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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档导读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提供了产品介绍、快速入门、用户指南、API参考、常见问题和产品
术语手册，帮助用户快速熟悉和使用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表 1-1 文档导读

手册 概述

《产品介绍》 本文档详细阐述了数据资产管理服务的概念、应用场景、产品功能
和产品价值等。

《快速入门》 本文档介绍了数据资产管理服务入门操作的流程，指导用户快速上
手和掌握数据资产管理服务的基本操作。

《用户指南》 本文档详细介绍了数据资产管理服务的所有功能的操作方法。

《API参考》 本文档包含了数据资产管理服务API的描述、语法、参数说明及样例
等内容。

《常见问题》 本文档收集了用户日常使用数据资产管理服务遇到的问题并给予解
答，有助于快速解答用户问题。

《产品术语》 本文档详细阐释了数据资产管理服务相关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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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介绍

2.1 什么是数据服务
数据服务，提供一站式的数据采集、存储、解析、建模、处理、分析、发布等模块，
以及智能辅助数据标注能力、精准的数据质量评估能力、纵深防御的数据安全体系，
帮助用户在电信领域AI训练、网络数字孪生等业务场景下，快速完成高质量数据准备
工作。

数据服务也可以面向电信领域的数据采集、解析、治理和发布的全项目编排和复用服
务，实现整体项目的快速创建和启动。

2.2 应用场景
数据服务的应用场景包含数据集、数据接入、数据准备等模块，这些模块的应用场景
如下。

数据接入

数据接入适用于电信网络数据自动入湖、第三方系统数据自动入湖、互联网数据自动
入湖、公有云存储中数据自动入湖、数据Owner本地数据入湖等场景。

● 电信网络数据自动入湖

数据接入通过对接电信网络的网管北向接口，实现数据的自动入湖。

● 第三方系统数据自动入湖

第三方系统包括NAIE平台以外的第三方云、数据仓库、数据管理系统（例如：数
据中台）、企业或政府建设的数据系统。在第三方系统owner授权范围内，数据
接入与第三方系统通过合法的系统接口进行对接，实现数据的自动入湖。

● 互联网数据自动入湖

互联网数据是通过网站开放的API接口或网络爬虫来自动获取的。获取互联网数据
需要先获得数据使用权，然后通过合法渠道获取数据。网络爬虫只能获取网站上
公开的、不涉及版权和商业侵权的数据。

● 公有云存储中的数据自动入湖

数据接入提供基于公有云的数据迁移能力，支持对接公有云不同的存储服务和数
据处理，例如：OBS、DWS、Kafka等，实现按需自动迁移数据入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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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Owner本地数据入湖

数据接入提供WEB方式的数据上传能力，支持数据Owner登录WEB页面将本地的
数据直接上传入湖，不需要用户在本地安装部署数据接入的任何工具。数据接入
具备断点续传能力。

数据集
● 无线接入训练数据集

提供用于无线接入场景AI模型训练的数据，包括无线网络的话统、配置、性能、
告警等数据。

场景案例

a. 智能栅格：利用无线指纹数据检测代替传统的UE异频测量，在进行
CA/MLB/HO等操作时实现免异频测量操作，提升用户数据业务吞吐量。提供
1个训练集，29维特征。

b. Massive MIMO广播波束优化：基于对话务分布、无线干扰、小区负载等因
素的分析，快速对Massive MIMO广播波束寻找 优Pattern组合，提升小区
吞吐量。提供1个训练集，12维特征。

c. 基站智能关断节能：基于准确的基站流量预测实施基站载频关断，降低基站
能耗。提供2个训练集（性能，工参）， 41维特征。

● 固定接入训练数据集

提供用于固定接入场景AI模型训练的数据，包括PON固定接入网络设备的拓扑、
性能、告警、业务体验等数据。

场景案例

a. PON光网络故障预测：基于PON光网络无源器件指标的分析，预测无源器件
故障并提前采取措施，降低PON光网络维护成本。提供2个训练集（OLT、
ONU），48维特征。

● 承载网训练数据集

提供用于承载网场景AI模型训练的数据，包括波分、路由器、微波、SDH等网络
设备的拓扑、性能、告警、业务体验等数据。

场景案例

a. AI优化光层调测：用于波分网络BER评估模型训练，评估调测后各点功率在特
定路径状态及相邻波状态下的收端BER性能，解决多物理效应下E2E性能评估
问题。提供1个训练集，362维特征。

● 核心网训练数据集

提供用于核心网场景AI模型训练的数据，包括IMS、EPC、P-GW等网络设备的性
能、告警、业务体验等数据。

场景案例

a. 核心网KPI异常智能检测：基于网元业务KPI指标发现静默故障，提升故障检
测准确率，多指标关联达到故障分钟级定位。提供288个训练集，288维特
征。

● 数据中心训练数据集

提供用于数据中心场景AI模型训练的数据，包括数据中心制冷系统、硬盘等设备
的运行状态等数据。

场景案例

a. DC硬盘故障检测：通过对老化硬盘和新硬盘的关键参数对比，实现提前
30~45天故障预测，确保硬盘数据不丢失。提供1个训练集，24维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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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DC PUE优化：通过快速寻优DC制冷系统参数组合，降低DC能耗。提供2个训
练集（冷站数据，末端数据），157维特征。

● 跨域训练数据集

提供用于跨域场景AI模型训练的数据，包括视频体验相关的端到端数据集合。

场景案例

a. 视频优化：基于视频终端（STB）的KPI、KQI、告警等数据的分析，建立视
频质差预警模型，提升视频故障处理效率，实现视频体验提升。提供3个训练
集，共128维特征。

数据准备

● 构建云端数据湖

用户基于华为云的基础服务（如OBS，MRS）和数据服务，快速搭建物理隔离的
自有云上数据湖管理与运行环境。

● 准备训练数据集

用户通过数据采集、解析、建模、处理、发布等模块能力编排，实现自动化准备
训练数据集。

– 模板复用场景

通过使用已经发布的公共模板快速创建项目和启动项目。用户可以在数据服
务首页的“电信领域公共模板TOP5”区域或在“电信领域公共模板”界面中
选择需要的模板。

对于每个公共模板，数据服务都提供了指导说明，用户可以查阅该指导说明
进行项目的创建。

– 项目开发场景

项目开发场景主要提供给“Data Processing Engineer”角色的用户开发自己
的数据处理项目，“Data Processing Engineer”角色用户需要提前准备好项
目中所需要的脚本或URL等，如果要在数据服务中通过调用脚本来执行任
务，则需要先在本地准备好自定义的脚本文件并将自定义脚本文件上传到
OBS桶中，然后使用数据服务创建脚本和各种处理任务，并将任务在项目编
排页面进行编排和修改，调试项目， 终得到处理数据的整体项目。

项目调试完成后可以将项目保存为私有模板，用于将项目共享给同一租户下
的其他用户，如果要将模板共享给所有用户使用，则可以将私有模板发布为
公共模板。发布模板时需要提供该模板的详细使用说明。

● 分析和标注电信数据

通过电信网络孪生、可视化能力，帮助用户快速理解电信网络拓扑、时序、故障
等主要数据关系与特征，并高效完成标注。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是数据湖中数据管理的重要部分。可以通过数据处理，将用户的原始数据转
换成目标模型数据格式。

时序数据标注

标注是KPI异常检测非常重要的数据，可以提升监督学习训练过程中KPI检测准确率，
在无监督学习中做算法验证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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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学习：使用标注工具对原始数据进行标注，并将标注数据用于训练。用户基
于训练结果进行确认和重新标注，并将标注数据重新用于训练，提升KPI检测准确
率。

● 无监督学习：使用标注工具对原始数据进行标注，对模型进行算法验证和评估。
用户基于训练结果进行确认和重新标注，对模型进行算法验证和评估。

数据标注是为数据工程师、数据科学家等提供的辅助标注工具。

安全管理与审计
● 安全管理设置好后，主要通过对接数据目录来实现数据权限的功能，如图2-1所

示。

图 2-1 数据目录与安全管理对接

● 安全审计用于用户数据操作是否合法合理合规。

数据备份与恢复
● 数据备份是指以服务粒度备份所有租户（已使用数据服务的租户）的数据。

● 数据恢复是指以租户粒度恢复已备份的数据。

2.3 产品功能
数据服务的功能包含数据集、数据接入、数据准备等模块，这些模块的功能如下。

数据接入
● 通过WEB页面上传本地数据

数据接入支持用户通过WEB页面方式手动将本地数据上传入湖。

● 按需采集数据

数据接入支持部署前置机，以及在前置机上部署插件，通过插件实现按需采集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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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云采集数据

数据接入集成公有云ROMA服务，支持跨云、第三方对接的数据采集接入能力。
对于华为公有云上其他存储服务中的数据，可基于华为公有云的云数据迁移
（Cloud Data Migration，简称CDM）服务来实现数据的对接和入湖。

数据集
● 数据集

检索提供分层展示的数据目录，用户可以方便快捷的查询需要的数据集信息，支
持基于表名称、字段属性、关键字的查找和全文搜索。

● 数据样本预览

可以选定某个数据集，预览元数据信息和样本数据。

● 数据集订阅

用户选择需要的数据集，订阅下载到个人的租户空间或本地，供后续的AI模型训
练使用。

● 订阅通知

订阅数据集后，数据集中数据有变化时，及时通知到用户。

数据准备
● 数据采集入湖

支持采集过程中的数据自动加密传输，并提供内置的数据解析模块，实现数据快
速入湖

● 数据集建模

通过可视化界面配置表和字段，生成数据模型，并支持多种数据仓库类型，如
MySQL、DWS、ES和OBS等。

● 数据发布

通过数据发布配置，将加工后的数据集发布到应用市场，帮助模型开发者快速获
取数据集。

● 数据安全

支持字段粒度数据权限管控，提高数据安全管理精度；提供数据采集、解析、转
换、使用等环节上的日志监控点，实现数据安全审计要求；支持AES-128，
AES-192，AES-256等数据加密算法。

● 数据的全项目编排和复用

– 预置公共模板

公共模板是面向所有用户的基于Case场景的数据入湖和治理项目模板，例
如：云核KPI Case、路由器KPI Case等。用户可以基于公共模板，根据实际
环境情况修改项目参数，从而实现项目的快速创建。

– 项目的在线编排能力

提供项目统一编排页面，通过任务编排形成可执行的项目，在项目调测通过
后，可以保存为私有模板。私有模板是租户范围内可见的不可执行的实体，
同一租户下的用户可以基于私有模板创建自己的项目。私有模板可以发布为
公共模板，发布后所有租户下的用户都可见并可以使用。

– 支持三级复用

支持三级粒度的复用，分别是：脚本、任务、项目。通过复用脚本、任务或
项目，可以快速的创建项目和启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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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建模
● 提供数据存放分层的增删改查功能，帮助用户管理数据模型的分层层次结构。

● 提供逻辑实体和物理实体管理功能，帮助用户完成标准化建模开发。

● 提供配置数据销毁审批人功能，同时帮助用户进行数据销毁任务管理。

数据解析

目前的数据解析可以实现Pcap文件、4G-sig文件、4G-pmmrf文件、5G-sig文件、5G-
pmmrf文件的解析，将原始的二进制文件解析为CSV文件，并直接上传到云端数据
湖。

数据加载

支持不同数据源间的数据加载，目前，源端支持OBS（数据湖OBS和租户OBS）、
HIVE或DWS存储。目标端支持OBS（数据湖OBS）、HIVE、DWS或HDFS存储。同时
支持本地大数据上传至OBS（数据湖OBS）。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是通过执行python脚本处理OBS数据。

数据探索
● 模板管理

用户在配置模式下创建查询时，可以将当前待执行的任务信息保存为自定义名称
的模板，待下次期望发起相同或类似的任务时，可以调用该模板直接或稍作修改
后发起任务。

● 任务管理

对应的为任务管理页面。可查看用户创建的所有任务，并且对之进行查看、删
除、保存和刷新。

时序数据标注
● 曲线形式展现原始数据：以图表的形式界面化显示原始数据，方便数据工程师、

数据科学家便捷查看，标注异常值。支持展现单KPI数据列，也支持同时展现多
KPI数据列原始数据。用户可以自定义选择。

● 曲线数据缩放查看：通过改变横轴时间戳游标的长短，可以对页面内展现的数据
进行缩放；多组曲线图可实现X轴联动缩放。

● 单点标注+连续时间批量标注：用户可以单击数值点进行异常值标注或修改异常值
为正常值。

● 连续时间批量标注：使用横向选择工具，批量将连续时间段内的数据标注为异常
值或修改为正常值。

● 连续时间制定值域范围内批量标注：使用纵向选择工具，将当前显示时间范围内
且数值在所选值域范围内的数据批量标注为异常值或修改为正常值。

● 任意连续区域批量标注：使用局部选择工具，将任意连续区域内的数据标注为异
常值或修改为正常值。

● 自动标注：用户通过系统默认的自动检测规则或者配置指定时间范围内的阈值规
则，批量自动标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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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注结果文件保存：支持保存标注结果到租户的OBS桶。数据工程师、数据科学
家可以根据训练结果对标注结果文件重新标注。

● 模板管理：对于多指标联合分析的场景，对选定指标分组后，可以将分组配置存
为模板，形成业务经验方便后续使用。

● 标签组管理：对于标注的标签值进行定义，支持多分类标注。

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平台定义的数据密级信息，包括：绝密、机密、秘密、内部公开、外部公
开。支持对组织类型、数据目录、实体和实体中的属性分别进行密级设置。用户访问
数据目录时，需要到安全管理平台进行密级鉴权，鉴权通过后才能访问数据目录、实
体和实体中的属性。

密级定义如下所示：

● 绝密：对公司市场竞争、领先对手起决定性作用，其泄露会使公司利益遭受巨大
损害，且影响范围广泛；只适合在极少数人员或指定岗位范围公开的信息。如：
核心算法、定价策略、战略意图。

● 机密：对公司运营管理非常重要或内容非常敏感，其泄露会使公司利益遭受巨大
损害，且影响范围广泛；只适合在极少数人员或指定岗位范围公开的信息。如：
重要产品的路标规划、营销策略、经营分析报告、销售项目一览表、商务授权及
价格信息。

● 秘密：是公司比较重要或敏感的信息，其泄露会使公司利益受到一定损害，但影
响范围有限；适合在体系、部门或特定组织范围公开的信息。

● 内部公开：指可以在全公司范围公开，但不应向公司外部扩散的信息。

● 外部公开：指可在公司外部公开发布的信息，不属于保密信息。

安全审计

安全审计界面列出了用户数据操作相关的记录列表。支持对用户数据操作进行审计。

数据备份与恢复
● 系统级别的备份恢复

提供数据存放分层的增删改查功能，帮助用户管理数据模型的分层层次结构。

● 服务级别的备份恢复

提供数据服务级别的备份恢复。

2.4 产品价值
数据服务主要解决AI开发过程中的数据准备效率、数据安全、数据质量等关键问题，
降低AI数据准备时间，同时提升AI数据的质量，达到高效的AI开发目标。

● 数据丰富，训练集获取耗时节省90%
– 电信场景覆盖广：专业实验室生成高价值样本，覆盖电信域90%以上典型场

景，已有1000多个AI训练集，30000多个网络特征。

– 高质量标注数据多：通过专业标注工具和专家经验，积累海量标注样本，累
计已有1亿条电信标注样本数据。

● 电信数据治理高效，数据处理效率提升2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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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属性易理解：集成50000多种属性的数据字典，降低用户使用电信数据
门槛。

– 数据治理效率高：设备采集数据接口标准化，支持多种主流文件的导入和ETL
处理。

2.5 与其他服务的关系

与统一身份认证服务的关系

NAIE平台使用统一身份认证服务（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简称IAM），
实现统一的身份认证和权限管理。

与 ModelArts 服务的关系

NAIE平台使用，华为公有云系统提供的ModelArts服务，实现数据的处理。

与 API 网关的关系

NAIE平台必须对接到华为公有云系统提供的统一API网关，此API网关为用户提供统一
的入口调用NAIE云服务的API。NAIE云服务开放给租户的API，必须在API网关上注册
通过后再发布。

与对象存储服务的关系

NAIE平台使用对象存储服务（Object Storage Service，简称OBS）存储数据和模型的
备份和快照，实现安全、高可靠和低成本的存储需求。

与 MapReduce 服务的关系

数据解析使用MRS的Spark作为解析时的计算引擎，通过HadoopService与Spark交
互。

2.6 基本概念
数据服务页面上的基本概念如下，其他各个工具的基本概念请在各个工具中查看。

抽取规则

在二进制文件解析完成后，根据用户自己设定的抽取规则，获取期望的解析结果。抽
取规则可以为xml文件，也可以在页面手动输入。

待标注文件

待标注的时序指标数据文件。文件至少包含一列时间序列数据和一列指标数据。

点标注

对单指标点的标注。一个标注结果数据点对应单个指标数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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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一个完整的工程是由多个任务组成，每个任务是由URL和若干参数组成。

公共模板

不同租户或不同租户下的用户之间共享的项目。用户可以复用其他用户共享的公共模
板来快速创建项目，并可根据实际情况修改项目参数。

HDFS

HDFS是Hadoop的分布式文件系统，在“数据探索”中可被作为一种文件数据源使
用。

HIVE

HIVE是基于Hadoop的一个数据仓库，在“数据探索”中可被作为一种数据源使用。

KPI 原始文件

未标注过的原始数据集。

MRS

MapReduce服务打造了高可靠、高安全、易使用的运行维护平台，对外提供大容量的
数据存储和分析能力，可解决各大企业的数据存储和处理需求。用户可以独立申请和
使用托管Hadoop、Spark、Hbase和Hive服务，用于快速在主机上创建集群，提供海
量数据的实时性要求不高的批量数据存储和计算能力。

NAIE

网络人工智能引擎（Network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gine）的缩写，构建电信网络
的AI引擎。

OBS

基于对象的云存储服务， 在服务中可被作为一种文件数据源使用。

任务

任务是指组成项目的基本单元，任务的执行类型包括脚本、URL和用户任务。

私有模板

同一租户下不同用户之间共享的项目。用户可以复用当前租户下其他用户共享的私有
模板来快速创建项目，并可根据实际情况修改项目参数。

数据集

数据集是一种由数据所组成的集合，这些数据通常具有相似的特征或支撑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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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元数据

描述数据集数据具体特征的实体。

数据集密级

用于控制数据集的可视、可用、可搜索的字段信息，包含外部公开、秘密、机密和绝
密四种状态。

数据集发布

从特定系统中（当前阶段仅从数据权限）同步元数据，包含数据字段信息和样例数据
信息，设置数据集的到期时间、可视范围等内容后，发布到数据目录中，供消费者订
阅使用。

数据集授权

对秘密及以上密级的数据集，设置对特定租户或用户的可视范围，使得特定租户或用
户对该数据集有可视、可搜索和可订阅的权限。

数据集订阅

消费者通过浏览数据集上的某个数据集，并订阅该数据集，实现对数据集使用的申
请，将数据集管理的数据下载到OBS空间或下载到本地中进行使用。订阅后获得该数
据集的元数据、数据变化通知等功能。

数据集下载

将已审批的数据集的数据下载到租户的OBS空间中，或者通过申请下载到本地后再从
OBS空间下载到本地，供后续的训练等功能使用。

数据目录

数据集的组织目录。

数据字典

描述数据集数据字段信息的集合。

数据源

数据源是指数据的来源，是提供某种所需要数据的器件或原始媒体。

数据模型

数据模型包含物理实体和逻辑实体，能快速完成ES、DWS、OBS三种数据源上的数据
物化。

说明

如果用户无HIVE和HDFS数据源，则该数据源不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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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

实体分为逻辑实体和物理实体，逻辑实体类型包括表（类似数据库表）、图片、视
频、音频和文本。物理实体可以理解为实际的ES类型、DWS类型或OBS类型数据文
件。

水印

数字水印过程就是向被保护的数字对象（如静止图像、视频、音频等）嵌入某些能证
明版权归属或跟踪侵权行为的信息，可以是作者的序列号、公司标志、有意义的文本
等等。 从视觉角度，分为可见水印和不可见水印。顾名思义，就是以嵌入水印后，能
否被人以肉眼识别水印为依据划分的。

同步任务

指在用户发起后实时返回任务执行结果的探索任务，当前只支持在单个数据源内探索
数据时发起。

URL

URL是指通过标准REST接口访问目标，例如：调用数据权限的创建迁移任务API等。

文件类型

待解析的原始文件类型，Pcap表示Pcap文件类型数据，WirelessBinary无线二进制数
据，例如LTE-PMMRF、LTE-SIG等。

异步任务

只在用户发起后用户保存“任务名称”异步执行的探索任务，用户可以在“任务仓
库”后查看异步任务的执行状态及结果。

样例数据

从数据集数据中随机抽取的10条数据，作为数据集数据的参考，供消费者或开发者参
考使用。

租户 OBS 桶

租户订购服务后，分配该租户的公共OBS桶，以及该租户在集成管理控制台订购的
OBS桶。该租户订购的所有服务均可以访问使用。

2.7 计费说明

计费项

数据服务按照用户选择的“存储容量”和“计算规格”计费。计费项包括存储资源
（HDFS）、MRS计算资源、ModelArts资源和数据集实际价格，如表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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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计费项

计费项 计费说明

存储资源
（HDFS）

数据服务根据订购时配置的“存储容量”和使用时长计费。

服务订购后，开始计费。不使用请及时退订服务，以免产生不必要
的费用。

MRS计算资源 使用数据服务的“数据探索”时，根据订购时配置的“计算规格”
和使用时长计费，不使用则不产生费用。

只有显示在“任务仓库”中的任务，当任务处于Running状态时，
开始计费。

ModelArts资
源

使用数据服务的“数据处理”时，根据订购时配置的“计算规格”
和使用时长计费，不使用则不产生费用。

当启动作业，作业任务处于Running状态时，开始计费。请及时停
止不需要的作业任务，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费用。

数据集实际价
格

根据数据集实际价格进行单次计费。

当租户下的用户订阅使用收费的数据集时，对该租户进行单次收
费。收费后该租户下的其他用户订购使用该数据集，则不再重复收
费。

 

