增创建并提交Flink OpenSource SQL作业。

● Flink SQL EOS，下线“创建并提交Flink SQL作业”
相关内容。

数据湖探索
DLI 快速入门 A 修订记录

文档版本 01 (2023-01-1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4


	目  录
	1 入门指引
	2 注册华为云帐号并进行服务授权
	3 创建并提交Spark SQL作业
	4 使用TPC-H样例模板开发并提交Spark SQL作业
	5 创建并提交Spark Jar作业
	6 创建并提交Flink OpenSource SQL作业
	7 创建增强型跨源连接访问RDS
	A 修订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