计费模式

1. 按需计费方式，即按订购服务时配置的“存储容量”和使用时长以及订购服务时
配置的“计算规格”和使用时长计费。

– 计费公式为：单位价格 * 存储容量/计算规格 * 使用时长。

– 数据服务的“数据接入”会使用对象存储服务（OBS）。

2. 数据集为一次性计费模式，即按数据集实际价格单次计费。

变更配置

1. 订购数据服务后，“存储容量”开始计费。用户根据实际情况退订或者重新订购
服务，不涉及服务变更配置。

2. 订购数据服务后，运行任务才会产生费用，因此不涉及服务变更配置。用户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计算规格”运行任务。

续费

用户可以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及时充值。保证可以正常使用数据服务。

到期与欠费

如果没有按时续费，云平台会提供一定的宽限期和保留期。宽限期和保留期的时长由
客户等级而定，详情请参见“宽限期保留期”。

保留期满仍未充值，则系统会清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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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访问数据服务
步骤1 在Chrome浏览器中打开https://www.hwtelcloud.com/。

步骤2 单击界面右上角的“登录”。

步骤3 选择“IAM用户登录”方式。

步骤4 输入账号名、用户名和密码，单击“登录”。

首次登录后请及时修改密码，并定期修改密码。

步骤5 将鼠标移动到界面右上角的用户名上，单击“工作空间”。

步骤6 在“服务”页签下，单击数据资产管理服务下的“进入服务”，进入数据服务页面。

----结束

2.9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1-06-30 调整文档的目录结构，修改如下章节：

● 什么是数据服务

● 应用场景

● 产品功能

● 产品价值

● 与其他服务的关系

● 基本概念

● 计费说明

● 访问数据服务

2021-04-30 修改如下章节：

与其他服务的关系

2021-03-30 修改与其他服务的关系章节。

删除“元数据管理与数据处理（旧版本）”服务章节。

2021-02-28 新增服务：数据解析。

云地采集服务更名为：数据接入。

2021-01-30 根据软件界面，更新内容。

修改如下章节：

基本概念

新增“数据备份与恢复”服务及相关章节。

2020-09-30 数据服务：修改“产品价值”章节。

数据建模：修改“什么是数据建模”、“产品功能”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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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0-07-30 数据安全服务更名为：安全管理。

数据安全审计更名为：安全审计。

2020-06-30 服务升级，版本内容更新，调整大纲。

新增服务：本地上传、云地采集。

新增“计费说明”章节。

数据准备服务更改名为：数据服务。

2020-03-30 新增3个服务：数据加载、元数据管理（新版本）、数据处理
（新版本）。

元数据管理与数据处理更名为：元数据管理与数据处理（旧版
本）。

数据权限管理更名为：数据安全服务。

2019-12-30 新增：数据准备服务。

2019-10-30 资料大纲优化，所有服务产品介绍内容重新写作。

2019-04-30 第一次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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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快速入门

3.1 前提条件
● 已注册华为云账号。

● 已订购NAIE的数据服务。订购方法请参见《数据服务用户指南》中的订购服务章
节。

● 由于数据服务的项目中的发布任务是通过数据集来发布数据，所以使用数据服务
之前用户需要订购NAIE的数据集。订购方法请参见《数据集服务用户指南》中的
订购服务章节。

3.2 访问数据服务
步骤1 在Chrome浏览器中打开https://www.hwtelcloud.com/。

步骤2 单击界面右上角的“登录”。

步骤3 选择“IAM用户登录”方式。

步骤4 输入账号名、用户名和密码，单击“登录”。

首次登录后请及时修改密码，并定期修改密码。

步骤5 将鼠标移动到界面右上角的用户名上，单击“工作空间”。

步骤6 在“服务”页签下，单击数据资产管理服务下的“进入服务”，进入数据服务页面。

----结束

3.3 新建数据集
数据集提供了直接将本地数据文件发布为数据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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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通过一键式订购服务发布的数据集密级级别默认为秘密，并且显示在数据服务的以及“数据
资产>自建数据集”页签。

● 一键式发布数据集不需要审批。

前提条件

登录用户为具有“Data Operation Engineer”角色的用户。角色权限请参见《数据服
务用户指南》中的申请账号章节。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首页左侧导航，选择“首页>我的数据集”。

步骤2 单击“新建数据集”。

步骤3 在弹出界面，输入数据集的名称，设置数据集的过期时间。如图3-1所示。

图 3-1 新建数据集

在这里以本地上传数据为例：

：通过上传本地数据快速发布数据集。

数据集名称：由汉字，字母(a~z A~Z)、数字(0~9)和符号(_-.)组成的长度为[1-80]的
字符。

步骤4 上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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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文件方法：

● 单击“上传文件”， 上传在本地已准备好需要发布成数据集的数据文件，单击
“打开”。

● 拖动本地已准备好的文件至虚线框内。

说明

文件名及文件大小要求：

● 文件名：由中文、数字、大小写字母和（_-.@',）组成，长度为1~100个字符。

● 单文件大小必须小于25GB，总文件大小必须小于25GB，文件个数 多为1000个。

步骤5 单击“确认”，在“确认”对话框单击“确认”。

数据集发布完成后，自动显示在以及“数据资产>数据目录>自建数据集”页签下。在
“数据资产>数据目录>自建数据集”页签的目录中，按照自然月存放在“Native”目
录下。

发布的数据集可以进行解析、处理、探索、标注、敏感检测、脱敏处理及水印加解
密。具体介绍请参考对应章节。

----结束

3.4 应用数据集
对新建的数据集进行数据解析、数据处理、数据探索、时序数据标注、安全管理等相
关操作。

前提条件

本租户下的用户可对数据集进行应用数据集操作。

3.4.1 数据解析

3.4.1.1 创建解析任务

如果用户想要将PCAP和Wireless Binary类型的文件，解析成可执行的csv类型的文件，
则需要创建解析任务。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首页左侧导航，选择“首页>我的数据集”。

步骤2 在“我的数据集”页签单击新增的数据集。

步骤3 单击“应用数据集 > 数据解析”。

步骤4 在数据解析界面，单击“创建任务”。

步骤5 配置解析任务参数信息，这里以PCAP为例，如图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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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创建解析任务

步骤6 单击“创建任务”，在“确认”对话框单击“确认”。

创建成功的任务，自动显示在任务列表中。新创建的任务“状态信息”的值为“未启
动”。

----结束

3.4.1.2 启动解析任务

通过运行已创建的解析任务，将PCAP和Wireless Binary类型的文件解析为csv类型的文
件。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解析界面的任务列表中，在需要启动的任务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步骤2 在“警告”对话框单击“确认”。

步骤3 在“确认”对话框单击“确认”。

该任务“状态信息”的值由“未启动”变为“运行中”。

----结束

3.4.2 数据处理
步骤1 在数据服务首页左侧导航，选择“首页>我的数据集”。

步骤2 在“我的数据集”页签单击新增的数据集。

步骤3 单击“应用数据集 > 数据处理”。

步骤4 进入“新增作业”界面，如图3-3所示。

参数说明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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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名称：自定义输入。

● 开发环境：选择通用编辑器。

● 作业位置：存储作业脚本的数据湖OBS桶路径。从下拉框中选择，自动带出存储
路径，系统自定义，不支持修改。

● 作业描述：作业描述信息。

● 数据输出：运行参数中的output_path。

● 运行参数： Python脚本中设置的运行参数，可以在这里赋值。单击“添加运行参
数”，可输入多组运行参数。

图 3-3 新增作业

步骤5 单击“下一步”。进入作业编辑界面。

步骤6 在作业编辑界面，单击左侧的“软件目录”页签，展示代码文件存放目录。

步骤7 单击左侧目录中的“main.py”、“pySparkMain.py”文件，界面右侧展示文件内
容，或者单击上传按钮，自行上传编译好的Scala或者JAVA代码jar包。

查看已有样例代码内容。

步骤8 在左侧的“配置信息”框中，在“启动文件”后单击“选择”。

步骤9 在弹出的“选择启动文件”对话框中，选择要启动的文件，单击“确认”。

步骤10 在作业编辑界面，单击右上角的“提交运行”，进入“作业运行记录”界面。

作业运行成功后，界面展示如图3-4所示。

如果选择“保存配置”，则不会提交运行。已保存的运行参数或已运行的作业，可以
集成到数据服务的治理任务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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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作业运行记录

----结束

3.4.3 数据探索

本章节以“NormalDistribution.csv”（正态分布图的展示）为例，介绍数据探索的基
本操作方法。

3.4.3.1 创建查询

步骤1 在数据服务首页左侧导航，选择“首页>我的数据集”。

步骤2 在“我的数据集”页签单击新增的数据集。此处以“NormalDistribution.csv”（正态
分布图的展示）为例。

步骤3 单击“应用数据集 > 数据探索>数据查询”。

步骤4 配置基本信息，如图3-5所示。

参数说明如下所示：

● 任务名称：自定义输入。

● 是否使用模板：选择是否使用模板。

图 3-5 创建查询

步骤5 配置数据信息，选中文件所在的目录节点，单击目录树上方的 图标。添加文件至
“已选择数据集文件”区域。

其中，此处选择“NormalDistribution.csv”数据集文件。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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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2 配置查询条件

步骤1 选择模式。

● 配置模式：执行步骤2~步骤3。

● 手写模式：执行步骤步骤4。

步骤2 在“配置”区域的“基本设置”和“函数”两个页签中配置结果字段、结果显示行
数、结果行数、是否去重、条件过滤、函数和数据分析等信息。

步骤3 在右侧点击“查看代码”页签查看配置后生成的SQL。

数据分析的相关配置不展示在SQL中。

步骤4 在“代码块”区域自定义SQL语句。

对于熟悉SQL的用户，支持手写。手写过程中，提供关键字、函数、字段名提示与自
动补齐等功能。另外还提供了自定义语法。

步骤5 单击“执行”，校验通过后，新创建的查询任务显示在任务管理列表中。

● 保存模板：可以将配置保存为模板，用户其他查询任务。

● 重置：重新配置参数。

----结束

3.4.3.3 查看查询结果

步骤1 在“任务管理”页面，“任务状态”为“待查看”时，单击“任务名称”进入任务结
果查看页面，如查询结果所示。

图 3-6 查询结果

步骤2 在任务详情页面，可以进行如下操作。

● 指标趋势-统计

选择图标切换绘图类型，同时选择表头切换需要显示的数据。

● 缺失值分析

选择表头后（可同时选择多列），鼠标移开，在弹出对话框中选择列（如果不选
择，默认对所有选择列进行分析），否则以所选列为分组进行分析，单击“确
定”，开始进行缺失值分析并绘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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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分布

选择图标切换绘图类型，同时选择表头切换需要显示的数据。

● 编辑查询任务：返回“创建查询”页面重新编辑查询任务。

● 返回任务管理：返回到任务管理界面。

----结束

3.4.4 时序数据标注

3.4.4.1 前提条件

时序的数据集，才能进行时序数据集标注，时间格式示例：08/10/2018 15:00:00。

3.4.4.2 数据标注

步骤1 在数据服务首页左侧导航，选择“首页>我的数据集”。

步骤2 在“我的数据集”页签单击新增的数据集。

步骤3 单击“应用数据集 > 时序数据标注”。

步骤4 配置“选择文件”页面，如图3-7所示。

图 3-7 选择文件参数配置

主要参数说明如下：

● 任务名称：自定义输入。

● 文件：待标注数据文件，只支持.CSV格式的文件。若数据源为OBS数据源，请从
对应OBS桶中选择文件； 若数据源为本地数据，请从本地路径选择文件。

● 分隔符：选择分隔符。

● 数据输出：选择已标注的结果文件或者输入本次标注结果文件存储路径。

● 标签组：选择已有标签组或者新增标签组。

步骤5 单击“下一步”，配置“选择数据”页面，如图3-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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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选择数据参数配置

1. 单击“行数据过滤”右侧的“新增”。

2. 配置过滤列的列名及列值。

3. 如需配置多个筛选条件，可继续单击“新增”，配置过滤列及列值。

多仅允许设置3列过滤列，且3列的取值组合不能超过6个。

4. 在“指标分组”下方“Group1”分组内设置该分组需要展示的指标，一个分组内
可同时设置多个指标。

5. 如需设置其他分组，单击“指标分组”右侧的“添加分组”，继续设置分组内的
指标。

多允许设置5个分组。如果当前行数据过滤的列值有多个取值，则只允许设置一
个分组。

说明

– 行数据过滤：将数据文件中的列作为筛选条件对需要标注的数据进行筛选。如一份文件
中包含多个网元的指标数据，可以根据网元筛选出所需标注的指标数据。

– 指标分组：根据业务对指标进行分组，方便用户识别。一个分组对应一个结果图表，同
一分组内的指标在同一个结果图表内展示。

步骤6 单击“开始标注”，得到数据信息图，如图3-9所示。

图 3-9 数据信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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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 根据数据信息图判断异常数据，选用标注工具将异常数据标注为异常值，完成数据标
注。

用户可以选择如下几种标注方法：

● ：横向选择工具，可横向选择连续时间戳的数据进行批量标注。

● ：纵向选择工具，可纵向选择连续值区域内的数据进行批量标注。

● ：局部选择工具，可在坐标轴内选择任意连续区域内的数据进行批量标注。

● ：自动标注工具，可按照系统定义的规则对当前数据进行自动检测，自动标
注；也可自定义阈值规则对数据进行自动检测和标注；自定义概念漂移参数对数
据进行概念漂移检测。

● ：坐标轴修改工具，可修改主次坐标以及主次坐标的取值范围。如果一个图表
内指标数量大于一个，可以设置指标对应的主次坐标。

● ：清除标注工具，可以一键清除已标注的未保存数据内容。

● ：切割工具，按某列特征数据将一个文件分类切割为多个文件后进行标注。

● ：聚类工具，将不同列按共同特征数据进行聚合进行标注。分为自动聚类和
手动聚类。

步骤8 单击界面右上角“保存结果”或者单击图表内右上角的“ ”，保存标注结果。

说明

“保存结果”保存当前页所有的标注结果；“ ”保存当前分组的标注结果，如果只有一个
分组，二者保存内容一致。

系统默认以*_Label.csv的格式将当前数据标注结果保存到租户OBS空间中。

标注后的数据文件存放在与KPI原始文件相同的路径中。用户使用“数据加载”工具，
将数据从OBS空间迁移到数据服务MRS中，进而在“数据建模”和“数据处理”中对
MRS中的已标注数据进行数据处理， 后通过“数据集”发布数据集。订阅数据集中
的数据，在“模型训练服务”中进行模型训练，如图3-10所示。

图 3-10 标注后的数据处理流程图

----结束

3.4.5 安全管理

3.4.5.1 敏感检测

步骤1 在数据服务首页左侧导航，选择“首页>我的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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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在“我的数据集”页签单击新增的数据集。

步骤3 单击“应用数据集 > 安全管理 > 敏感检测”，进入“敏感检测”界面。

步骤4 配置敏感检测任务参数，如图3-11所示。

参数说明如下所示：

● 任务名称：敏感检测任务的自定义名称。

● 样本量：取值为“全量检测”或者“简单抽样”。如果设置“简单抽样”，需要
同时设置“抽样数量”，会按照数据文件的展示顺序，从前面抽取对应抽样数量
的样本进行敏感检测。

● 文件路径：待检测文件的OBS路径。

● 分隔符：待检测数据文件的行分隔符。

● 表头行数：待检测数据文件的表头部分（非实际数据）所占行数。表头所在行数
不得超过数据起始行数；当表头所在行数为0时，表示没有表头这一行。

● 起始行数：待检测数据文件实际数据开始行数（行数计数方式从1开始）。

图 3-11 配置敏感检测任务参数

步骤5 单击“检测”，可以查看数据文件的字段分隔情况。

步骤6 “敏感项”区域选择此次敏感检测任务需要检测的具体敏感内容。支持全选。

步骤7 单击“检测测试”左侧的 图标，展开检测测试内容。

在左侧框中输入待检测的文字内容（自定义），单击“测试”，系统会根据用户配置
的检测敏感项，快速进行敏感内容检测，并在检测结果框中展示敏感检测信息。

步骤8 配置完成敏感检测任务之后，单击界面右下角的“提交”，提交敏感检测任务。

界面跳转至“安全任务”界面。可以在安全任务界面查看任务检测结果。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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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2 脱敏处理

步骤1 在数据服务首页左侧导航，选择“首页>我的数据集”。

步骤2 在“我的数据集”页签单击新增的数据集。

步骤3 单击“应用数据集 > 安全管理 > 脱敏处理”进入“脱敏处理”界面。

步骤4 配置“任务信息”区域参数，如下所示。

● 任务名称：脱敏处理任务的自定义名称。

● 是否关联敏感检测任务：如果选择“关联”，则需要单击右侧出现的“关联”，
在弹出的“选择敏感检测任务”对话框中，选中敏感检测任务，单击“确定”。
此时，“源数据源”区域的参数自动关联出敏感检测任务的源数据配置；“脱敏
方法配置”自动关联出敏感检测任务的敏感项和敏感样例信息。

步骤5 配置“源数据源”区域参数，如下所示。

● 文件路径：待脱敏处理文件的OBS路径。

● 分隔符：待脱敏处理文件的行分隔符。

● 表头行数：待脱敏数据文件的表头部分（非实际数据）所占行数。

● 起始行数：待脱敏数据文件的实际数据开始行数（行数计数方式从1开始）。表头
所在行数不得超过数据起始行数；当表头所在行数为0时，表示没有表头这一行。

步骤6 单击“检测”，可以查看数据文件的字段分隔情况。

步骤7 配置“结果数据源”区域参数，如下所示。

● 数据源类型：取值为“公有OBS”或“租户OBS”。

● 文件夹路径：脱敏处理后生成的结果文件存储路径（结果文件可能是多文件）。

步骤8 “配置类型”请根据数据敏感类型，选择一种脱敏方式。

● 普通脱敏配置：提供已有的脱敏项和脱敏方式。

● 高阶脱敏配置：提供微聚类算法方式进行脱敏。

步骤9 配置脱敏方法，单击“新增”或“添加”。

其中，“脱敏方法”为针对不同敏感类型执行的脱敏方法；“作用字段”为脱敏操作
针对每种敏感类型，实际进行脱敏的特征列名称，支持全选所有字段进行处理。如果
需要“作用字段”列中的下拉框中，展示当前数据集中所有特征列名称，需要单击
“源数据源”中的“检测”。

配置完成后，单击操作列的“保存”。

步骤10 单击“脱敏测试”左侧的 图标，展开脱敏测试内容。

支持在左侧框中输入敏感内容，单击“测试”，在右侧框中查看脱敏的效果。

步骤11 配置完成脱敏处理任务后，单击界面右下角的“提交”，提交脱敏处理任务。

步骤12 界面弹出“提示”对话框，单击“确定”。

界面跳转至“安全任务”界面。可以在安全任务界面查看脱敏处理任务结果，主要为
脱敏处理结果文件的位置，脱敏结果文件可以在对应的OBS路径下查看或下载。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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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3 水印管理

加水印操作

步骤1 在数据服务首页左侧导航，选择“首页>我的数据集”。

步骤2 在“我的数据集”页签单击新增的数据集。

步骤3 单击“应用数据集 > 安全管理 > 水印管理”进入“水印管理”界面。

步骤4 “请选择管理模式”选择“加水印”。

步骤5 “水印算法”选择“结构化数据水印算法”或“数值型水印算法”。

步骤6 加水印任务的参数配置如下所示。

● 任务名称：加水印任务的自定义名称。

● 水印识别码：需要添加到目标数据文件中的水印信息。

● 文件路径：待加水印文件的OBS路径。

● 表头行数：待加水印文件的表头部分（非实际数据）所占行数。表头所在行数不
得超过数据起始行数；当表头所在行数为0时，表示没有表头这一行。

● 加水印列：待加水印列。

● 数据源类型：取值为“公有OBS”或“租户OBS”。

● 文件夹路径：加水印后生成的结果文件存储路径（结果文件可能是多文件）。

步骤7 任务配置完成后，单击界面右下角的“提交”，提交加水印任务。

步骤8 在弹出的“加密结果”提示框中，单击确认。

跳转至“安全任务”界面。可以在安全任务界面查看加水印任务结果，主要为加水印
结果文件的位置，加水印结果文件可以在对应的OBS路径下查看或下载。

----结束

解水印操作

步骤1 在数据服务首页左侧导航，选择“首页 > 我的数据集”。

步骤2 在“我的数据集”页签单击新增的数据集。

步骤3 单击“应用数据集 > 安全管理 > 水印管理”进入“水印管理”界面。

步骤4 “请选择管理模式”选择“解水印”。

步骤5 “水印算法”选择“结构化数据水印算法”或“数值型水印算法”。

步骤6 解水印操作各个输入框的含义：

● 数据源类型：取值为“公有OBS”或“租户OBS”。

● 文件路径：需要解水印的文件的OBS存储路径。

步骤7 解水印任务配置完成后，单击界面右下角的“提交”，提交任务。

在弹出的“解码结果”提示框中，查看水印识别码。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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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4 加密处理

步骤1 在数据服务首页左侧导航，选择“首页>我的数据集”。

步骤2 在“我的数据集”页签单击新增的数据集。

步骤3 单击“应用数据集 > 安全管理 > 加密处理”，进入“加密处理”界面。

步骤4 配置加密处理任务参数，如图3-12所示。

参数说明如下所示：

● 任务名称：加密处理任务的自定义名称。

● 文件路径：待检测文件的OBS路径。

● 分隔符：待检测数据文件的行分隔符。

● 表头行数：待检测数据文件的表头部分（非实际数据）所占行数。表头所在行数
不得超过数据起始行数；当表头所在行数为0时，表示没有表头这一行。

● 起始行数：待检测数据文件实际数据开始行数（行数计数方式从1开始）。

图 3-12 配置加密处理任务参数

步骤5 单击“检测”，可以查看数据文件的字段分隔情况。

步骤6 设置加密配置方法，单击“新增”。

其中，“作用字段”为实际进行加密的特征列名称，支持全选所有字段进行处理。如
果需要“作用字段”列中的下拉框中，展示当前数据集中所有特征列名称，需要单击
“源数据源”中的“检测”。

配置完成后，单击操作列的“保存”。

步骤7 配置完成加密处理任务之后，单击界面右下角的“提交”，提交加密处理任务。

界面跳转至“安全任务”界面。可以在安全任务界面查看任务加密处理结果。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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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1-08-30 新增加密处理章节。

2021-06-30 调整文档的目录结构，修改如下章节：

● 新建数据集

● 应用数据集

● 数据解析

● 数据处理

● 数据探索

● 时序数据标注

● 安全管理

2021-04-30 根据软件界面，更新内容。

修改如下章节：

数据标注

新增如下章节：

● 音频图像标注

● 前提条件

● 访问音频图像标注服务

● 标注图片

2021-03-30 删除“元数据管理与数据处理（旧版本）”服务章节。

2021-02-28 修改如下章节：

● 创建解析任务

● 启动解析任务

云地采集服务更名为：数据接入服务。

2021-02-08 云地采集服务：根据软件界面，更新全部内容。

2021-01-30 根据软件界面，更新内容。

修改如下章节：

● 设置项目信息

● 上传数据文件

新增如下章节：

● 系统管理

● 数据备份与恢复

● 如何访问数据备份与恢复服务

● 数据备份

● 数据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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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0-12-30 根据软件界面，更新内容。

修改如下章节：

● 设置项目信息

● 前提条件

● 新建本地上传任务

● 上传数据文件

● 使用对象的角色介绍

● 前提条件

● 授权采集机

● 创建采集任务

● 创建数据加载任务

● 进入创建查询页面

● 创建查询

● 使用模板执行查询

● 查看查询结果

2020-11-30 根据软件界面，更新内容。

修改如下章节：

● 设置项目信息

● 添加采集任务

● 添加治理任务

● 添加发布任务

● 确认创建项目

● 启动项目

● 新增授权文件

● 上传数据文件

● 授权采集机

● 创建采集任务

新增如下章节：

● 添加解析任务

新增“数据解析”服务及其相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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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0-9-30 同步软件更新如下页面：

● 添加采集任务

● 添加治理任务

● 添加发布任务

● 启动项目

● 保存项目为模板（可选）

● 新增授权文件

● 新建本地上传任务

● 上传数据文件

● 使用对象的角色介绍

● 前提条件

● 上传并发布采集机软件包

● 授权采集机

● 创建采集任务

● 启动采集任务

● 查看采集任务详细信息

● 创建逻辑实体

2020-8-30 同步软件更新如下页面的操作步骤：

● 设置项目信息

● 添加采集任务

● 添加治理任务

● 添加发布任务

● 确认创建项目

● 启动项目

● 保存项目为模板（可选）

● 访问本地上传服务

● 上传数据文件

● 访问数据接入服务

● 上传并发布采集机软件包

● 授权采集机

● 查看采集任务详细信息

新增如下页面：

● 新建本地上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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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0-7-30 同步软件更新如下页面的操作步骤：

● 设置项目信息

● 添加采集任务

● 添加治理任务

● 添加发布任务

● 访问本地上传服务

● 新增授权文件

● 上传数据文件

● 访问数据接入服务

● 上传并发布采集机软件包

● 授权采集机

● 创建采集任务

● 查看采集任务详细信息

同步软件更新如下页面：

数据安全服务更名为：安全管理服务。

数据安全审计服务更名为：安全审计服务。

元数据管理（新版本）服务更名为：数据建模服务。

更新所有服务的工具箱访问路径。

2020-6-30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界面改版，所有服务的访问路径更新。

数据安全服务的“目录管理”菜单变更为“分层管理”，资料
对应更新。

调整文档的目录结构：删除原“数据开发”父章节，将该父章
节下的子章节级别上升一级，新增基础工具的快速入门（可
选）父章节，将数据开发、数据安全、数据集成、数据服务、
时序数据标注移到基础工具的快速入门（可选）父章节下面，
将原附录中的“元数据管理与数据处理（旧版本）”章节移到
数据开发下面。

华为云新增HUAWEI ID登录方式，修改访问数据服务中的界面
截图。

2020-03-30 新增3个服务：数据加载服务、元数据管理（新版本）、数据处
理（新版本）。

元数据管理与数据处理服务更名为：元数据管理与数据处理
（旧版本）。

数据权限管理更名为：数据安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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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19-12-30 数据探索服务，“探索工厂”菜单功能更新，对应更新“探索
工厂”章节内容。

数据权限管理服务变更内容如下所示：

● 逻辑实体变更提醒功能删除，对应删除“逻辑实体变更提
醒”章节。

● 新增“公告栏展示”章节。

● 菜单名称更新，对应刷新“资源管理”章节内容。

● 新增“水印管理”章节。

2019-10-30 服务改版，资料全量更新。

2019-04-30 第一次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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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户指南

4.1 订购服务

4.1.1 IAM 权限管理基本概念

账号

当您首次使用华为云时，需要使用手机号注册一个账号，该账号是您的华为云资源归
属、资源使用计费的主体，对其所拥有的资源及云服务具有完全的访问权限，可以重
置用户密码、分配用户权限等。账号统一接收所有IAM用户进行资源操作时产生的费
用账单。

IAM 用户

由华为云账号在IAM中创建的用户，是云服务的使用人员，具有独立的身份凭证（密
码和访问密钥），根据账号授予的权限使用资源。IAM用户不进行独立的计费，由所
属账户统一付费。

账号与 IAM 用户的关系

账号与IAM用户可以类比为父子关系，账号是资源归属以及计费的主体，对其拥有的
资源具有所有权限。IAM用户由账号创建，只能拥有账号授予的资源使用权限，账号
可以随时修改或者撤销IAM用户的使用权限。IAM用户进行资源操作时产生的费用统一
计入账号中，IAM用户不需要为资源付费。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4 用户指南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5



图 4-1 账号与 IAM 用户的关系

用户组

用户组是用户的集合，IAM通过用户组功能实现用户的授权。您创建的IAM用户，需要
加入特定用户组后，才具备对应的权限，否则IAM用户无法访问您账号中的任何资源
或是云服务。一个IAM用户可以加入多个用户组，以获得不同的权限。

“admin”为系统缺省提供的用户组，具有所有云服务资源的操作权限。将IAM用户加
入该用户组后，IAM用户可以操作并使用所有云资源，包括但不仅限于创建用户组及
用户、修改用户组权限、管理华为云资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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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创建用户以及用户组

授权

授权是您将用户完成具体工作需要的权限授予用户，授权通过策略定义的权限生效，
通过给用户组授予策略（包括系统策略和自定义策略），用户组中的用户就能获得策
略中定义的权限，这一过程称为授权。用户获得具体云服务的权限后，可以对云服务
进行操作，例如，管理您账号中的ECS资源。

图 4-3 授权模型

4.1.2 申请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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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1 注册华为云账号并进行实名认证

首次使用华为云时，需要注册华为云账号。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Chrome浏览器中打开https://www.huaweicloud.com/，进入华为云界面。

步骤2 单击右上角的“注册”。

步骤3 在注册页面，根据提示信息完成注册。

步骤4 用注册成功的账号和密码登录华为云，在绑定邮箱提醒界面，单击“立即绑定”。

步骤5 在绑定注册邮箱界面，根据提示完成绑定注册邮箱。

步骤6 按提示进行实名认证。

----结束

4.1.2.2 创建用户组并授权

通过给用户组授予角色，授予角色后用户组会具有该角色的权限。

一个用户组可以被授予一个角色，也可以被授予多个角色，因此，租户可以根据需要
自行决定创建用户组的个数。

按数据服务角色名称来创建的用户组，权限划分比较细致，在实际操作时可能一个人
同时需要很多角色，这里列出两种常见的策略，见（可选）常用设置策略。

下面以创建“Data Acquisition Engineer Group”为例介绍创建用户组并授权的方
法，见创建用户组和给用户组授权。

背景信息
● 统一身份认证服务提供的缺省用户组为“admin”用户组，“admin”用户组里的

用户具有管理人员以及所有云服务资源的操作权限。

● 数据服务中需要用到7个角色，如表4-1所示。

表 4-1 数据服务角色名称及说明

角色名称 说明

Data Acquisition
Engineer

表示数据采集工程师，负责数据采集、传输和入湖。

Data Processing
Engineer

表示数据工程师，负责数据解析适配、预处理、处理、后
处理、控制数据流向、模型管理、设置数据目录和逻辑实
体的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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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名称 说明

Data Asset
Manager

表示数据资产管理员，可执行的操作包括如下：

● 负责数据分层管理、数据模型管理和审核（密级复
审）及授权。

● 数据权限按角色授权、用户（组）授权。

● 设置组织对应的组织类型。

● 设置组织类型的数据权限。

● 设置数据目录和逻辑实体的密级。

Data Lake SRE 表示数据湖SRE（Site Reliability Engineer），可执行的
操作包括如下：

● 租户管理（例如：添加租户）、数据湖底层资源订购
（例如：发送数据资产管理服务的订单号和URL给市
场审批人员进行订单审批）及账号设置。

● 角色定义、用户（组）定义、用户（组）与角色绑
定。

Data Operation
Engineer

表示数据运营工程师，是对外提供数据消费的管理人员或
系统，负责申请发布数据集、配置数据集授权和申请下架
数据集。

Data Owner 表示数据集审批人员，负责审批数据集发布申请、数据集
订阅申请和数据集下架申请。

Data Security
Auditor

表示安全审计员，负责数据安全审计工作。

 

创建用户组

步骤1 在Chrome浏览器中打开https://www.huaweicloud.com/。

步骤2 单击界面右上角的“登录”。

步骤3 输入账号名和密码，单击“登录”。

步骤4 在华为云首页，单击右上角的“控制台”。

步骤5 在控制台页面，单击右上角的账号名，选择“统一身份认证”。

步骤6 在统一身份认证服务左侧导航树中，单击“用户组”。

步骤7 在“用户组”界面上右上角，单击“创建用户组”。

步骤8 在“创建用户组”界面上，配置用户组的相关参数，单击“确定”，如图4-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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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配置创建用户组的参数

----结束

给用户组授权

步骤1 单击Data Acquisition Engineer Group对应“操作”列下的“权限配置”。

步骤2 在“权限管理”页签中，单击列表左上方的“配置权限”，如图4-5所示。

图 4-5 配置权限

步骤3 选择授权范围：目前环境是基于华北-北京一、华北-北京四部署的，在“在以下作用范
围”下选择“区域级项目”，在下拉框中选择“华北-北京一”或“华北-北京四”。

说明

● 全局服务：服务部署时不区分物理区域，为全局级服务，在全局区域中授权。包括对象存储
服务（OBS）、内容分发网络（CDN）、标签管理服务（TMS）等。

● 区域级项目：服务部署时通过物理区域划分，为项目级服务，授权后只在授权区域生效，如
果需要所有区域都生效，则所有区域都需要进行授权操作。

步骤4 选择用户组的权限：在“拥有以下权限”下，搜索并勾选需要授予的角色名称，如图
4-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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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选择用户组对应的角色名称

步骤5 单击已勾选的权限名称左侧的 ，查看权限的依赖关系。

说明

由于华为云各服务之间存在业务交互关系，个别服务的角色依赖其他服务的角色实现功能。因此
给用户组授予角色时，对于有依赖的角色则需要授予依赖的角色才会生效。

● 如果角色内容中存在“Depends”字段，表示该角色存在依赖关系，需要同时勾选依赖的角
色。

● 如果角色内容中不存在“Depends”字段，表示该角色不存在依赖关系，不需要勾选其他角
色。

步骤6 单击“确定”，完成用户组授权。

----结束

4.1.2.3 （可选）常用设置策略

策略示例 1

步骤1 在Chrome浏览器中打开https://www.huaweicloud.com/。

步骤2 单击界面右上角的“登录”。

步骤3 输入账号名和密码，单击“登录”。

步骤4 在华为云首页，单击右上角的“控制台”。

步骤5 在控制台页面，单击右上角的账号名，选择“统一身份认证”。

步骤6 在统一身份认证服务左侧导航树中，单击“用户组”。

步骤7 在“用户组”界面上右上角，单击“创建用户组”。

步骤8 在“创建用户组”界面上，配置用户组的相关参数，单击“确定”，如图4-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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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配置创建用户组的参数

步骤9 单击Data Operation Group对应“操作”列的下“权限配置”。

步骤10 在“权限管理”页签中，单击列表左上方的“配置权限”，如图4-8所示。

图 4-8 配置权限

步骤11 选择授权范围：目前环境是基于华北-北京一、华北-北京四部署的，在“在以下作用范
围”下选择“区域级项目”，在下拉框中选择“华北-北京一”或“华北-北京四”。

说明

● 全局服务：服务部署时不区分物理区域，为全局级服务，在全局区域中授权。包括对象存储
服务（OBS）、内容分发网络（CDN）、标签管理服务（TMS）等。

● 区域级项目：服务部署时通过物理区域划分，为项目级服务，授权后只在授权区域生效，如
果需要所有区域都生效，则所有区域都需要进行授权操作。

步骤12 选择用户组的权限：在“拥有以下权限”下，搜索并勾选需要授予的角色名称，如图
4-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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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选择用户组对应的角色名称

步骤13 单击已勾选的权限名称左侧的 ，查看权限的依赖关系。

说明

由于华为云各服务之间存在业务交互关系，个别服务的角色依赖其他服务的角色实现功能。因此
给用户组授予角色时，对于有依赖的角色则需要授予依赖的角色才会生效。

● 如果角色内容中存在“Depends”字段，表示该角色存在依赖关系，需要同时勾选依赖的角
色。

● 如果角色内容中不存在“Depends”字段，表示该角色不存在依赖关系，不需要勾选其他角
色。

步骤14 单击“确定”，完成用户组授权。

加入这个用户组的用户具有采集与入湖、数据处理、设置数据权限和数据发布的权
限。

步骤15 按步骤7~步骤14，创建一个“Data Owner Group”的群组，将“Data Owner”的权
限添加到这个用户组下，加入这个用户组的用户具有审批的权限。

----结束

策略示例 2

步骤1 在Chrome浏览器中打开https://www.huaweicloud.com/。

步骤2 单击界面右上角的“登录”。

步骤3 输入账号名和密码，单击“登录”。

步骤4 在华为云首页，单击右上角的“控制台”。

步骤5 在控制台页面，单击右上角的账号名，选择“统一身份认证”。

步骤6 在统一身份认证服务左侧导航树中，单击“用户组”。

步骤7 在“用户组”界面上右上角，单击“创建用户组”。

步骤8 在“创建用户组”界面上，配置用户组的相关参数，单击“确定”，如图4-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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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配置创建用户组的参数

步骤9 单击Data Processing Group对应“操作”列的下“权限配置”。

步骤10 在“权限管理”页签中，单击列表左上方的“配置权限”，如图4-11所示。

图 4-11 配置权限

步骤11 选择授权范围：目前环境是基于华北-北京一、华北-北京四部署的，在“在以下作用范
围”下选择“区域级项目”，在下拉框中选择“华北-北京一”或“华北-北京四”。

说明

● 全局服务：服务部署时不区分物理区域，为全局级服务，在全局区域中授权。包括对象存储
服务（OBS）、内容分发网络（CDN）、标签管理服务（TMS）等。

● 区域级项目：服务部署时通过物理区域划分，为项目级服务，授权后只在授权区域生效，如
果需要所有区域都生效，则所有区域都需要进行授权操作。

步骤12 选择用户组的权限：在“拥有以下权限”下，搜索并勾选需要授予的角色名称，如图
4-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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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选择用户组对应的角色名称

步骤13 单击已勾选的权限名称左侧的 ，查看权限的依赖关系。

说明

由于华为云各服务之间存在业务交互关系，个别服务的角色依赖其他服务的角色实现功能。因此
给用户组授予角色时，对于有依赖的角色则需要授予依赖的角色才会生效。

● 如果角色内容中存在“Depends”字段，表示该角色存在依赖关系，需要同时勾选依赖的角
色。

● 如果角色内容中不存在“Depends”字段，表示该角色不存在依赖关系，不需要勾选其他角
色。

步骤14 单击“确定”，完成用户组授权。

加入这个用户组的用户具有采集与入湖、数据处理、设置数据权限和审批的权限。

步骤15 按步骤7~步骤14，创建一个“Data Operation Engineer Group”的群组，将“Data
Operation Engineer”的权限添加到这个用户组下，加入这个用户组的用户具有发布
数据集的权限。

----结束

4.1.2.4 创建用户并添加至用户组

注册的华为云账号默认为租户管理员，属于“admin”用户组里的用户。

说明

“admin”用户组里的用户均为租户管理员，具有租户管理员的所有操作权限。

默认情况下，新创建的IAM用户没有任何权限，将其加入用户组后，获得用户组的权
限。授权后，IAM用户就可以基于权限对数据服务进行操作。

下面以创建“User A”用户并将其加入至“Data Acquisition Engineer Group”用户
组为例介绍创建用户并添加至用户组的方法。

创建用户

步骤1 在Chrome浏览器中打开https://www.huaweicloud.com/。

步骤2 单击界面右上角的“登录”。

步骤3 输入账号名和密码，单击“登录”。

步骤4 在华为云首页，单击右上角的“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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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在控制台页面，单击右上角的账号名，选择“统一身份认证”。

步骤6 在统一身份认证服务左侧导航树中，选择“用户”。

步骤7 在“用户”界面上右上角，单击“创建用户”。

步骤8 在“创建用户”界面下的“配置用户基本信息”区域，配置用户的相关参数，如图
4-13所示，创建用户的参数配置说明见表4-2。

说明

如需一次创建多个用户，可以单击“添加用户”进行批量创建，每次 多可创建10个用户。

图 4-13 配置用户基本信息

表 4-2 创建用户的参数配置说明

名称 说明

用户
信息

用户名 必填。IAM用户登录华为云的用户名，此处以
“User A”为例。

邮箱 “访问方式”选择“首次登录时设置”时必填，
选择其他时选填。IAM用户绑定的邮箱，可作为
子账户的登录凭证，也可由IAM用户自己绑定。

手机号 选填。IAM用户绑定的手机号，可作为子账户的
登录凭证，也可由IAM用户自己绑定。

描述 选填。对用户的描述信息。

访问
方式

编程访问 创建用户完成后即可下载本次创建的所有用户的
访问秘钥（AK/SK）。一个用户 多拥有两个访
问密钥。这些AK/SK可以对华为云进行编程调
用，例如，通过API调用方式访问华为云时，您
可能需要使用访问密钥。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4 用户指南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46



名称 说明

华为云
管理控
制台访
问

控制
台登
录密
码设
置方
式

首次登
录时设
置

如果您不是用户User A的使用主体，建议您选
择该方式，输入用户的邮箱和手机，用户User
A通过邮件中的一次性链接登录华为云，自行设
置密码。

自动生
成

仅在创建单个用户时适用，如果您本次创建2个
及以上的用户，则不支持此方式。

自定义 如果您是用户User A的使用主体，建议您选择
该方式，设置自己的登录密码。

登录
保护

开启登
录保护

开启登录保护后，IAM用户登录时，除了在登录
页面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外（第一次身份验证），
还需要在登录验证页面输入验证码（第二次身份
验证），该功能是一种安全实践，建议开启登录
保护，多次身份认证可以提高账号安全性。

您可以选择通过手机、邮箱、虚拟MFA进行登
录验证。

不开启 不开启登录保护。

 

步骤9 单击“下一步”。

步骤10 在“创建用户”界面下的“加入用户组（可选）”区域，在“可选用户组”下勾选需
要加入的用户组，将新建用户加入用户组，如图4-14所示。

将用户加入用户组，用户将具备用户组的权限，这一过程即给用户授权。

说明

一个用户可以同时加入多个用户组。

图 4-14 加入用户组

步骤11 单击“创建用户”。IAM用户创建完成，用户列表中显示新创建的IAM用户，如图
4-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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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5 完成 IAM 用户的创建

----结束

4.1.3 订购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租户管理员可以订购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配置参考
● 存储容量配置参考：建议存储容量是需要处理的原始数据量的5倍。例如需要处理

的原始数据量为10GB，则存储容量配置建议不小于50GB。

● 计算规格配置参考：建议DPRU数量是数据处理用户数量的2倍。例如该租户下面
有2个用户会使用数据资产管理服务进行数据处理，则计算规格配置建议不小于
4DPRU。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Chrome浏览器中打开https://www.hwtelcloud.com/。

步骤2 单击“我同意”。

说明

仅首次登录“iMaster NAIE”才需要执行此步骤。

步骤3 单击界面右上角的“登录”，进入华为云登录界面。

步骤4 选择登录方式。

● 选择“账号登录”，输入账号名和密码，单击“登录”。

首次登录后请及时修改密码，并定期修改密码。

● 选择“IAM用户登录”，输入账号名、已加入admin用户组的用户名和密码，单击
“登录”。

首次登录后请及时修改密码，并定期修改密码。

步骤5 在主菜单中选择“AI服务 >数据服务>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步骤6 在“数据资产管理服务”产品介绍界面上，单击“我要购买”。

步骤7 在服务订购界面，配置信息。

参数说明：

● 区域：用户使用的云服务所在的Region。保持默认值。

● 计算规格：决定了用户使用云服务时处理数据的速度，在一定数据处理量情况
下，DPRU越多，数据处理耗时越短。配置见配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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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储容量：用户使用云服务时，数据的存储空间。配置见配置参考。

步骤8 单击“立即使用”，完成服务的订购。

开通数据资产管理服务预计等待4分钟。

----结束

4.2 访问数据服务
步骤1 在Chrome浏览器中打开https://www.hwtelcloud.com/。

步骤2 单击界面右上角的“登录”。

步骤3 选择“IAM用户登录”方式。

步骤4 输入账号名、用户名和密码，单击“登录”。

首次登录后请及时修改密码，并定期修改密码。

步骤5 将鼠标移动到界面右上角的用户名上，单击“工作空间”。

步骤6 在“服务”页签下，单击数据资产管理服务下的“进入服务”，进入数据服务页面。

----结束

4.3 数据服务首页介绍
数据服务首页介绍见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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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数据服务首页介绍

区域 说明

页面上方菜
单栏

● 左侧依次展示如下：

– ：品牌名称。单击此图标，界面
跳转至NAIE首页。

– ：服务名称。单击此图标，界面跳转至数据服
务首页。

● 右侧依次展示如下：

– ：用户账户所属Region。

– ：当前用户的头像和用户名。

– ：消息提醒，展示数据集变更、数据集到期、数据工程变
更通知。

– ：购物车。

– ：支持切换为英文页面。

– ：退出系统。

左侧导航 展示数据服务下的功能模块。

页面上方 模糊搜索数据集或者模板。

页面中下方 ● 我的资产：数据集的展示，数据模板的展示及新建数据集的入口。

● 我的数据工程：数据工程的展示及新建工程入口。

页面左下方

●  支持切换至新版本。

● 支持切换至旧版本。

 

搜索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单击“首页”。

步骤2 在搜索框中输入需要搜索的内容，单击 。

步骤3 在下方数据集、公共模板、私有模板区域选择需要的内容。

步骤4 搜索完成后，如果需要返回，则需要在搜索框中单击“×”。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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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管理数据上云

4.4.1 新建数据集
数据服务提供了直接将本地数据文件发布为数据集的能力（也称为一键式发布数据集
的能力）。

说明

● 通过一键式发布的数据集密级级别默认为秘密，并且显示在数据服务的“首页>我的数据
集”以及“数据资产>数据目录>自建数据集”页签。

● 一键式发布数据集不需要审批。

前提条件

登录用户为具有“Data Operation Engineer”角色的用户。

操作步骤

步骤1 新建数据集的入口。

●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首页>我的资产>数据集> > 新建数据集”。

●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数据资产>数据目录>新数据集”。

步骤2 在弹出界面，输入数据集的名称，设置数据集的过期时间。

在这里以本地上传数据为例。

● ：通过上传本地数据快速发布数据集。

● ：通过获取已建模的数据发布数据集。具体操作请参见申请发布数据集。

步骤3 上传数据。

● 单击“上传文件”， 选择在本地已准备好需要发布成数据集的数据文件，单击
“打开”。

● 拖动本地已准备好的文件至虚线框内。

步骤4 （可选）设置是否自动建模。

自动建模开关默认为关闭状态。

● 打开自动建模开关：单击 。

– 单个文件：文件格式为“csv”，且文件分隔符为“,”。

– 多个文件：文件格式为“csv”，且所有文件表头名称相同，文件分隔符为
“,”。

● 关闭自动建模开关：单击 。

创建非结构化的OBS模型。

步骤5 单击“确认”，在“确认”对话框单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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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发布完成后，自动显示在“首页>我的资产>数据集”以及“数据资产>数据目录
>自建数据集”页签下。在“数据资产>数据目录>自建数据集”页签的目录中，按照自
然月存放在“Native”目录下。

发布的数据集可以进行解析、处理、探索、标注、敏感检测、脱敏处理及水印加解
密。具体介绍请参考对应章节。

----结束

4.4.2 数据接入

4.4.2.1 角色访问权限

数据接入的使用对象包括“Data Asset Manager”角色和“Data Acquisition
Engineer”角色，两种角色的操作权限不同。

● Data Asset Manager：数据资产管理员，负责管理软件包、管理采集机，可以上
传采集机软件包、发布或删除采集机软件包、以及授权采集机和删除采集机。

● Data Acquisition Engineer：数据采集工程师，负责管理采集机、管理采集任
务，可以升级采集机、删除采集机、下载采集机日志、创建采集任务、启动或停
止采集任务、编辑采集任务、删除采集任务、以及查看采集任务详细信息。

说明

● 如果一个用户同时具有“Data Asset Manager”和“Data Acquisition Engineer”角色，并
且“Data Asset Manager”角色用户所属的租户ID与环境变量NAIE_D_Manager配置的值一
致，则该用户仅有“Data Asset Manager”角色的操作权限。

● 如果一个用户同时具有“Data Asset Manager”和“Data Acquisition Engineer”角色，则
该用户仅有“Data Acquisition Engineer”角色的操作权限。

4.4.2.2 管理软件包

采集机软件包上传发布后才可以被其他用户配置使用。

前提条件

● 登录用户为具有“Data Asset Manager”角色的用户，该用户所属的租户ID必须
与环境变量NAIE_D_Manager配置的值一致。

● 已获取采集机软件包和采集机软件包的签名文件。

上传采集机软件包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接入”。

步骤2 在“数据接入”界面右上角，单击“软件包管理”。

进入“采集机软件包”界面，以列表方式展示已上传的采集机软件包及采集机软件包
的详细信息。

步骤3 在界面左上方，单击“创建”。

步骤4 在“创建采集机软件包”界面，配置信息，如图4-16所示，参数说明见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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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6 上传采集机软件包

表 4-4 上传采集机软件包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上传软件包 必填项。

需要上传的采集机软件包，类型为tar.gz。

校验文件 必填项。

与采集机软件包匹配的crl类型校验文件。

检验文件 必填项。

与采集机软件包匹配的cms类型的校验文件。

备注 选填项。

对上传的采集机软件包的说明信息，长度为0~20个字
符。

 

步骤5 单击“确定”。

说明

● 已上传了同名称的软件包但未发布，则有是否覆盖上传的警告信息。

● 已上传了同名称的软件包且已发布，则有警告信息。

● 上传需要8~10分钟。

步骤6 在“提示”对话框单击“确认”。

上传成功的采集机软件包，自动显示在软件包列表中。

步骤7 （可选）在采集机软件包列表，支持对已上传的采集机软件包做如下操作。

● 搜索采集机软件包：在采集机软件包列表右上方的搜索框中，输入软件包ID，单

击 。

● 刷新采集机软件包列表：在采集机软件包列表右上方，单击 。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4 用户指南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53



● 删除已上传采集机软件包：在需要删除的采集机软件包对应的“操作”列下，单

击 。

----结束

发布采集机软件包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接入”。

步骤2 在“数据接入”界面右上角，单击“软件包管理”。

进入“采集机软件包”界面，以列表方式展示已上传的采集机软件包及采集机软件包
的详细信息。

步骤3 在采集机软件包列表中，在需要发布的采集机软件包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步骤4 在“成功”对话框中单击“确认”。

步骤5 （可选）在采集机软件包列表，支持对已发布的采集机软件包做如下操作。

● 搜索采集机软件包：在采集机软件包列表右上方的搜索框中，输入软件包ID，单

击 。

● 刷新采集机软件包列表：在采集机软件包列表右上方，单击 。

● 取消发布：在需要取消发布的采集机软件包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结束

4.4.2.3 管理采集机（运维）

数据资产管理员可以将某个采集机授权给指定的租户使用。

数据资产管理员授权采集机时需要根据用户使用场景进行授权。

● 如果用户需要使用corba或者snmp探针，仅能授权虚拟机部署的采集机。

● 不能给一个租户同时授权docker化部署的采集机和虚拟机部署的采集机。

须知

如果不是按上述要求授权，则会导致用户在创建采集任务时失败。

前提条件

登录用户为具有“Data Asset Manager”角色的用户，该用户所属的租户ID必须与环
境变量NAIE_D_Manager配置的值一致。

授权采集机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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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在“数据接入”界面右上角，单击“采集机管理”。

进入“采集机管理”界面，以列表方式展示所有采集机及其详细信息。

步骤3 授权采集机。

● 方法一：

a. 在采集机管理列表需要授权的采集机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b. 在“选择授权租户信息”界面，在搜索框中输入租户名称进行搜索，勾选要
授权的租户。

支持授权给多个租户。

c. 单击“确定”。

d. 在“成功”对话框中单击“确认”。

授权成功后，被授权的租户下的用户可使用该采集机。

● 方法二：

a. 在采集机管理列表中需要授权的采集机对应的“采集机名称”列下，单击采
集机名称。

b. 在“已授权租户信息”页签下，单击“新增”。

c. 在“选择授权租户信息”界面，在搜索框中输入租户名称进行搜索，勾选要
授权的租户。

支持授权给多个租户。

d. 单击“确定”。

e. 在“成功”对话框中单击“确认”。

授权成功后，被授权的租户下的用户可使用该采集机。

步骤4 （可选）在采集机管理列表中，支持对采集机做如下操作。

● 取消授权：在采集机管理列表中需要取消授权的采集机对应的“采集机名称”列
下，单击采集机的名称，在“已授权租户信息”页签，删除已授权的租户。

– 在租户信息列表中需要删除的租户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在租户信息列表中勾选需要删除的租户，在租户列表左上方单击“删除”。

● 查看授权记录：在采集机管理列表中需要查看授权记录的采集机对应的“采集机
名称”列下，单击采集机的名称，在“操作记录”页签，查看授权操作。

● 删除采集机：在采集机管理列表中需要删除的采集机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只有采集机的“状态”值为“故障”时，才可以删除。

----结束

4.4.2.4 管理采集机（用户）

支持采集机的升级采集机、下载采集机日志、删除采集机。

前提条件

登录用户为具有“Data Acquisition Engineer”角色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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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接入>采集机管理”。

进入“采集机管理”界面，以列表方式展示采集机及其详细信息。

步骤2 升级采集机。

1. 在需要升级的采集机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2. 在“提示”对话框单击“确认”。

3. 查看升级记录：在需要查看的采集机对应的采集机名称前面，单击 。

步骤3 下载采集机日志。

当采集机的“状态”值为“故障”时，则可以下载采集机日志,定位问题。

1. 在采集机管理列表中需要下载采集机日志的采集机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2. 打开下载的zip压缩包。

步骤4 删除采集机。

只有采集机的“状态”值为“故障”时，才可以删除。

1. 在采集机管理列表中需要删除的采集机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2. 在“提示”对话框中单击“确认”。

----结束

4.4.2.5 管理采集任务

4.4.2.5.1 前提条件

登录用户为具有“Data Acquisition Engineer”角色的用户。

4.4.2.5.2 采集任务界面介绍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接入”。

采集任务界面展示如图4-17所示，采集任务界面说明见表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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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7 采集任务界面

表 4-5 采集任务界面说明

区域 说明

1 ● 采集任务：展示采集任务相关信息。

● 上传数据管理：展示本地上传任务信息及本地上传数据入口。

2 ● 创建任务：创建采集任务的入口。

● 采集机管理：管理采集机的入口。

3 支持按采集状态展示采集任务。例如，单击“成功”，在区域5仅展示
“状态”值为“成功”的采集任务。

4 ● 支持过滤或搜索展示采集任务。

● 支持刷新任务列表，刷新后展示所有任务信息。

● 采集任务支持列表或卡片方式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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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说明

5 ● 任务名称：采集任务的名称，单击任务名称，进入任务详情界面。
在任务详情界面，支持查看某个时间点采集信息、任务信息、搜索
文件、删除文件、复制文件路径。

● 创建人：创建该采集任务的用户名。

● 本次开始时间：任务 后一次启动的时间。

● 采集文件大小：该采集任务采集的数据文件大小。

● 标签：创建采集任务时填写的标签。

● 状态：该采集任务的状态信息。

● 描述：创建采集任务时填写的标签。

● 操作：支持如下操作。

– ：启动采集任务。

– ：停止采集任务。

– ：已采集数据的处理。

– ：编辑采集任务。
采集任务的“状态”值为“未启动”时，才可以编辑采集任务。

– > ：已采集的数据发布为数据集。

– > ：删除采集任务。
采集任务的“状态”值为“未启动”时，才可以删除采集任务。

 

----结束

4.4.2.5.3 创建采集任务（网络直连方式）

网络直连场景是指用户的数据源网络已和公网网络打通，用户可直接创建数据采集任
务。

气象数据仅支持网络直连方式。

支持的协议类型为：sftp、ftps、restful、Kafka、database。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接入”。

步骤2 选择“采集任务”页签。

步骤3 在“采集任务”界面右上角，单击“创建任务”。

步骤4 选择数据接入方式。

这里以“管>接入”为例，用户根据需求选择。

● ICT数据接入：分为端（暂不支持）、管、云。

– 端：指的是终端数据，包含手机和机顶盒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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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指的是网管数据，包含接入、传送（暂不支持）、数通、云核、无线、
能源、IT和园区的数据。

– 云：指的是互联网和云服务的数据，包含GIS（暂不支持）、气象、施工、云
服务、OBS的数据。

● 其他数据接入：分为本地上传、远程sftp/ftps、Kafka流数据、数据库数据、
API。

步骤5 在“网络配置”下，选择“网络直连”。

步骤6 单击“下一步”。

步骤7 配置基本信息，参数说明见表4-6。

当数据接入方式选择“云>气象”或当数据接入方式选的是“其他数据接入”区域下的
方式时，则无基本信息。

表 4-6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网管信息 当数据接入方式选择“云>施工数据”或“云>云服务数据”
时，无此参数。

必填项。

数据所在的网管名称。选择了接入方式后，在下拉中选择。

数据类型 必填项。

采集的数据的类型。支持多选。例如“性能数据”。

 

步骤8 配置数据源信息，参数说明见表4-7。

当数据接入方式选择“云>气象”，则无数据源信息。

“数据类型”多选后，需要对每个数据类型下的数据源进行配置，这里以协议类型为
“SFTP”为例。

表 4-7 配置数据源信息

参数 说明

协议类型 必填项。

数据源协议的类型。“数据类型”选择值后，在下拉框中选
择。例如“SFTP”。

当“协议类型”的值为“SFTP”或“FTPS”时，支持添加多
数据源。

IP地址和端口 必填项。

数据所在的主机的IP地址和端口号。

用户名 必填项。

数据所在的主机的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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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密码 必填项。

数据所在的主机的密码。

数据存放路径 必填项。

采集的数据的存储路径。以“/”开头，不能有“../”或
“~/”。

 

说明

其他协议类型的数据源，配置参考请参见数据源配置参考。

步骤9 数据源信息配置完成后，单击“连通性测试”。

如果有多个数据源，每个数据源信息配置完成后，都需要做连通性测试。

步骤10 配置采集策略。

满足以下条件时才需要配置采集策略：

● 当“协议类型”为“SFTP”、“FTPS”或“Database”时。

● 当数据接入方式选择“云>气象”时。

● 当数据接入方式选择“管>IT”时。

● 当数据接入方式选择“云>云服务数据”，且“协议类型”为“RESTFul”时。

采集策略参数说明如下：

● 一次性采集：该采集任务仅采集一次。缺省值为“一次性采集”。

● 按间隔采集：该采集任务按设置的间隔时间采集数据。

● 按周期采集：该采集任务按设置的周期和启动时间采集数据。

步骤11 单击“确定”。

步骤12 （可选）配置数据存储,参数说明见表4-8。

当数据接入方式选择"其他数据接入>Kafka流数据"时，则需要执行此步骤。

表 4-8 配置数据存储

参数 说明

存储类型 必填项。

数据存储类型。

资源名称 选填项。

如果选择存储类型为Kafka，支持选择该用户的mrs Kafka资
源。

topic 选填项。

topic可选择已有值，也可用户手动输入用于新建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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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副本数 选填项。

topic选择已有值时展示该topic的副本数；如果topic为新建场
景用户需要手动输入副本数用作创建topic的参数，取值范围：
1-2；

分区数 选填项。

topic选择已有值时展示该topic的分区数；如果topic为新建场
景用户需要手动输入分区数用作创建topic的参数，取值范围：
1-10；

 

步骤13 单击“确定”。

步骤14 配置任务信息，任务信息参数说明见表4-9。

表 4-9 任务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任务名称 必填项。

采集任务的名称。长度为1~64个字符，由数字、字母、中文和
（_-）组成。

标签 选填项。

标签信息。长度为0~64个字符 ，由数字、字母和（_-）组成。

如果用于云地协同，此处填写须与网管UUID一致。

有效时间 选填项。

成功执行采集任务采集到的文件的保留时间。

描述 选填项。

对该采集任务的描述。 长度为0~20个字符 。

 

步骤15 单击“创建”。

步骤16 在“成功”对话框中单击“确认”。

采集任务创建成功后，自动显示在“采集任务”页签的任务列表中。

如果“数据类型”选择了多种，则系统显示的采集任务的名称为设置的任务名称后加
下划线及数字区分。

步骤17 （可选）在采集任务列表中，支持对已创建的任务做如下操作。

● 编辑任务：在采集任务列表中需要编辑的任务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删除任务：在采集任务列表中需要删除的任务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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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5.4 创建采集任务（VPN 连接方式）

虚拟专用网络（VPN）是指用户的数据源需要数据接入服务通过点对点的网络专线打
通网络。

气象数据不支持VPN连接方式。

支持的协议类型为：sftp、ftps、restful、corba、snmp、Kafka、database。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接入”。

步骤2 选择“采集任务”页签。

步骤3 在“采集任务”界面右上角，单击“创建任务”。

步骤4 选择数据接入方式。

这里以“管>接入”为例，用户根据需求选择。

● ICT数据接入：分为端（暂不支持）、管、云。

– 端：指的是终端数据，包含手机和机顶盒的数据。

– 管：指的是网管数据，包含接入、传送（暂不支持）、数通、云核、无线、
能源、IT和园区的数据。

– 云：指的是互联网和云服务的数据，包含GIS（暂不支持）、气象、施工、云
服务、OBS的数据。

● 其他数据接入：分为本地上传、远程sftp/ftps、Kafka流数据、数据库数据、
API。

步骤5 在“网络配置”下，选择“VPN连接方式”。

步骤6 （可选）打通VPN网络。

首次使用VPN连接方式，则需要执行此步骤。

1. 填写邮箱地址。打通VPN网络后通知用户。

2. 单击“确认提交”。

步骤7 VPN网络打通后，单击“下一步”。

步骤8 配置基本信息，参数说明见表4-10。

当数据接入方式选的是“其他数据接入”区域下的方式时，则无基本信息。

表 4-10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网管信息 当数据接入方式选择“云>施工数据”或“云>云服务数据”
时，无此参数。

必填项。

数据所在的网管名称。选择了接入方式后，在下拉中选择。

数据类型 必填项。

采集的数据的类型。支持多选。例如“性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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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9 配置数据源信息，参数说明见表4-11。

“数据类型”多选后，需要对每个数据类型下的数据源进行配置，这里以协议类型为
“SFTP”为例。

表 4-11 配置数据源信息

参数 说明

协议类型 必填项。

数据源协议的类型。“数据类型”选择值后，在下拉框中选
择。例如“SFTP”。

当“协议类型”的值为“SFTP”或“FTPS”时，支持添加多
数据源。

IP地址和端口 必填项。

数据所在的主机的IP地址和端口号。

用户名 必填项。

数据所在的主机的用户名。

密码 必填项。

数据所在的主机的密码。

数据存放路径 必填项。

采集的数据的存储路径。以“/”开头，不能有“../”或
“~/”。

 

说明

其他协议类型的数据源，配置参考请参见数据源配置参考。

步骤10 数据源信息配置完成后，单击“连通性测试”。

如果有多个数据源，每个数据源信息配置完成后，都需要做连通性测试。

步骤11 配置采集策略。

满足以下条件时才需要配置采集策略：

● 当“协议类型”为“SFTP”、“FTPS”或“Database”时。

● 当数据接入方式选择“云>云服务数据”，且“协议类型”为“RESTFul”时。

● 当数据接入方式选择“管>IT”时。

采集策略参数说明如下：

● 一次性采集：该采集任务仅采集一次。

● 按间隔采集：该采集任务按设置的间隔时间采集数据。

● 按周期采集：该采集任务按设置的周期和启动时间采集数据。

步骤12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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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3 （可选）配置数据存储,参数说明见表4-12。

当数据接入方式选择"其他数据接入>Kafka流数据"时，则需要执行此步骤。

表 4-12 配置数据存储

参数 说明

存储类型 必填项。

数据存储类型。

资源名称 选填项。

如果选择存储类型为Kafka，支持选择该用户的mrs Kafka资
源。

topic 选填项。

topic可选择已有值，也可用户手动输入用于新建topic。

副本数 选填项。

topic选择已有值时展示该topic的副本数；如果topic为新建场
景用户需要手动输入副本数用作创建topic的参数，取值范围：
1-2；

分区数 选填项。

topic选择已有值时展示该topic的分区数；如果topic为新建场
景用户需要手动输入分区数用作创建topic的参数，取值范围：
1-10；

 

步骤14 单击“确定”。

步骤15 配置任务信息，任务信息参数说明见表4-13。

表 4-13 任务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任务名称 必填项。

采集任务的名称。长度为1~64个字符，由数字、字母、中文和
（_-）组成。

标签 选填项。

标签信息。长度为0~64个字符 ，由数字、字母和（_-）组成。

如果用于云地协同，此处填写须与网管UUID一致。

有效时间 选填项。

成功执行采集任务采集到的文件的保留时间。

描述 选填项。

对该采集任务的描述。 长度为0~20个字符 。

 

步骤16 单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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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7 在“成功”对话框中单击“确认”。

采集任务创建成功后，自动显示在“采集任务”页签的任务列表中。

如果“数据类型”选择了多种，则系统显示的采集任务的名称为设置的任务名称后加
下划线及数字区分。

步骤18 （可选）在采集任务列表中，支持对已创建的任务做如下操作。

● 编辑任务：在采集任务列表中需要编辑的任务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删除任务：在采集任务列表中需要删除的任务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结束

4.4.2.5.5 创建采集任务（采集 Agent 方式）

使用采集Agent场景需要用户在自己的网络区域安装采集Agent，保证和数据源网络可
以正常通信。

安装采集Agent的方法请参考安装采集Agent。

气象数据不支持采集Agent方式。

支持的协议类型为：sftp、ftps、restful、corba、snmp、Kafka、database。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接入”。

步骤2 选择“采集任务”页签。

步骤3 在“采集任务”界面右上角，单击“创建任务”。

步骤4 选择数据接入方式。

这里以“管>接入”为例，用户根据需求选择。

● ICT数据接入：分为端（暂不支持）、管、云。

– 端：指的是终端数据，包含手机和机顶盒的数据。

– 管：指的是网管数据，包含接入、传送（暂不支持）、数通、云核、无线、
能源、IT和园区的数据。

– 云：指的是互联网和云服务的数据，包含GIS（暂不支持）、气象、施工、云
服务、OBS的数据。

● 其他数据接入：分为本地上传、远程sftp/ftps、Kafka流数据、数据库数据、
API。

步骤5 在“网络配置”下，选择“采集Agent”。

步骤6 （可选）选择采集Agent。

如果安装了多个采集Agent，执行此步骤。

步骤7 单击“下一步”。

步骤8 配置基本信息，参数说明见表4-14。

当数据接入方式选择“云>气象”或当数据接入方式选的是“其他数据接入”区域下的
方式时，则无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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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网管信息 当数据接入方式选择“云>施工数据”或“云>云服务数据”
时，无此参数。

必填项。

数据所在的网管名称。选择了接入方式后，在下拉中选择。

数据类型 必填项。

采集的数据的类型。支持多选。例如“性能数据”。

 

步骤9 配置数据源信息，参数说明见表4-15。

“数据类型”多选后，需要对每个数据类型下的数据源进行配置，这里以协议类型为
“SFTP”为例。

表 4-15 配置数据源信息

参数 说明

协议类型 必填项。

数据源协议的类型。“数据类型”选择值后，在下拉框中选
择。例如“SFTP”。

当“协议类型”的值为“SFTP”或“FTPS”时，支持添加多
数据源。

IP地址和端口 必填项。

数据所在的主机的IP地址和端口号。

用户名 必填项。

数据所在的主机的用户名。

密码 必填项。

数据所在的主机的密码。

数据存放路径 必填项。

采集的数据的存储路径。以“/”开头，不能有“../”或
“~/”。

 

说明

其他协议类型的数据源，配置参考请参见数据源配置参考。

步骤10 数据源信息配置完成后，单击“连通性测试”。

如果有多个数据源，每个数据源信息配置完成后，都需要做连通性测试。

步骤11 配置采集策略。

满足以下条件时才需要配置采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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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协议类型”为“SFTP”、“FTPS”“Database”时。

● 当数据接入方式选择“云>云服务数据”，且“协议类型”为“RESTFul”时。

● 当数据接入方式选择“管>IT”时。

采集策略参数说明如下：

● 一次性采集：该采集任务仅采集一次。

● 按间隔采集：该采集任务按设置的间隔时间采集数据。

● 按周期采集：该采集任务按设置的周期和启动时间采集数据。

步骤12 单击“确定”。

步骤13 （可选）配置数据存储,参数说明见表4-16。

当数据接入方式选择"其他数据接入>Kafka流数据"时，则需要执行此步骤。

表 4-16 配置数据存储

参数 说明

存储类型 必填项。

数据存储类型。

资源名称 选填项。

如果选择存储类型为Kafka，支持选择该用户的mrs Kafka资
源。

topic 选填项。

topic可选择已有值，也可用户手动输入用于新建topic。

副本数 选填项。

topic选择已有值时展示该topic的副本数；如果topic为新建场
景用户需要手动输入副本数用作创建topic的参数，取值范围：
1-2；

分区数 选填项。

topic选择已有值时展示该topic的分区数；如果topic为新建场
景用户需要手动输入分区数用作创建topic的参数，取值范围：
1-10；

 

步骤14 单击“确定”。

步骤15 配置任务信息，任务信息参数说明见表4-17。

表 4-17 任务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任务名称 必填项。

采集任务的名称。长度为1~64个字符，由数字、字母、中文和
（_-）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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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标签 选填项。

标签信息。长度为0~64个字符 ，由数字、字母和（_-）组成。

如果用于云地协同，此处填写须与网管UUID一致。

有效时间 选填项。

成功执行采集任务采集到的文件的保留时间。

描述 选填项。

对该采集任务的描述。 长度为0~20个字符 。

 

步骤16 单击“创建”。

步骤17 在“成功”对话框中单击“确认”。

采集任务创建成功后，自动显示在“采集任务”页签的任务列表中。

如果“数据类型”选择了多种，则系统显示的采集任务的名称为设置的任务名称后加
下划线及数字区分。

步骤18 （可选）在采集任务列表中，支持对已创建的任务做如下操作。

● 编辑任务：在采集任务列表中需要编辑的任务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删除任务：在采集任务列表中需要删除的任务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结束

4.4.2.5.6 启动采集任务

创建的采集任务，执行后才进行数据的采集工作。

说明

● 在同一个采集机下同时运行的任务数量不能超过10个。

● 如果在数据备份时，采集任务的“状态”列的值为“运行中”。则在数据恢复执行成功后，
该采集任务的“状态”列的值会变成“采集故障”，需要用户手动先停止该采集任务，再启
动该采集任务。停止任务的具体方法请参考停止采集任务。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接入”。

步骤2 选择“采集任务”页签。

步骤3 在采集任务列表中，在需要启动的采集任务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步骤4 在“提示”对话框单击“确认”。

步骤5 （可选）在采集任务列表中，支持对采集成功的任务做如下操作。

● 已采集数据的处理：在采集任务列表中需要数据处理的任务对应的“操作”列

下，单击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对应功能处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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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采集数据发布为数据集：在采集任务列表中需要发布为数据集的任务对应的

“操作”列下，单击 > 。

----结束

4.4.2.5.7 停止采集任务

如果用户需要停止正在运行的任务，执行本章节。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接入”。

步骤2 选择“采集任务”页签。

步骤3 在采集任务列表中，在需要停止运行的采集任务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步骤4 在“提示”对话框单击“确认”。

步骤5 在“提示”对话框单击“确认”。

----结束

4.4.2.5.8 查看采集任务信息

采集任务执行成功后，如果用户需要查看该采集任务的详细信息，则执行此章节。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接入”。

步骤2 选择“采集任务”页签。

步骤3 在采集任务列表中，在需要查看的采集任务对应的“任务名称”列下，单击任务的名
称。

进入任务信息界面，展示信息如下。

● 左侧上方：图形展示采集流程。单击图形中的“数据源”，展示数据源信息。

● 左侧中间：坐标展示某一时间段内采集的数据量。

● 左侧下方：展示某个时间点内的详细采集信息。默认不显示采集信息。

● 右侧：以列表展示采集的所有数据文件。

步骤4 在左侧中间坐标图中，单击时间轴对应的某一个点，该点的采集文件信息展示在左侧
下方的“采集信息”区域中，右侧列表展示这个时间点采集到的所有文件。

在文件列表右上角，单击 ，文件列表恢复显示所有文件信息。

步骤5 （可选）在采集文件列表中，支持如下操作。

● 复制文件路径：在需要复制的文件对应的“文件路径”列下，单击 。

● 删除文件

– 在需要删除的文件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勾选需要删除文件前面的复选框，在“文件列表”左上方单击“删除”。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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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6 管理本地上传任务

支持从本地直接上传数据。

前提条件

登录用户为具有“Data Acquisition Engineer”角色的用户。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接入”。

步骤2 选择“上传数据管理”页签。

步骤3 在界面右上角，单击“本地上传”。

步骤4 在“本地上传”界面，输入任务的名称，设置数据的过期时间。

步骤5 上传数据。

● 单击“上传文件”，选择本地文件，单击“打开”。

● 将本地已准备好的数据文件拖拽至虚线框内的空白区域。

步骤6 单击“完成”。

步骤7 在“确定”对话框单击“确定”。

成功创建的任务，自动显示在“上传数据管理”任务列表中。

步骤8 （可选）在“上传数据管理”的任务列表中，支持已创建的任务做如下操作。

● 管理任务的文件：在任务对应的“任务名称”列下，单击任务名称。

– 查看文件信息：支持查看文件名称、大小及文件路径等信息。

– 复制文件路径：在需要复制的文件对应的“文件路径”列下，单击 。

– 删除文件

▪ 在需要删除的文件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勾选需要删除文件前面的复选框，在文件列表右上角单击 。

– 返回任务列表：在左上方任务名称后，点击 。

● 追加文件至任务：在需要追加文件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已上传数据的处理：在需要数据处理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在下拉列表
中选择对应功能处理数据。

● 删除任务：在需要删除的任务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结束

4.4.2.7 数据源配置参考

数据源配置列表见表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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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数据源配置列表

数据源的协议类型 配置参数

SFTP/FTPS 请参见管理采集任务。

Kafka 请参见表4-19。

Corba 请参见表4-20。

RESTFul 请参见表4-21。

SNMP 请参见表4-22。

Database 请参见表4-23

 

协议类型为 Kafka 的数据源

表 4-19 协议为 Kafka 的数据源配置说明

参数 说明

协议类型 必选项。

数据源协议的类型。“数据类型”选择值后，在下拉框中
选择。例如“Kafka”。

Kafka认证 必选项。

Kafka的认证方式。默认值为“无”。

当“Kafka认证”方式为“SASL/GSSAPI”(即Kerberos协
议)时，需要在创建采集任务前手动配置hosts文件。

配置的内容为：

{KerberosServerIP} {KerberosServerDomain}

truststore格式 当“Kafka认证”值为“SSL”或“SASL_SSL”时，才有
此参数。

必选项。

上传的Kafka认证证书的格式。

truststore 当“Kafka认证”值为“SSL”或“SASL_SSL”时，才有
此参数。

必填项。

上传Kafka认证证书。该证书是开启SSL认证时，在需要连
接的数据源上自动生成。

truststore密码 当“Kafka认证”值为“SSL”或“SASL_SSL”时，才有
此参数。

必填项。

上传的Kafka认证证书的密码。该密码是开启SSL认证时，
在需要连接的数据源上自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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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keystore格式 当“Kafka认证”值为“SSL”时，才有此参数。

必选项。

上传的Kafka认证证书的格式。

keystore 当“Kafka认证”值为“SSL”时，才有此参数。

必填项。

上传Kafka认证证书。该证书是开启SSL认证时，在需要连
接的数据源上自动生成。

用户名 当“Kafka认证”值为“SASL_SSL”、“SASL_PLAN”
时，才有此参数。

必填项。

数据所在的主机的用户名。

密码 当“Kafka认证”值为“SASL_SSL”时，才有此参数。

必填项。

数据所在的主机的密码。

keystore密码 当“Kafka认证”值为“SSL”时，才有此参数。

必填项。

上传的Kafka认证证书的密码。该密码是开启SSL认证时，
在需要连接的数据源上自动生成。

krb5配置 当“Kafka认证”值为“SASL/GSSAPI”时，才有此参
数。

必填项。

上传Kafka认证证书。该证书是搭建Kerberos服务器时，
生成的文件。

keyTab 当“Kafka认证”值为“SASL/GSSAPI”时，才有此参
数。

必填项。

上传Kafka认证证书。该证书是搭建Kerberos服务器时，
生成的文件。

principal 当“Kafka认证”值为“SASL/GSSAPI”时，才有此参
数。

必填项。

搭建Kerberos服务器时，生成的用户名。

云服务 当数据接入方式选择“云>云服务数据”时，才有此参
数。

必选项。

采集的数据所属的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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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GroupId 选填项。

区分用户是否使用多任务共同采集一个数据源。默认不填
写。

例如，一个用户创建A任务和B任务共同采集一个数据源，
则需要用户自定义一个相同的GroupId作为标识。如果不
填写GroupId或是GroupId填写的不一致，则这两任务各自
采集该数据源。

Brokers地址 必填项。

数据所在的主机的IP地址和端口号。

输入格式：ip:port。支持输入多个broker，以英文逗号分
隔。

Topic 必填项。

采集数据的存储路径。支持添加多个。

 

协议类型为 Corba 的数据源

表 4-20 协议为 Corba 的数据源配置说明

参数 说明

协议类型 必选项。

数据源协议的类型。“数据类型”选择值后，在下拉框中
选择。例如“Corba”。

可设置SSL认证功能。

IP地址和端口 必填项。

数据所在的主机的IP地址和端口号。

用户名 必填项。

数据所在的主机的用户名。

密码 必填项。

数据所在的主机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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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类型为 RESTFul 的数据源

表 4-21 协议为 RESTFul 的数据源配置说明

参数 说明

协议类型 必选项。

数据源协议的类型。“数据类型”选择值后，在下拉框中
选择。例如“RESTFul”。

IP地址和端口 必填项。

数据所在的主机的IP地址和端口号。

用户名 当数据接入方式选择“云>云服务数据”时，无此参数。

必填项。

数据所在的主机的用户名。

密码 当数据接入方式选择“云>云服务数据”时，无此参数。

必填项。

数据所在的主机的密码。

云服务 当数据接入方式选择“云>云服务数据”，才有此参数。

必选项。

采集的数据所属的云服务。

 

协议类型为 SNMP 的数据源

表 4-22 协议为 SNMP 的数据源配置说明

参数 说明

协议类型 必选项。

数据源协议的类型。“数据类型”选择值后，在下拉框中
选择。例如“SNMP”。

采集机IP和端口 必填项。

采集机的IP地址和端口号。此IP为采集机和网管通信的网
卡IP地址。

用户名 必填项。

数据所在的主机的用户名。

加密密码 必填项。

数据所在的主机的加密密码。

鉴权密码 必填项。

数据所在的主机的鉴权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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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类型为 Database 的数据源

表 4-23 协议为 Database 的数据源配置说明

参数 说明

协议类型 必选项。

数据源协议的类型。“数据类型”选择值后，在下拉框中
选择。例如“Database”。

IP地址和端口 必填项。

数据所在的主机的IP地址和端口号。

数据库类型 必选项。

数据所在的数据库的类型，在下拉框中选择。

数据库版本 必选项。

数据所在的数据库的版本，在下拉框中选择。

数据库名 必填项。

采集数据的数据库的名称。

数据库表名 选填项。

采集数据的数据库表的名称。支持输入多个表名，多个表
名之间用英文逗号隔开。不填写则采集指定数据库下所有
表数据。

用户名 必填项。

数据所在的主机的用户名。

密码 必填项。

数据所在的主机的密码。

 

4.4.2.8 安装采集 Agent

4.4.2.8.1 安装流程

采集Agent安装部署及配置指导，请按照图4-18进行采集Agent安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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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8 采集 Agent 安装流程

采集Agent的安装会对虚拟机产生如下影响。

● 系统中新增collector用户和collector用户组。

● “/opt”目录下新增采集Agent的安装路径及文件。

● 占用系统特定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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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8.2 安装前准备

前提条件

● 请确认网络状态正常，并且PC端及相关部署机器不会在安装期间进入休眠状态。

● 安装之前，请用户务必先熟悉本指导书，对本指导书有整体的了解；在整个安装
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本指导书进行操作，中间不能出现主机掉电的情况，并且
在整个安装过程中不可强制终止退出。

● 启动安装操作前，先进行安装前准备和安装前环境检查，并处理检查出来的问
题，问题处理完毕后，再继续按照指导书操作。

● 确保已在即将执行安装操作的虚拟机上准备好所需要的文档和软件包，并将软件
包放在同一个路径下，例如“/opt”中。该路径只允许包含英文字母、数字以及
下划线，不是安装目录及其子目录。

● 数据接入场景下需要确保采集Agent与NCE网管Common Service节点系统时间保
持一致。

获取软件包

在安装采集Agent之前，必须在华为Support网站下载采集Agent安装包和校验工具包
以及工具软件等。

采集Agent的安装包支持x86和ARM两种版本，请根据操作系统获取相应版本，x86对
应的安装包名如：NAIE_Collector_20.5.1_Linux_x64.tar.gz，ARM对应的安装包名如：
NAIE_Collector_20.5.1_Euler_ARM64.tar.gz。

获取软件包

步骤1 联系运营人员获取采集Agent安装包和校验工具包，如表4-24所示。软件包名称和版
本号，请以实际规划为准。

表 4-24 待下载的采集 Agent 安装包和校验工具包

文件名 用
途

cms数字签名文件 下载步骤

NAIE_Collector_20.
5.1_Linux_x64.tar.g
z

采
集
Age
nt
安
装
包

● NAIE_Collector_
20.5.1_Linux_x6
4.tar.gz.cms

● NAIE_Collector_
20.5.1_Linux_x6
4.tar.gz.cms.crl

● 运营商用户登录https://
support.huawei.com/
carrierindex/zh/hwe/
index.html主页，在“产品
软件”页签中搜索产品名称
“Network Cloud
Engine”，选择相应的补丁
版本进行下载。

● 企业网用户登录https://
support.huawei.com/
enterprise/zh/index.html
网站主页，搜索产品名称
“Network Cloud
Engine”，选择“软件”页
签，选择相应的补丁版本进
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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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 用
途

cms数字签名文件 下载步骤

NAIE_Collector_CM
SVerity_20.5.1_Linu
x_x64.zip

采
集
Age
nt
安
装
包
的
校
验
工
具
包

无 ● 运营商用户登录https://
support.huawei.com/
carrierindex/zh/hwe/
index.html主页，在“产品
软件”页签中搜索产品名称
“Network Cloud
Engine”，选择相应的补丁
版本进行下载。

● 企业网用户登录https://
support.huawei.com/
enterprise/zh/index.html
网站主页，搜索产品名称
“Network Cloud
Engine”，选择“软件”页
签，选择相应的补丁版本进
行下载。

 

采集Agent支持用户使用自己的操作系统镜像，镜像版本要求参见表4-31。推荐使用
NCE提供的操作系统镜像及配套的操作系统安全加固文件压缩包，具体信息参见表
4-25。

表 4-25 推荐的操作系统镜像及配套的操作系统安全加固文件

文件名 asc数字签名文件 下载步骤

NCEV100R019C00SPC60
0_v6_os_euler2sp5_x64_d
vd1.iso
说明

Euler和SUSE操作系统的
qcow2、vhd格式的镜像和
iso格式镜像的下载方法相
同。

● NCEV100R019C00SPC600
_v6_os_euler2sp5_x64_dv
d1.iso.cms

● NCEV100R019C00SPC600
_v6_os_euler2sp5_x64_dv
d1.iso.crl

● 运营商用户登录
https://
support.huawei.c
om/
carrierindex/zh/h
we/index.html主
页，在“产品软
件”页签中搜索产
品名称“Network
Cloud Engine”，
选择相应的补丁版
本进行下载。

● 企业网用户登录
https://
support.huawei.c
om/
enterprise/zh/
index.html网站主
页，搜索产品名称
“Network Cloud
Engine”，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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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 asc数字签名文件 下载步骤

NCEV100R019C00SPC60
0_v7_ICMR_linux_x64.zip

NCEV100R019C00SPC600_v
7_ICMR_linux_x64.zip.asc

“软件”页签，选
择相应的补丁版本
进行下载。

 

步骤2 从软件官网下载工具软件，如表4-26所示。

表 4-26 待下载的工具软件

工具软件 作用 获取方式

PuTTY 可提供SSH远程登录功能，以及集中管
理服务器的功能。

说明
请获取0.68及以上版本。

从https://
www.chiark.greenend.or
g.uk/~sgtatham/putty/
网站获取。

FileZilla 用于上传文件至服务器。

说明
请获取3.25.1及以上版本。

从https://filezilla-
project.org/网站获取。

7-Zip 用于解压软件包。 从https://
sourceforge.net/
projects/sevenzip/files/
网站获取。

 

----结束

收集安装信息

介绍在采集Agent安装前需要收集的即将部署采集Agent的虚拟机、云端NAIE平台、华
为云NAIE平台或HCSO NAIE平台账户、NCE网管、TCP代理参数的相关信息。

说明

获取相关信息的目的是在安装部署采集Agent之前做参数配置，详情请参见修改配置文件章节。

获取采集 Agent 的虚拟机信息

在采集Agent安装前需要收集的虚拟机信息如表4-27所示。

表 4-27 虚拟机信息

名称 说明 示例

虚拟机IP 即将部署采集Agent的虚拟机IP地址，
用于和数据接入服务服务端通信。

10.113.209.115

虚拟机与采集数据源
的通信IP

即将部署采集Agent的虚拟机IP地址，
用于和采集数据源通信。在单网卡场
景下，该IP地址和网卡IP地址相同。

10.17.1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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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示例

用户名 登录虚拟机后台的用户名，取值为
root。

root

用户密码 root用户的密码。 Changeme_123

 

获取云端 NAIE 平台相关信息

在采集Agent安装前需要收集云端NAIE平台相关信息如表4-28所示。请联系运营人员
获取云端NAIE平台信息的实际取值。

表 4-28 云端 NAIE 平台信息

名称 说明 示例

数据接入服务控制通
道IP

采集Agent需要对接的云端NAIE平台中
数据接入服务服务端的控制通道IP地
址。

10.94.168.93

数据接入服务控制通
道端口

采集Agent需要对接的云端NAIE平台中
数据接入服务服务端的控制通道端口
号。

30081

数据接入服务数据通
道IP

采集Agent需要对接的云端NAIE平台中
数据接入服务服务端的数据通道IP地
址。

10.94.187.56

数据接入服务数据通
道端口

采集Agent需要对接的云端NAIE平台中
数据接入服务服务端的数据通道端口
号。

30082

 

获取华为云 NAIE 平台账户信息

在采集Agent安装前需要收集的华为云NAIE平台账户信息如表4-29所示。

表 4-29 账户信息

名称 说明 示例

华为云NAIE平台云
服务账户AK

华为云NAIE平台或HCSO NAIE
平台云服务账户的AK。

TIJZXXXXXXXXXXA1LFE3

华为云NAIE平台云
服务账户SK

华为云NAIE平台或HCSO NAIE
平台云服务账户的SK。

k9rAKEuQh8sYeECiU1UvZ
4yBVKUNprOmFpg6R70p

 

获取 NCE 网管信息

在采集Agent安装前需要收集的NCE网管信息如表4-3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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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0 NCE 网管信息

名称 说明 示例

NCE网管北
向SFTP服务
器IP地址

NCE网管默认提供SFTP Server能力，该SFTP服务器
在NCE网管Common Service节点上，若NCE网管
Common Service为单节点部署，则SFTP服务器IP地
址为Common Service节点的IP地址；若NCE网管
Common Service为集群部署，则SFTP服务器IP地址
为Common Service集群的浮动IP地址。

10.20.11.100

端口号 NCE网管北向SFTP服务器的端口号。取值为22。 22

用户名 NCE网管Common Service节点上的用户名，取值为
ftpuser。NCE网管安装完成后每个Common Service
节点上都默认有ftpuser用户。

ftpuser

用户密码 ftpuser用户的密码。默认密码为Changeme_123，
如果该默认密码已被修改，请使用修改后的密码。

-

数据存储路
径

NCE网管安装完毕后，Common Service节点上自动
生成的文件路径。

/hfs_public

NCE网管
product-
uuid

表示ossid。 1160393026
6629489073
67348

 

安装前检查

安装之前，请先检查是否满足安装条件。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PuTTY工具以root用户通过SSH方式登录采集Agent后台。

步骤2 执行以下命令，检查collector用户是否存在，用于确保在执行安装部署之前采集
Agent上无collector用户。

cat /etc/passwd|awk -F ":" '{print $1}'|grep collector

● 若系统无回显信息，表示collector用户不存在，请执行步骤4。

● 若系统返回如下回显信息，表示collector用户存在，请先执行userdel collector
命令删除collector用户，然后执行步骤4。
collector

步骤3 执行以下命令，检查collector用户组是否存在，用于确保在执行安装部署之前采集
Agent上无collector用户组。

cat /etc/group |awk -F ":" '{print $1}' |grep collector;

● 若系统无回显信息，表示collector用户组不存在，请执行步骤4。

● 若系统返回如下回显信息，表示collector用户组存在，请先执行groupdel
collector 命令删除collector用户组，然后执行步骤4。
coll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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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检查虚拟机是否满足表4-31中的规格要求。

表 4-31 虚拟机规格

规格项 规格说明

支持的平台架构 x86

ARM

操作系统版本 Euler 2.5 或 2.8

SUSE 12(SP3)及以上版本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7及以上版本

小规格 1VM（4U8G+200G数据盘）

其中，“/opt”路径挂载的磁盘分区大
小至少为100G。

 

检查的具体操作方法：

1.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虚拟机的内存。

free -g
系统返回类似如下回显信息，total列显示8，说明内存为8G。
total        used        free      shared  buff/cache   available
Mem:              8         1           4           0           2           7
Swap:            31           0          31
[root@linux ~]#

2.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虚拟机的核数。

cat /proc/cpuinfo| grep "processor"| wc -l
系统返回类似如下回显信息，说明核数为4。
4

3.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虚拟机的“/opt”目录大小。

df -h /opt
系统返回类似如下回显信息，Avail列显示200G，说明“/opt”目录大小为
200G。
Filesystem                               Size  Used  Avail    Use%  Mounted on
/dev/mapper/vg_root-root   199G  700M   200G   5%     /
[root@linux ~]#

步骤5 检查采集Agent的主机IP地址。

执行如下命令查询网络设备信息。

linux-xght:~ # ifconfig

返回类似如下回显信息，从回显信息可以看出有两个网卡，其中一个网卡是用于和
NCE网管通信使用，如下查询结果的eth1。

eth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28:6E:D4:88:C7:2E
inet addr:10.113.209.60  Bcast:10.113.209.255  Mask:255.255.255.0
inet6 addr: fe80::2a6e:d4ff:fe88:c72e/64 Scope:Link
UP BROADCAST RUNNING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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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X packets:412335928 errors:0 dropped:1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11915549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0
RX bytes:22854993877 (21796.2 Mb)  TX bytes:3540144618 (3376.1 Mb)

eth1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28:6E:D4:88:C7:2F
inet addr:10.10.10.1  Bcast:10.10.10.3  Mask:255.255.255.252
inet6 addr: fe80::2a6e:d4ff:fe88:c72f/64 Scope:Link
UP BROADCAST RUNNING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1063809355 errors:0 dropped:26010059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1455834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0
RX bytes:65789188745 (62741.4 Mb)  TX bytes:196581746 (187.4 Mb)

eth2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28:6E:D4:88:C7:38
inet addr:192.168.10.19  Bcast:192.168.10.255  Mask:255.255.255.0
inet6 addr: fe80::2a6e:d4ff:fe88:c738/64 Scope:Link
UP BROADCAST RUNNING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2441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3257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0
RX bytes:112286 (109.6 Kb)  TX bytes:159626 (155.8 Kb)

lo        Link encap:Local Loopback
inet addr:10.10.10.2  Mask:255.255.255.253
inet6 addr: ::1/128 Scope:Host
UP LOOPBACK RUNNING  MTU:65536  Metric:1
RX packets:1772513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1772513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0
RX bytes:290303596 (276.8 Mb)  TX bytes:290303596 (276.8 Mb)

执行命令hostname -i查看主机IP信息，正常应该为上面查询结果的eth1地址，如果不
是，请修改“/etc/hosts”文件，将 后一行注释掉，修改为：

10.10.10.1    linux-xght.suse linux-xght

#
# hosts         This file describes a number of hostname-to-address
#               mappings for the TCP/IP subsystem.  It is mostly
#               used at boot time, when no name servers are running.
#               On small systems, this file can be used instead of a
#               "named" name server.
# Syntax:
#
# IP-Address  Full-Qualified-Hostname  Short-Hostname
#

127.0.0.1       localhost

# special IPv6 addresses
::1             localhost ipv6-localhost ipv6-loopback

fe00::0         ipv6-localnet

ff00::0         ipv6-mcastprefix
ff02::1         ipv6-allnodes
ff02::2         ipv6-allrouters
ff02::3         ipv6-allhosts
10.113.209.59 linux-xght.suse linux-xght

再次执行hostname -i命令，查询结果应该为：10.10.10.1。

步骤6 检查采集Agent的IP地址和NCE网管北向Common Service节点的IP地址之间是否通信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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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如果NCE网管北向Common Service节点是集群部署方式，则要确保采集Agent的IP地址和
Common Service集群的浮动IP地址之间通信正常。

例如：NCE网管北向Common Service节点的IP地址或浮动IP地址为10.20.11.100，需
要执行以下命令：

ping 10.20.11.100 -c 4

● 如果系统返回类似如下回显信息，说明采集Agent的IP地址和NCE网管北向
Common Service节点的IP地址之间通信正常，请执行步骤7。
PING 10.20.11.100 (10.20.11.100) 56(84) bytes of data.
64 bytes from 10.20.11.100: icmp_seq=1 ttl=63 time=0.320 ms
64 bytes from 10.20.11.100: icmp_seq=2 ttl=63 time=0.729 ms
64 bytes from 10.20.11.100: icmp_seq=3 ttl=63 time=0.184 ms
64 bytes from 10.20.11.100: icmp_seq=4 ttl=63 time=0.189 ms
--- 10.20.11.100 ping statistics ---
4 packets transmitted, 4 received, 0% packet loss, time 3000ms
rtt min/avg/max/mdev = 0.184/0.355/0.729/0.223 ms

● 如果系统返回类似如下回显信息，说明采集Agent的IP地址和NCE网管北向
Common Service节点的IP地址之间网络不通，请联系运营商网络管理员，待通信
正常后执行步骤7。
PING 10.20.11.100 (10.20.11.100) 56(84) bytes of data.
--- 10.20.11.100 ping statistics ---
4 packets transmitted, 0 received, 100% packet loss, time 2999ms

步骤7 检查采集Agent的IP地址和数据接入服务之间是否通信正常。

例如：数据接入服务服务端控制通道IP地址和数据通道IP地址为
10.94.168.93/10.94.187.56，需要执行以下命令：

ping 10.94.168.93 -c 4

ping 10.94.187.56 -c 4

● 如果系统返回类似如下回显信息，说明采集Agent的IP地址和数据接入服务之间通
信正常，请执行步骤8。
PING 10.94.168.93 (10.94.168.93) 56(84) bytes of data.
64 bytes from 10.94.168.93: icmp_seq=1 ttl=63 time=0.320 ms
64 bytes from 10.94.168.93: icmp_seq=2 ttl=63 time=0.729 ms
64 bytes from 10.94.168.93: icmp_seq=3 ttl=63 time=0.184 ms
64 bytes from 10.94.168.93: icmp_seq=4 ttl=63 time=0.189 ms
--- 10.94.168.93 ping statistics ---
4 packets transmitted, 4 received, 0% packet loss, time 3000ms
rtt min/avg/max/mdev = 0.184/0.355/0.729/0.223 ms

● 如果系统返回类似如下回显信息，说明采集Agent的IP地址和数据接入服务之间网
络不通，由于当前采集Agent部署位置规划为运营商DMZ网络区，需要采用VPN/
云专线/Internet等方式打通网络，待通信正常后执行步骤8。
PING 10.94.168.93 (10.94.168.93) 56(84) bytes of data.
--- 10.94.168.93 ping statistics ---
4 packets transmitted, 0 received, 100% packet loss, time 2999ms

步骤8 检查采集Agent的防火墙是否开启，与运营商网络管理员确认防火墙的相关策略。

说明

由于采集Agent部署在运营商网络DMZ区，防火墙是否启用及策略由运营商网络管理员确定。

不同操作系统检查防火墙是否开启的命令不同，这里以Euler操作系统为例，需要执行
以下命令：

systemctl status firewalld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4 用户指南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84



● 如果系统返回如下回显信息，表示防火墙处于开启状态，请确保采集Agent与数据
接入服务服务端的通信端口30081、30082、8668、31754、16315以及采集
Agent与NCE网管北向Common Service节点的SFTP Server通信端口（默认为22）
不被防火墙阻止，相应的防火墙策略需要向运营商网络管理员备案。
.firewalld.service - firewalld - dynamic firewall daemon   Loaded: loaded (/usr/lib/systemd/system/
firewalld.service; disabled; vendor preset: enabled)
   Active: active (running) since Fri 2020-03-06 10:28:05 CST; 8s ago
     Docs: man:firewalld(1)
 Main PID: 22418 (firewalld)
   CGroup: /system.slice/system-hostos.slice/firewalld.service
           └─22418 /usr/bin/python -Es /usr/sbin/firewalld --nofork --nopid
Mar 06 10:28:04 linux systemd[1]: Starting firewalld - dynamic firewall daemon...
Mar 06 10:28:05 linux systemd[1]: Started firewalld - dynamic firewall daemon.

● 如果系统返回如下回显信息，表示防火墙处于关闭状态，操作结束。
.firewalld.service - firewalld - dynamic firewall daemon
   Loaded: loaded (/usr/lib/systemd/system/firewalld.service; disabled; vendor preset: enabled)
   Active: inactive (dead)
     Docs: man:firewalld(1)

Mar 06 10:28:04 linux systemd[1]: Starting firewalld - dynamic firewall daemon...
Mar 06 10:28:05 linux systemd[1]: Started firewalld - dynamic firewall daemon.
Mar 06 10:28:41 linux systemd[1]: Stopping firewalld - dynamic firewall daemon...
Mar 06 10:28:42 linux systemd[1]: Stopped firewalld - dynamic firewall daemon.

----结束

上传软件包及证书文件

介绍如何将本地的软件安装包上传到虚拟机。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FileZilla将采集Agent安装包“NAIE_Collector_20.5.1_Linux_x64.tar.gz”、签名文
件“NAIE_Collector_20.5.1_Linux_x64.tar.gz.cms”、
“NAIE_Collector_20.5.1_Linux_x64.tar.gz.cms.crl”、签名工具包
“NAIE_Collector_CMSVerity_20.5.1_Linux_x64.zip”上传到虚拟机的“/opt”路径
下，将获取的证书文件“integration.p12”、“keystore.jks”、“rsakey.pem”、
“rsakey.cfg”上传至“/opt”路径下。

说明

“integration.p12”为采集Agent与采集server端双向认证的证书，“keystore.jks”、
“rsakey.pem”、“rsakey.cfg”为corba协议的探针与NCE网管通信认证的证书。

----结束

检查防火墙策略

1. 采集Agent与server端直连的场景下不需要配置防火墙相关策略，检查采集Agent
与server端控制节点30081端口、数据节点30082端口是否可以正常通信即可。在
采集Agent上执行如下命令。

curl -ivk {ip}:{port}
连接成功执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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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失败执行结果

2. 采集Agent与server端网络非直通的场景（NAT场景下）下需要检查NAT防火墙配
置策略。开通NAT防火墙的8668端口并正确配置转发地址，转发地址为实际采集
Agent的ip地址：8668。

4.4.2.8.3 校验签名文件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PuTTY工具以root用户通过SSH方式登录采集Agent后台。

步骤2 在“/opt”路径下执行以下命令，解压软件包
“NAIE_Collector_CMSVerity_20.5.1_Linux_x64.zip”到“/opt”路径下。

unzip NAIE_Collector_CMSVerity_20.5.1_Linux_x64.zip

步骤3 执行如下脚本。

./cmsVerity

图 4-19 校验成功执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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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 采集 Agent 安装包被篡改校验结果

图 4-21 签名文件有问题校验结果

步骤4 如果后续没有签名校验的需求，可将校验工具的内容删除。

rm -rf cmsVerity

rm -rf collection-component-cmsVerity-0.0.1-SNAPSHOT-jar-with-
dependencies.jar

rm -rf jre

rm -rf NAIE_Collector_CMSVerity_20.5.1_Linux_x64.zip

----结束

4.4.2.8.4 解压软件包

介绍如何解压软件包。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opt”路径下执行以下命令，解压软件包
“NAIE_Collector_20.5.1_Linux_x64.tar.gz”到“/opt/
NAIE_Collector_20.5.1_Linux_x64”路径下。

tar -zxvf NAIE_Collector_20.5.1_Linux_x64.tar.gz

----结束

4.4.2.8.5 修改配置文件

介绍如何修改配置文件Collector.cfg。

操作步骤

步骤1 执行以下命令，进入安装文件所在目录。

cd /opt/NAIE_Collector_20.5.1_Linux_x64

步骤2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安装文件所在目录下每个文件及子目录的详细信息。

ll

系统返回如下回显信息。

total 150352
-rw-------. 1 root root      1309 Mar 14 17:11 Collector.c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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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w-------. 1 root root 147277655 Mar 14 17:18 Collector_v001.zip
-rw-------. 1 root root   6017736 Mar 14 17:25 Communication_Agent_v001.tar.gz
-rw-------. 1 root root      1309 Mar 14 17:11 Hic.cfg
-rwx------. 1 root root     18979 Mar 14 17:11 Install.sh

-rwx------. 1 root root      2575 Mar 14 17:11 Startup.sh
-rwx------. 1 root root      2368 Mar 14 17:11 Stop.sh
-rwx------. 1 root root      3411 Mar 14 17:11 Uninstall.sh
-rwx------. 1 root root      2368 Mar 14 17:11 reload.sh
drwx------. 2 root root      4096 Mar 14 17:18 utils

步骤3 修改配置文件“Collector.cfg”。

如果使用的是官网下载的软件安装包，需要修改配置项，配置项修改说明如表4-32所
示。

表 4-32 配置项修改说明

配置项 参数说明 填
写
说
明

示例

collector.custom
er.name

数据采集工程师用户角色的
AK。

必
填

TIJZXXXXXXXXXXA1LFE3

collector.custom
er.id

数据采集工程师用户角色的
SK（用采集Agent盐值加
密）。

必
填

k9rAKEuQh8sYeECiU1Uv
Z4yBVKUNprOmFpg6R7
0p

collector.ip 采集Agent的本地IP地址。 必
填

10.113.209.115

collector.register
Info

采集Agent加密信息项。 不
填

N/A

collector.country 所在国家。 必
填

China

collector.operate 所属局点。 必
填

operate

collection.server.
url

数据接入服务服务端控制通道
IP地址。

必
填

10.94.168.93

collection.server.
port

数据接入服务服务端控制通道
端口。

保
持
默
认

30081

collection.server.
data.url

数据接入服务服务端数据通道
IP地址。

必
填

10.95.187.56

collection.server.
data.port

数据接入服务服务端数据通道
端口。

保
持
默
认

3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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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 参数说明 填
写
说
明

示例

collector.overWri
teSwitch

首次安装填off，
collector.customer.name和
collector.customer.id配置项
相同的情况下再次安装填on
（保留之前已有的采集任
务）。

按
需
变
更

off

collector.graySwi
tch

数据接入服务server端灰度部
署标志，如果server端为灰度
部署方式，该参数修改为
on。

按
需
变
更

off

collector.transitA
ddress

采集Agent非直连场景下的中
转IP地址。

按
需
变
更

10.30.222.134

collector.connect
Mode

采集Agent与数据源的网络连
接方式EIP/VPN。

不
填

N/A

integration.brok
er.address

集成访问地址。 不
填

N/A

manager.domai
n.name

管理租户名。 不
填

N/A

manager.ak 管理租户AK。 不
填

N/A

manager.sk 管理租户SK（用采集Agent盐
值加密）。

不
填

N/A

iam.region.endp
oint

IAM全局鉴权参数. 不
填

N/A

iam.global.endp
oint

IAM局部鉴权参数 不
填

N/A

obs.endpoint 公有云OBS访问域名。 不
填

N/A

ossid NCE网管product-uuid。 选
填

aa5247e3-93a8-4193-
b7fe-cf7495e05191

default.task.prot
ocol

默认任务协议，sftp/ftps。 必
填

sftp

sftp.scan.period 探针的采集周期，单位：分
钟。

按
需
变
更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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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 参数说明 填
写
说
明

示例

task.ip NCE网管Common Service节
点的IP地址或者浮动IP地址。

必
填

10.20.11.100

task.port NCE网管北向SFTP服务器的
端口号。

必
填

22

task.user.name NCE网管Common Service节
点上的用户名。

必
填

ftpuser

task.user.value NCE网管Common Service节
点上的用户密码。

必
填

Changeme_123

task.src.path NCE网管采集数据的存储路
径。

必
填

/hfs_public

task.is.support.in
c

采集方式是否为增量采集。默
认值为true，如果变更为
false，表示每个采集周期均
为全量采集，请根据业务需要
慎重改变。

按
需
变
更

true

task.is.support.c
ompress

压缩方式是否为压缩，默认值
为false，如果变更为true会以
压缩方式将数据上传至云端，
后续的数据消费业务需要自行
解压。

按
需
变
更

false

task.is.support.fr
agment

采集方式是否为分片采集，采
集周期内的文件总大小如果大
于10MB配置项失效，默认启
用分片机制，不建议变更默认
值。

按
需
变
更

false

market.endpoint 应用市场IP地址加端口，用于
建立地端推理到云端应用市场
的TCP透传通道，根据业务场
景按需选填。

选
填

10.94.16.58:443

local.ip.connect.
with.datasource

采集Agent与采集数据源的通
信IP地址。多网卡场景下，需
要填写为采集Agent上和采集
数据源进行通信的网卡绑定的
IP地址。用于建立地端推理到
云端应用市场的TCP透传通
道，根据业务场景按需选填。

选
填

10.17.1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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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 参数说明 填
写
说
明

示例

whitelist NCE网管Common Service节
点IP地址的白名单列表，可填
写单个或多个IP地址，多个IP
地址之间以空格分隔，IP地址
可以带掩码。用于建立地端推
理到云端应用市场的TCP透传
通道，在此白名单列表内的
NCE网管ip可正常访问，其他
连接请求会被拒绝，以确保
TCP透传通道的安全性，业务
可根据使用场景按需选填。

选
填

(10.10.10.10
10.10.11.11/24)

 

----结束

4.4.2.8.6 安装采集 Agent

介绍如何安装采集Agent。

操作步骤

步骤1 执行以下命令，在“NAIE_Collector_20.5.1_Linux_x64”路径下安装采集Agent。

cd NAIE_Collector_20.5.1_Linux_x64

执行如下命令：

./Install.sh

步骤2 当系统提示以下信息时，设置collector用户的密码。
Please enter the password for system user [collector]:
Please enter the password for system user [collector] again:

系统返回类似如下回显信息，表示安装成功。

[2020-02-27 18:15:33]-[root]-[(10.190.88.189)]- Install Collector success...
2020-02-27 18:15:33 || finish to install collector!
2020-02-27 18:15:33 || install completed.

说明

如果后续不再需要安装采集Agent，请及时删除采集Agent软件包。

----结束

4.4.2.8.7 安装后检查

操作步骤

步骤1 执行以下命令，检查“/opt/NAIE_Collector_20.5.1_Linux_x64”目录下文件及子目录
的用户属主是否为collector及属组是否为collector，并确认collector用户及collector
用户组对“Install.sh”、“Uninstall.sh”是否有可执行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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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opt/NAIE_Collector_20.5.1_Linux_x64

系统返回类似如下回显信息，表示用户属主和属组都为collector，并且用户属主和属
组对“Install.sh”、“Uninstall.sh”均有可执行权限。

-rw-------. 1 collector collector     41864 Mar 13 16:37 CheckReport.log
-rw-------. 1 collector collector      1546 Mar 13 16:36 Collector.cfg
-rw-------. 1 collector collector 147167005 Mar  6 17:10 Collector_v001.zip
-rw-------. 1 collector collector   6016686 Mar  6 17:18 Communication_Agent_v001.tar.gz
-rw-------. 1 collector collector      1309 Mar  6 17:11 Hic.cfg
-rwx------. 1 root      root          14486 Mar  6 16:58 Install.sh
-rwx------. 1 collector collector      4226 Mar  6 16:58 Startup.sh
-rwx------. 1 collector collector      2144 Mar  6 16:58 Stop.sh
-rwx------. 1 root      root           2635 Mar  6 16:58 Uninstall.sh
rwx-------. 1 collector collector      4096 Mar  6 17:18 utils

----结束

4.4.2.8.8 启动采集 Agent

介绍如何启动采集Agent。

操作步骤

步骤1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到collector用户。

su - collector

Password:collector用户的密码

步骤2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到“/opt/ict”目录下。

cd /opt/ict

步骤3 执行以下命令，启动采集Agent。

./Startup.sh

系统返回类似如下回显信息，表示采集Agent启动成功。

[2020-02-27 18:18:46]-[collector]-[]- Start collector Collector-879f40ec now...
[2020-02-27 18:18:49] [10.190.88.189 - collector] [collector_watchdog.sh] The 
Collector[Collector-879f40ec] start success.
[2020-02-27 18:18:52] [10.190.88.189 - collector] [collector_watchdog.sh] Watch Dog End.
[2020-02-27 18:18:52]-[collector]-[(10.190.88.189)]- collector watchdog start success...
2020-02-27 18:18:52 || start collector successfully!
2020-02-27 18:18:52 || start completed!

步骤4 执行以下命令，检查Collector服务是否已启动。

ps -ef |grep ict

● 若系统返回有类似如下回显信息，表示Collector服务已启动，请执行步骤5。
collect+ 30193     1  0 Mar03 pts/2    00:03:46 /opt/ict/collector/../jre/bin/java -Xms1024m -
Xmx1024m -classpath /opt/ict/collector/certs:/opt/ict/collector/config:/opt/ict/collector/ha:/opt/ict/
collector/lib/collector-lib/*:/opt/ict/collector/lib/extend-lib/* -Djava.library.path=/opt/ict/collector/lib/
extend-lib -Dcollector.home=/opt/ict/collector -Dcollector.id=Collector-a350c8fa -
Djava.io.tmpdir=/opt/ict/collector/tmp/ -DMATEINFO_SEC_CONF_PATH=/opt/ict/collector/encrypt 
com.huawei.ict.daemon.Bootstrap

● 若系统仅返回类似如下回显信息，表示Collector服务未启动，请参考卸载采集
Agent卸载采集Agent，然后检查配置文件“Collector.cfg”是否配置正确，重新
安装采集Agent。
root     722737 165219  0 17:52 pts/3    00:00:00 grep --color=auto 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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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执行以下命令，检查TCP代理转发端口是否已开启。

netstat -lantu |grep 31754

● 若系统返回如下回显信息，表示TCP代理转发端口已开启，操作结束。
tcp        0      0 0.0.0.0:31754           0.0.0.0:*               LISTEN

● 若系统无回显信息，表示TCP代理转发端口未开启，请先执行cd /opt/nginx/sbin
命令切换到“/opt/nginx/sbin/”目录，再次执行./nginx开启TCP代理转发端口并
执行上述命令检查端口是否已开启。

----结束

4.4.2.8.9 卸载采集 Agent

本章节介绍卸载采集Agent的操作方法和卸载采集Agent之后的检查操作。

卸载采集 Agent

步骤1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到collector用户。

su - collector

Password:collector用户的密码

步骤2 执行以下命令，在“/opt/ict”目录下停止采集Agent。

说明

由于停止采集Agent会停止采集Agent框架和已创建的采集任务，所以在停止采集Agent之前需
要先在数据接入服务前台界面上查看是否存在正在运行中的采集任务，如果前台界面上不存在正
在运行中的采集任务或存在正在运行中的采集任务但该采集任务不再需要，则可以直接停止采集
Agent；如果前台界面上存在正在运行中的采集任务且该采集任务有用，则需要等该采集任务运
行完成后再在后台环境上停止采集Agent。

cd /opt/ict

./Stop.sh

若系统返回类似如下回显信息，表示停止采集Agent成功。

nginx: [warn] the "user" directive makes sense only if the master process runs with super-user privileges, 
ignored in /opt/nginx/conf/nginx.conf:1
2020-02-27 18:37:45 || stop nginx successfully!
[2020-02-27 18:37:45]-[collector]-[(10.190.88.189)]- Kill Collector[Collector-acdf02f1] PID[118615] success. 
The collector is offline.
2020-02-27 18:37:45 || stop collector successfully!
2020-02-27 18:37:45 || stop completed.

步骤3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到root用户。

su - root

Password:root用户的密码

步骤4 执行以下命令，在“/opt/NAIE_Collector_20.5.1”目录下卸载采集Agent。

cd /opt/NAIE_Collector_20.5.1_Linux_x64

./Uninstall.sh

系统返回类似如下回显信息，表示已卸载成功。

2020-02-27 18:31:04 || stop nginx successfully!
2020-02-27 18:31:04 || uninstall nginx success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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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27 18:31:04]-[root]-[(10.190.88.189)]- start to uninstall collector[Collector-879f40ec]
[2020-02-27 18:31:04]-[root]-[(10.190.88.189)]- delete crontab collector task...
collector
[2020-02-27 18:31:04]-[root]-[(10.190.88.189)]- delete collector from /etc/cron.allow
[2020-02-27 18:31:04]-[root]-[(10.190.88.189)]- stop collector process...
[2020-02-27 18:31:04]-[collector]-[(10.190.88.189)]- Kill Collector[Collector-879f40ec] PID[83998] success. 
The collector is offline.
[2020-02-27 18:31:04]-[root]-[(10.190.88.189)]- stop probe process...
[2020-02-27 18:31:04]-[root]-[(10.190.88.189)]- No probe process find.
[2020-02-27 18:31:04]-[root]-[(10.190.88.189)]- remove collector files
[2020-02-27 18:31:04]-[root]-[(10.190.88.189)]- remove collector user
[2020-02-27 18:31:04]-[root]-[(10.190.88.189)]- uninstall collector[Collector-879f40ec] finish.
2020-02-27 18:31:04 || finish to uninstall collector!
2020-02-27 18:31:04 || uninstall completed.

----结束

卸载后检查

步骤1 可选: 执行以下命令，检查“/opt/NAIE_Collector_20.5.1_Linux_x64”目录是否已删
除。

ll /opt

● 若系统返回如下回显信息，表示“/opt/NAIE_Collector_20.5.1_Linux_x64”目录
没有删除。
drwxr-xr-x. 2 root root     4096 Mar  5 17:26 NAIE_Collector_20.5.1_Linux_x64

说明

– 当后续不需要再安装采集Agent时，建议执行以下命令删除“/opt/
NAIE_Collector_20.5.1_Linux_x64”目录。

rm -rf /opt/NAIE_Collector_20.5.1_Linux_x64

– 当采集Agent功能调测完成后，建议执行以下命令删除“Collector_v001.zip”、
“Communication_Agent_v001.tar.gz”、“Probe_SFTP_v001.zip”文件。

rm -rf Collector_v001.zip Communication_Agent_v001.tar.gz
Probe_SFTP_v001.zip

● 若系统无回显信息，表示“/opt/NAIE_Collector_20.5.1_Linux_x64”目录已删
除。

步骤2 执行以下命令，检查collector用户是否已删除。

cat /etc/passwd |awk -F ":" '{print $1}' |grep collector

● 若系统返回如下回显信息，表示collector用户未删除，请先执行userdel
collector命令删除collector用户，然后再执行步骤3。
collector

● 若系统无回显信息，表示collector用户已删除。

步骤3 执行以下命令，检查collector用户组是否已删除。

cat /etc/group |awk -F ":" '{print $1}' |grep collector

● 若系统返回如下回显信息，表示collector用户组未删除，请执行groupdel
collector 命令删除collector用户组。
collector

● 若系统无回显信息，表示collector用户组删除。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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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管理基础工具

4.5.1 数据建模

4.5.1.1 分层管理

可以新增、编辑、删除分层。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开发>数据建模”。

步骤2 在左侧导航中，单击 展开分层。

左侧三个根目录的含义：

● DataGenerate：数据生成服务注册数据集的默认分层。此分层用于存放数据生成
服务的数据模型。支持新增、修改、删除分层和设置分层的密级。

● DataGovernance：DG同步至数据建模的数据存放分层。可单击界面右上角的
“同步”，手工触发数据同步。支持修改分层的密级。

● DataModeling：数据建模创建的模型，统一存放和管理分层。支持新增、修改、
删除分层和设置分层密级。

步骤3 选择一个分层，单击 。

例如，选择“DataModeling ”，可以在“DataModeling”下新建子分层。

步骤4 在“新增数据分层”界面，输入分层名称和描述信息、选择密级设置信息。

步骤5 单击“确认”。

步骤6 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步骤7 （可选）选择已新建的分层，重复执行步骤3~步骤6，可以创建多级分层。

步骤8 （可选）对已有分层，可以执行如下操作。

● 编辑分层：选择需要编辑的分层，单击 。

● 删除分层：选择需要删除的分层，单击 。

----结束

4.5.1.2 实体管理

4.5.1.2.1 创建逻辑实体

提供逻辑实体管理功能，帮助用户基于逻辑模型对数据资产进行管理。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开发>数据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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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在左侧导航中，单击 展开分层，选择一个分层。

步骤3 在界面右上角，单击“创建”。

步骤4 在“新建逻辑实体”界面，配置信息，参数说明见表4-33。

表 4-33 新建逻辑实体参数说明

区域 参数 说明

基本信
息

业务名
称

必填项。

请根据实际业务定义。不支持的字符（!）支持中文字符、英文
字符、数字、中划线(-)、下划线(_)或者点(.)。 长支持80个
字符。

实体名
称

必填项。

逻辑实体名称。不支持的字符!支持英文字符、数字和下划线
(_)。 长支持80个字符。首字符仅支持英文字符。

版本 逻辑实体的版本。系统设置，不支持自定义。

密级 逻辑实体密级。

逻辑实体密级的选择受限于所在分层的密级。如果所在分层的
密级为绝密，则逻辑实体仅能设置为绝密。

实体类
型

逻辑实体类型。

包含如下类型：

● 表

● 图片

● 视频

● 音频

● 文本

描述 选填项。

实体的描述信息。

用途 该实体的实际使用目的。

取值如下：

● 普通

● 报告

标签 请根据实际情况添加标签内容。

属性信
息

属性信
息

仅当“实体类型”选择“表”时，需要配置。推荐先在EXCEL
中完成编辑，再拷贝到表格中。

配置数据库表的各个字段的名称、业务名、类型、长度、密
级、是否为主键、是否必填和描述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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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参数 说明

关联信
息

关联信
息

仅当“是否关联”选择“关联”，即模型存在关联关系时，需
要配置。

配置逻辑实体关联信息，包括关联字段、关联类型、文件路径
等信息。

 

步骤5 单击“保存”。

步骤6 在“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

成功创建的逻辑实体，自动显示在逻辑实体列表中。

步骤7 （可选）在逻辑实体列表支持如下操作。

● 导入逻辑实体：选择一个分层，在界面左上角，单击 。

● 导出逻辑实体：选择一个分层，在界面左上角，单击 。

● 全量同步：全量逻辑模型同步至租户OBS。

● 批量设置密级：勾选逻辑实体后批量设置密级。

● 修改逻辑实体：在需要修改的逻辑实体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快速复制逻辑实体：在需要复制的逻辑实体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调整逻辑实体的分层：在需要调整分层的逻辑实体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 删除逻辑实体：在需要删除的逻辑实体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 销毁数据：在需要销毁数据的逻辑实体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结束

4.5.1.2.2 新增物理实体

提供物理实体和逻辑实体智能匹配能力，快速完成DWS、OBS等数据源上的数据物
化。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开发>数据建模”。

步骤2 在左侧导航中，单击 展开分层，选择一个分层。

步骤3 在逻辑实体列表中，在需要新增物理实体对应的“物理实体”列下，单击 。

步骤4 单击“新增”。

步骤5 在“新建物理实体”界面，配置信息。

说明

如果用户无HIVE、HDFS数据源，则该数据源不开放。

● 当逻辑实体的“实体类型”为“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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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数据源类型”为“DWS”时，参数配置说明见表4-34。

表 4-34 数据源类型为 DWS 的参数说明

区域 参数 说明

基本
信息

实体名
称

逻辑实体名称。系统自动获取。

数据源
类型

物理实体的数据源类型。此处选择“DWS”。

当前结构化数据（实体类型为表）支持DWS、OBS、
ES、HBase、Kafka、MySql、HIVE、HDFS数据源；非
结构化数据（实体类型不是表）仅支持OBS、HDFS数
据源。

数据源
实例

选择“创建”，将在对应数据源下创建对应实例；选择
“关联”，请确保数据源实例下已存在表、索引或者字
段。

存储类
型

物理实体的存储类型。不支持修改。

表名称 物理实体表名称。默认值为实体名称，支持修改。

描述 物理实体描述信息。

属性
信息

属性信
息

仅当逻辑实体的“实体类型”为“表”时，可以查看。

逻辑实体属性信息不支持修改，支持设置物理实体的部
分属性信息。

 
– 当“数据源类型”为“OBS”时，参数配置说明见表4-35。

表 4-35 数据源类型为 OBS 的参数说明

区域 参数 说明

基本
信息

实体名
称

逻辑实体名称。系统自动获取。

数据源
类型

物理实体的数据源类型。此处选择“OBS”。

当前结构化数据（实体类型为表）支持DWS、OBS、
ES、HBase、Kafka、MySql、HIVE、HDFS数据源；非
结构化数据（实体类型不是表）仅支持OBS、HDFS数
据源。

数据源
实例

选择“创建”，将在对应数据源下创建对应实例；选择
“关联”，请确保数据源实例下已存在表、索引或者字
段。

分隔符 表头字段和值的分隔符，从下拉框中选择。

文件头
所在行

设置文件头所在行。选择“0”，表示文件无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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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参数 说明

文件编
码

选择文件的编码格式。

文件格
式

选择文件的格式。

文件路
径

从OBS桶中选择分层或者文件。对应数据模型的文件存
放分层或数据模型文件。

描述 物理实体描述信息。

属性
信息

属性信
息

仅当逻辑实体的“实体类型”为“表”时，可以查看。

逻辑实体属性信息不支持修改，支持设置物理实体的部
分属性信息。

 
– 当“数据源类型”为“ES”时，参数配置说明见表4-36。其中，文件相关的

配置参数要与实际的文件保持一致。

表 4-36 数据源类型为 ES 的参数说明

区域 参数 说明

基本
信息

实体名
称

逻辑实体名称。系统自动获取。

数据源
类型

物理实体的数据源类型。此处选择“ES”。

当前结构化数据（实体类型为表）支持DWS、OBS、
ES、HBase、Kafka、MySql、HIVE、HDFS数据源；非
结构化数据（实体类型不是表）仅支持OBS、HDFS数
据源。

数据源
实例

选择“创建”，将在对应数据源下创建对应实例；选择
“关联”，请确保数据源实例下已存在表、索引或者字
段。

模式 分为模板模式和参数模式两种。模板模式下，需要提供
ES的索引模板。

索引模
板

当“模式”为“模板模式”时，才有此参数。

ES的索引模板。建议直接从ES服务中导出对应的索引模
板。

索引名
称

ES的索引名称。

主分片
数

当“模式”为“参数模式”时，才有此参数。

ES的主分片数。

主分片
副本数

当“模式”为“参数模式”时，才有此参数。

ES的主分片副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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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参数 说明

压缩算
法

当“模式”为“参数模式”时，才有此参数。

ES使用的压缩算法。目前仅支持best_compression类
型。

合并
大线程
数

当“模式”为“参数模式”时，才有此参数。

ES合并 大线程数。

刷新频
率

当“模式”为“参数模式”时，才有此参数。

ES索引归档刷新频率。

日志刷
新门限

当“模式”为“参数模式”时，才有此参数。

日志刷新的时长和大小门限。

大合
并字段

当“模式”为“参数模式”时，才有此参数。

大合并字段。超过该阈值时，合并对应字段。

自定义
参数

用于配置ES支持的参数字段。输入内容必须为json格
式。

属性
信息

属性信
息

仅当逻辑实体的“实体类型”为“表”时，可以查看。

不支持修改。

 
– 当“数据源类型”为“HBase”时，参数配置说明见表4-37。

表 4-37 数据源类型为 HBase 的参数说明

区域 参数 说明

基本
信息

实体名
称

逻辑实体名称。系统自动获取。

数据源
类型

物理实体的数据源类型。此处选择“HBase”。

当前结构化数据（实体类型为表）支持DWS、OBS、
ES、HBase、Kafka、MySql、HIVE、HDFS数据源；非
结构化数据（实体类型不是表）仅支持OBS、HDFS数
据源。

数据源
实例

选择“创建”，将在对应数据源下创建对应实例；选择
“关联”，请确保数据源实例下已存在表、索引或者字
段。

表名称 物理实体表名称，默认值为实体名称，支持修改。

存储类
型

存储类型。目前仅支持单表。

生存时
间
（S）

生存时间。超过该时间时，移除对应数据。

描述 物理实体描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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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参数 说明

预分区 预分区的个数。

Rowke
y规则
定义

设置Rowkey规则定义。

属性
信息

属性信
息

仅当逻辑实体的“实体类型”为“表”时，可以查看。

逻辑实体的属性信息不支持修改，支持设置物理实体的
部分属性信息。

 

– 当“数据源类型”为“Kafka”时，参数配置说明见表4-38。

表 4-38 数据源类型为 Kafka 的参数说明

区域 参数 说明

基本
信息

实体名
称

逻辑实体名称。系统自动获取。

数据源
类型

物理实体的数据源类型。此处选择“Kafka”。

当前结构化数据（实体类型为表）支持DWS、OBS、
ES、HBase、Kafka、MySql、HIVE、HDFS数据源；非
结构化数据（实体类型不是表）仅支持OBS、HDFS数
据源。

数据源
实例

选择“创建”，将在对应数据源下创建对应实例；选择
“关联”，请确保数据源实例下已存在表、索引或者字
段。

Topic Kafka的topic名称。

分区数 Kafka的分区数。

副本数 Kafka的副本数。备份副本数量，用于高可用场景。

分隔符 Kafka的消息分隔符。

描述 物理实体的描述信息。

属性
信息

属性信
息

仅当逻辑实体的“实体类型”为“表”时，可以查看。

逻辑实体的属性信息不支持修改，支持设置物理实体的
部分属性信息。

 

– 当“数据源类型”为“MySql”时，参数配置说明见表4-39。

表 4-39 数据源类型为 MySql 的参数说明

区域 参数 说明

基本
信息

实体名
称

逻辑实体名称。系统自动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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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参数 说明

数据源
类型

物理实体的数据源类型。此处选择“MySql”。

当前结构化数据（实体类型为表）支持DWS、OBS、
ES、HBase、Kafka、MySql、HIVE、HDFS数据源；非
结构化数据（实体类型不是表）仅支持OBS、HDFS数
据源。

数据源
实例

选择“创建”，将在对应数据源下创建对应实例；选择
“关联”，请确保数据源实例下已存在表、索引或者字
段。

存储类
型

物理实体的存储类型。不支持修改。

表名称 物理实体表名称。默认值为实体名称，支持修改。

描述 物理实体描述信息。

属性
信息

属性信
息

仅当逻辑实体的“实体类型”为“表”时，可以查看。

逻辑实体的属性信息不支持修改，支持设置物理实体的
部分属性信息。

 

– 当“数据源类型”为“HIVE”时，参数配置说明见表4-40。

表 4-40 数据源类型为 HIVE 的参数说明

区域 参数 说明

基本
信息

实体名
称

逻辑实体名称。系统自动获取。

数据源
类型

物理实体的数据源类型。此处选择“HIVE”。

当前结构化数据（实体类型为表）支持DWS、OBS、
ES、HBase、Kafka、MySql、HIVE、HDFS数据源；非
结构化数据（实体类型不是表）仅支持OBS、HDFS数
据源。

数据源
实例

选择“创建”，将在对应数据源下创建对应实例；选择
“关联”，请确保数据源实例下已存在表、索引或者字
段。

存储类
型

物理实体的存储类型。

包含如下选项：

▪ 单表

▪ 分区数：只有HIVE数据源类型的物理实体支持分
区。 多支持3个分区。请根据实际情况，设置逻辑
实体每列所在的分区。

表名称 物理实体表名称。默认值为实体名称，支持修改。

描述 物理实体描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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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参数 说明

属性
信息

属性信
息

仅当逻辑实体的“实体类型”为“表”时，可以查看。

不支持修改。

 
– 当“数据源类型”为“HDFS”时，参数配置说明见表4-41。

表 4-41 数据源类型为 HDFS 的参数说明

区域 参数 说明

基本
信息

实体名
称

逻辑实体名称。系统自动获取。

数据源
类型

物理实体的数据源类型。此处选择“HDFS”。

当前结构化数据（实体类型为表）支持DWS、OBS、
ES、HBase、Kafka、MySql、HIVE、HDFS数据源；非
结构化数据（实体类型不是表）仅支持OBS、HDFS数
据源。

数据源
实例

选择“创建”，将在对应数据源下创建对应实例；选择
“关联”，请确保数据源实例下已存在表、索引或者字
段。

压缩算
法

HDFS服务支持的数据压缩算法。

分隔符 表头字段和值的分隔符，从下拉框中选择。

文件头
所在行

设置文件头所在行。选择“0”，表示文件无表头。

文件编
码

选择文件的编码格式。

文件格
式

选择文件的格式。

文件路
径

文件所在的路径。

存储策
略

HDFS文件存储时，归档目录及名称规则。

描述 物理实体描述信息。

属性
信息

属性信
息

仅当逻辑实体的“实体类型”为“表”时，可以查看。

逻辑实体的属性信息不支持修改，支持设置物理实体的
部分属性信息。

 
● 当逻辑实体的“实体类型”不为“表”时。

– “数据源类型”为“OBS”时，参数配置说明见表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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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数据源类型为 OBS 的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实体名称 逻辑实体名称。系统自动获取。

数据源类型 物理实体的数据源类型。此处选择“OBS”。

当前支持OBS和HDFS数据源。

数据源实例 选择“创建”，将在对应数据源下创建对应实例；
选择“关联”，请确保数据源实例下已存在表、索
引或者字段。

递归遍历子目录 支持选项：

是：包含该路径下的所有文件及文件夹下的文件。

否：仅包含该路径下的文件。

文件路径 文件所在的路径。

描述 物理实体描述信息。

 
– “数据源类型”为“HDFS”时，参数配置说明见表4-43。

表 4-43 数据源类型为 HDFS 的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实体名称 逻辑实体名称。系统自动获取。

数据源类型 物理实体的数据源类型。此处选择“HDFS”。

当前支持OBS和HDFS数据源。

数据源实例 选择“创建”，将在对应数据源下创建对应实例；
选择“关联”，请确保数据源实例下已存在表、索
引或者字段。

压缩算法 HDFS的压缩算法。

递归遍历子目录 是否包含该路径下的所有文件及文件夹下的文件。

支持选项：

是：包含该路径下的所有文件及文件夹下的文件。

否：仅包含该路径下的文件。

文件路径 文件所在的路径。

存储策略 HDFS文件存储时，归档目录及名称规则。

描述 物理实体描述信息。

 

步骤6 单击“预览SQL”，查看建表的SQL语句。

说明

当数据源类型为“DWS”时，才有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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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 单击“保存”。

步骤8 在“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

成功创建的物理实体，自动显示在物理实体列表中。

步骤9 （可选）支持对物理实体做如下操作：

● 单击物理实体所在行，对应“操作”列的“修改”，修改物理实体配置信息。

● 单击物理实体所在行，对应“操作”列的“创建”，对物理实体进行物化。即创
建真实的DWE类型的表。此时物理实体的状态，从“草稿”变更为“已建表”。

● 单击物理实体所在行，对应“操作”列的“删除”，删除物理实体。

----结束

4.5.1.2.3 发布模型

逻辑实体创建完成后，必须创建对应的物理实体，才可以发布逻辑模型。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开发>数据建模”。

步骤2 在左侧导航中，单击 展开分层，选择一个分层。

步骤3 在需要发布的逻辑实体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步骤4 在“提示”对话框中单击“确认”。

步骤5 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逻辑实体的“状态”值由“草稿”变更为“已发布”。

----结束

4.5.1.3 个人中心

4.5.1.3.1 管理审核人

租户管理员有权限配置审核人，可以看到“审核人管理”页签。

前提条件

登录用户为租户管理员。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单击“个人中心>建模管理>审核人管理”。

步骤2 在左侧“可选审批人”列表框中，勾选用户名称前的复选框，单击 ，将用户添
加至右侧的“已选审批人”列表框中。

步骤3 单击“确定”。

步骤4 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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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用户配置为审核人。

----结束

4.5.1.3.2 审批数据销毁申请

只有审核人有权限查看“我的待办”页签。

前提条件

登录用户为管理审核人设置的审核人。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单击“个人中心>建模管理>我的待办”。

步骤2 在待审批数据销毁申请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审批”。

步骤3 在“审批详情”界面，选择审批结果，填写审批意见。

步骤4 单击“确定”。

步骤5 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结束

4.5.1.3.3 查看我的申请

所有用户都有权限查看“我的申请”页签内容。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单击“个人中心>建模管理>我的申请”。

可以查看我提交的数据销毁申请列表。

步骤2 在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详情”，查看逻辑实体的配置信息。

----结束

4.5.1.3.4 查看数据销毁历史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单击“个人中心>建模管理>历史记录”。

步骤2 查看审批历史、申请历史、销毁历史。

说明

只有审核人员可以查看“审批历史”记录。

● 在“审批历史”左侧，单击 ，可以查看已审批的记录。

● 在“申请历史”左侧，单击 ，可以查看已申请的记录。

● 在“销毁历史”左侧，单击 ，可以查看提交的数据销毁申请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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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在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详情”，查看逻辑实体的配置信息。

----结束

4.5.2 数据解析

4.5.2.1 创建解析任务

如果用户想要将PCAP和Wireless Binary类型的文件，解析成可执行的csv类型的文件，
则需要创建解析任务。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开发>数据解析”。

步骤2 在“任务管理”界面右上角，单击“创建任务”。

步骤3 配置解析任务参数信息，参数说明见表4-44。

表 4-44 解析任务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基本信息 任务名称 必填项。

任务的名称。

任务描述 选填项。

对该任务的描述信息。

数据源信息 数据来源 必选项。

待处理数据的来源。数据文件格式为
pcap,tar,zip,gz,bz2,mrf,sig,xml,cfg,opr,csv,tar.gz。

● 本地上传：单击“上传文件”，选择本地文件，
单击“打开”；或者将本地已准备好的数据文件
拖拽至虚线框内的空白区域。

● OBS对象：选择桶名，在搜索框中输入文件名或
文件夹名，选择文件所在的上层目录。

解析算子信
息

文件类型 必选项。

解析算法的类型，目前支持类型：PCAP和Wireless
Binary。

协议 当“文件类型”值为“PCAP”时，才有此参数。

必选项。

PCAP目前支持的解析算法协议：T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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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数据类型 当“文件类型”值为“Wireless Binary”时，才有
此参数。

必选项。

Wireless Binary支持的解析算法数据类型。

● LTE-PMMRF：网元性能数据（话统），网元自
行周期性统计的运行指标（在线用户数、小区掉
话次数）。

● LTE-SIG：呼叫事件，MR+CHR，MR里面包含一
些测量电平、通话质量、TA值等，CHR记录通话
中一些关键信息，通常用来分析定位故障问题。

● LTE-ENGINEERING-PARA: 工参数据 , 网络设备
工程参数（基站名称、基站位置等信息）。

● LTE-ALARM: 告警数据, 记录网元上报的告警和事
件日志。

● LTE-BDT: 温度日志 ,里面记录是的网元各单板和
模块的温度数据。

● LTE-CBD: 换板日志 ,记录网元所配置的单板或模
块的变化信息。

● LTE-OPTLOG: 操作日志, 记录外部对网元的操作
记录。

● LTE-CFG: 配置数据，记录的是网元的详细配置。

● 5G-PMMRF：5G网元性能数据（话统），网元
自行周期性统计的运行指标（在线用户数、小区
掉话次数）。

● 5G-SIG：5G呼叫事件，MR+CHR，MR里面包含
一些测量电平、通话质量、TA值等，CHR记录通
话中一些关键信息，通常用来分析定位故障问
题。

● 5G-ENGINEERING-PARA: 工参数据 , 网络设备工
程参数（基站名称、基站位置等信息）。

● 5G-OPTLOG: 操作日志, 记录外部对网元的操作
记录。

● 5G-CFG: 换板日志 ,记录网元所配置的单板或模
块的变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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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抽取规则 当“文件类型”值为“Wireless Binary”时，才有
此参数。

必选项。

Wireless Binary的抽取规则可以通过修改模板上
传，也可以自定义添加。

● 上传文件

1. 在“抽取规则”右侧，单击“下载模板样例文
件”。

2. 在本地通过样例模板，编辑抽取规则文件。

3. 勾选“上传文件”，单击“选择路径”。

4. 在弹出界面，单击

“ ”，选择本地已准备
好的抽取规则文件，单击“打开”；或者将本
地已准备好的抽取规则文件拖拽至虚线框内的
空白区域。

5. 单击“确认”。

说明

– 抽取规则文件的文件名称由中文、数字、大小写字
母以及（_-）组成，长度为1~100个字符。

– 文件大小必须小于5GB，限定文件个数 多1个。

– 文件格式为.xml。
– 具体数据的抽取文件模板配置请参见附录 配置抽取

文件模板。

● 手动添加

1. 勾选“手动添加”，单击“添加”。

2. 输入抽取规则的名称和内容。

3. （可选）单击“添加”，在抽取规则下方新建
一条空白规则。可重复新建多条规则。

4. （可选）删除已有规则：在需要删除的规则右

侧，单击 。

说明
抽取规则的规则名称和内容由大小写字母、数字以及符
号（.,'_-）组成，长度为1~500的字符。

 

步骤4 单击“创建任务”，在“确认”对话框单击“确认”。

任务创建成功后，自动显示在任务管理列表中。

步骤5 （可选）在任务管理列表 ，支持对已有任务做如下操作。

● 支持按任务状态展示解析任务。例如，单击“成功”，解析任务列表仅展示“状
态信息”值为“成功”的解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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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任务详情：在需要查看的任务对应的“任务名称”列下，单击任务的名称。

● 查看运行日志：在需要查看运行日志的任务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删除任务：在需要删除的任务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结束

4.5.2.2 启动解析任务

通过运行已创建的解析任务，将PCAP和Wireless Binary类型的文件解析为csv类型的文
件。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开发>数据解析”。

步骤2 在任务管理列表中，在需要启动任务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步骤3 在“警告”对话框中单击“确认”。

步骤4 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认”。

步骤5 （可选）支持对运行中的任务做如下操作。

停止任务：在正在运行中的任务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步骤6 （可选）支持对运行成功的任务做如下操作。

● 查看任务详情：在任务对应的“任务名称”列下，单击任务名称。

– 查看并复制运行记录的数据来源：在“历史运行记录”中“数据来源”的右

侧，单击 。

– 查看并复制解析完成后文件的存储路径：在“历史运行记录”中“成功”的

左侧，单击 ，在“解析结果”页签，在“桶名:任务根路径:”下单击 。

– 查看解析结果详情： 在“历史运行记录”中“成功”的左侧，单击 ，单击

“解析结果”，在对应行的“操作”列下单击 。

– 查看日志信息： 在“历史运行记录”中“成功”的左侧，单击 ，单击“插
件日志/切分Spark日志/解析Spark日志”。

● 已解析数据的处理：在需要数据处理的任务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在下
拉列表中选择对应功能处理数据。

----结束

4.5.2.3 附录 配置抽取文件模板

4.5.2.3.1 性能数据

数据类型为enodeb-pmmrf、gnodeb-pmmrf。

● 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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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说明

说明

可以配置多个事件的字段，同步抽取保存到结果集合中。

表 4-45 参数配置说明

参数 说明

Counter 一个字段抽取的配置信息。

name 结果集合中对应别名（csv中的列名）。

type 固定值为“string”。

value 原始值。

Value取值和配置模板中保持一致，如下图所示：

 

4.5.2.3.2 CHR/MR 数据

数据类型为gnodeb-sig、enodeb-sig。

gnodeb-sig
● 通用配置

– 配置示例

– 配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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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6 参数配置说明

区域 区域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A 配置版本区间
及预抽取SQL
语句。

start/end 必填项。

起止版本号。

viewSql 选填项。

自定义预抽取SQL语句。

B 配置事件。 id 必填项。

事件编号。

nam 选填项。

事件名称。

C 配置抽取字
段。

value 必填项。

值字段，支持四则运算和dalab
平台提供的公共计算函数。

name 选填项。

别名，保存到csv文件的列名。

说明
如果不填写，则根据value值生成
对应别名。

type 字段类型，固定值为
“string”。

 

说明

只填需要抽取事件body里的字段名。抽取任务默认会取head里的mrTime、neId、
cellid、callid添加到结果数据里。

– 公共头执行语句

commonHeads=dalab5gSigTime(logHead.mrTime) as time,logHead.neId
as gnodebid,logHead.cellid,logHead.callid

– 抽取结果

● 特殊配置

a. viewSql使用

xml文件配置 终转换为Spark SQL语句执行抽取任务，支持添加预抽取SQL
语句处理特殊字段。

通过 后执行SQL语句构造对应代码。

"select $vsnSql from (select ${vsnInfo.viewSql} from $tmpViewName
$su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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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示例

▪ 配置说明

表 4-47 参数配置说明

参数 说明

$vsnSql 根据所有field标签生成的抽取语
句。

${vsnInfo.viewSql} 预抽取语句。

 

▪ 终执行SQL语句

select time as time,cellId as cellId,PhysCellId as
phys_cellid,MsgItfType as MsgItf_type,SSBResults.SsbIndex as
SsbIndex from (select dalab5gSigTime(logHead.mrTime) as
time,logHead.cellId as cellId, logBody.PhysCellId as PhysCellId,
logBody.MsgItfType as MsgItfType,explode(logBody.SSBResults) as
SSBResults from viewV100R016C00SPC0001612168708730 )

▪ 抽取结果

b. array数组抽取

▪ 配置示例

▪ 配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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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8 参数配置说明

区域 参数 说明

A <array></array> 标签配置数组。

length 必填项。

数组长度。

indexName 必填项。

数组下标变量名。

B - 数组中单个元素的配置，通过
下标变量名区分。

 

▪ 抽取结果

▪ 抽取结果数据结构示例（eventID=16809986）

● 单事件数据schema信息展示

借助FMA工具查看对应事件的schema信息。

– 示例事件

PERIOD_INTRA_FREQ_MEASUREMENT= 16777225
– 所有事件公共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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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IntraFreqMR（16777225）主体信息

enodeb-sig
● 配置示例

● 配置说明

表 4-49 参数配置说明

参数 说明

name 指标别名，将作为结果集的列名，可以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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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value 原始数据里的“事件.字段”。

type 固定值为“string”。

 

● 抽取结果

包含公共字段："ulCallId"、"ulEutranCellId"、"DATE"、"TIME"

● Array类型的字段等复杂字段可以使用Spark函数和平台提供的函数。

模板支持Spark函数，模板示例如下：

平台提供多个自定义函数。

– dalabOneList(List, List.field)

▪ 说明

在输出结果中，将Array中的单列多个元素，默认用‘|’连接。

▪ 模板示例

▪ 使用样例

IntraFreqMR[(1,2,3),(4,5,6)] --> dalabOneList("IntraFreqMR", field1)

▪ 输出结果

输出："1|4"
– dalabTwoList(outerList, innerList.field)

▪ 说明

将双层Array组装为字符串，默认内层用‘#’号，外层用‘|’连接。

▪ 使用样例

Nss[Ssb[(1,2,3),(4,5,6)], Ssb[(7,8,9),(10,11,12)]] -->
dalabTwoList(Nss, 'Ssb.field1')

▪ 输出结果

输出："1#4|7#10"
– dalabConcatList(flag, ListField, array(field1,field2...))

▪ 说明

将Array中的一行多列，用flag连接，并且多个元素之间默认用‘|’连
接。

▪ 模板示例

▪ 使用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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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aFreqMR[(1,2,3),(4,5,6)] -> dalabConcatList('_', "IntraFreqMR",
array(field1,field2,field3))

▪ 输出结果

输出："1_2_3|4_5_6"
– dalabTimeFunc(date: Int, time: Int)

▪ 说明

日期时间转换函数，输出时间格式为yyyy-MM-dd HH:mm:ss，时区为
UTC。

▪ 模板示例

▪ 使用样例

DATE（132384259）, TIME（983337）->
dalabTimeFunc(DATE,TIME)

▪ 输出结果

“2020-06-03 23:01:41”

– dalabDateFormat(date: Int)

▪ 说明

日期转换函数，输出时间格式为yyyy-MM-dd，时区为UTC

▪ 模板示例

▪ 使用样例

DATE（132384259）-> dalabDateFormat(DATE)

▪ 输出结果

"2020-06-03"
– dalabTimeFormat(time: Int)

▪ 说明

日期转换函数，输出时间格式为yyyy-MM-dd，时区为UTC

▪ 模板示例

▪ 使用样例

TIME（983337） -> dalabTimeFormat (TIME)

▪ 输出结果

“23: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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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3.3 配置数据

配置数据的类型为enodeb-cfg、gnodeb-cfg。

enodeb-cfg
● 配置示例

● 配置说明

表 4-50 参数配置说明

参数 说明

name 指标别名，将作为结果集的列名。

value 原始数据里的“对象.属性”，大小写不敏感。

示例的对象“CELL.LOCALCELLID”在原始数据展示
如下：

type 固定值为“string”。

 

gnodeb-cfg
● 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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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说明

说明

仅填写moc的名称，不配置counter，抽取结果只包含公共字段：DATETIME、
NEVERSION、GNODEBNAME、GNODEBID

表 4-51 参数配置说明

参数 说明

moc 对象对应原始数据里的<class>。

counter 对应class里的<attributes>。

 

4.5.3 数据加载

4.5.3.1 创建加载任务

数据加载提供了不同物理存储之间的数据迁移功能。创建数据加载任务，配置源数据
源和目标源信息即可进行数据在不同存储之间的迁移。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开发>数据加载”。

步骤2 在“任务管理”界面，单击“创建任务”。

步骤3 配置任务的基础信息，参数说明见如表4-52。

表 4-52 基础信息的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任务名称 数据加载任务名称，支持自定义。

描述 任务描述信息。

 

步骤4 配置数据源的来源端。

● 当“数据源类型”为“数据湖OBS”时，“来源”区域参数说明见表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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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3 数据源类型为数据湖 OBS 的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数据源
类型

源数据源的类型，这里选择“数据湖OBS”。

文件路
径

单击 ，从OBS桶中选择目录或者文件，单击“确定”。

当文件路径为目录时，若目标“数据源类型”为“HIVE”或
“DWS”，表示选择的是当前目录下的所有文件，不包括子目录；若
目标“数据源类型”为“数据湖OBS”或“HDFS”，表示选择的是
整个目录，包括递归子目录中的文件。

删除源
文件

任务执行成功后是否删除源文件。建议周期任务选择“是”，可分批
次处理新增的源文件。

是否解
析

作用为按文件头，解析结构化数据，实现向数据库表中灌入数据。此
时，源端和目标端的表头字段需要进行映射，请参见步骤7。

– 当目标端的“数据源类型”为“数据湖OBS”、“HDFS”时，选
择“否”。

– 当目标端的“数据源类型”为“DWS”、“逻辑模型”、
“HIVE”时，选择“是”。

文件头
所在行

当“是否解析”值为“是”时，才有此参数。

设置文件头所在行。选择“0”，表示文件无表头。

分隔符 当“是否解析”值为“是”时，才有此参数。

表头字段和值的分隔符，从下拉框中选择。

转义符 当“是否解析”值为“是”时，才有此参数。

用于转义表头字段和值中的双引号，从下拉框中选择。

编码格
式

当“是否解析”值为“是”时，才有此参数。

选择源端文件的编码格式。请根据实际情况设置。

调度模
式

任务执行方式。

包含如下选项：

– 一次调度：仅执行一次。

– 周期调度：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定期执行。

调度计
划

周期调度方式时，需要配置此参数。

输入Cron表达式。Cron表达式是以5或6个空格隔开的字符串。

示例如下所示：

– 样例1为“0 0/5 * * * ?”，表示每隔5分钟执行一次。

– 样例2为“0 0 14 * * ?”，表示每天下午2点执行一次。

条件过
滤

当“是否解析”值为“是”时，才有此参数，

可设置数据文件过滤条件，从下拉框中选择。请根据实际情况设置。

当目标数据“存储介质”为“DWS”、“HIVE”时，暂不支持过
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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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数据源类型”为“租户OBS”时，“来源”区域参数说明见表4-54。

表 4-54 数据源类型为租户 OBS 的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数据源类
型

源数据源的类型，这里选择“租户OBS”。

文件路径 输入租户OBS文件路径或文件目录。

当文件路径为目录时，若目标数据源为HIVE或DWS，表示选择的
是当前目录下的所有文件，不包括子目录；若目标数据源为数据湖
OBS或HDFS，表示选择的是整个目录，包括递归子目录中的文
件。

AK 租户AK信息。

SK 租户SK信息。

删除源文
件

任务执行成功后是否删除源文件。建议周期任务选择“是”，可分
批次处理新增的源文件。

是否解析 作用为按文件头，解析结构化数据，实现向数据库表中灌入数据。
此时，源端和目标端的表头字段需要进行映射，请参见步骤7。

– 当目标端的“数据源类型”为“数据湖OBS”、“HDFS”时，
选择“否”。

– 当目标端的“数据源类型”为“DWS”、“逻辑模型”、
“HIVE”时，选择“是”。

文件头所
在行

当“是否解析”值为“是”时，才有此参数，

设置文件头所在行。选择“0”，表示文件无表头。

分隔符 当“是否解析”值为“是”时，才有此参数，

表头字段和值的分隔符，从下拉框中选择。

转义符 当“是否解析”值为“是”时，才有此参数，

用于转义表头字段和值中的双引号，从下拉框中选择。

编码格式 当“是否解析”值为“是”时，才有此参数，

选择源端文件的编码格式。请根据实际情况设置。

调度模式 任务执行方式。

包含如下选项：

– 一次调度：仅执行一次。

– 周期调度：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定期执行。

调度计划 周期调度方式时，需要配置此参数。

输入Cron表达式。Cron表达式是以5或6个空格隔开的字符串。

示例如下所示：

– 样例1为“0 0/5 * * * ?”，表示每隔5分钟执行一次。

– 样例2为“0 0 14 * * ?”，表示每天下午2点执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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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条件过滤 当“是否解析”值为“是”时，才有此参数，

可设置数据文件过滤条件，从下拉框中选择。请根据实际情况设
置。

当目标端数据“存储介质”为“DWS”、“HIVE”时，暂不支持
过滤。

 

● 当“数据源类型”值为“逻辑模型”时，“来源”区域参数说明见表4-55。

表 4-55 数据源类型为逻辑模型的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数据源类
型

源数据源的类型，这里选择“逻辑模型”。

实体名称 单击 ，在“逻辑实体”界面通过搜索选择逻辑实体，单击“确
定”。

存储介质 实体的存储介质。“实体名称”选择值后，自动显示。

调度模式 任务执行方式。

包含如下选项：

– 一次调度：仅执行一次。

– 周期调度：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定期执行。

– 实时调度：任务持续执行，仅当存储介质类型为Kafka时可用。

调度计划 周期调度方式时，需要配置此参数。

输入Cron表达式。Cron表达式是以5或6个空格隔开的字符串。

示例如下所示：

– 样例1为“0 0/5 * * * ?”，表示每隔5分钟执行一次。

– 样例2为“0 0 14 * * ?”，表示每天下午2点执行一次。

条件过滤 可设置数据文件的过滤条件，从下拉框中选择。

当目标端数据“存储介质”为“DWS”、“HIVE”时，暂不支持
过滤。

 

● 当“数据源类型”值为“HIVE”时，“来源”区域参数说明见表4-56。

表 4-56 数据源类型为 HIVE 的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数据源类
型

源数据源的类型，这里选择“HIVE”。

表 数据库表，从下拉框中选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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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调度模式 任务执行方式。

包含如下选项：

– 一次调度：仅执行一次。

– 周期调度：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定期执行。

调度计划 周期调度方式时，需要配置此参数。

输入Cron表达式。Cron表达式是以5或6个空格隔开的字符串。

示例如下所示：

– 样例1为“0 0/5 * * * ?”，表示每隔5分钟执行一次。

– 样例2为“0 0 14 * * ?”，表示每天下午2点执行一次。

条件过滤 可设置数据文件的过滤条件，从下拉框中选择。

当目标端数据“存储介质”为“DWS”、“HIVE”时，暂不支持
过滤。

 
● 当“数据源类型”值为“DWS”时，“来源”区域参数说明见表4-57。

表 4-57 数据源类型为 DWS 的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数据源类
型

源数据源的类型，这里选择“DWS”。

表 数据库表，从下拉框中选择表。

调度模式 任务执行方式。

包含如下选项：

– 一次调度：仅执行一次。

– 周期调度：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定期执行。

调度计划 周期调度方式时，需要配置此参数。

输入Cron表达式。Cron表达式是以5或6个空格隔开的字符串。

示例如下所示：

– 样例1为“0 0/5 * * * ?”，表示每隔5分钟执行一次。

– 样例2为“0 0 14 * * ?”，表示每天下午2点执行一次。

条件过滤 可设置数据文件的过滤条件，从下拉框中选择。

当目标端数据“存储介质”为“DWS”、“HIVE”时，暂不支持
过滤。

 

步骤5 配置数据源的目标端，请参考数据源来源端的参数说明，进行配置。

步骤6 单击“测试连接”，系统做hadoop service接口访问源端或目标端的连接测试。

步骤7 （可选）字段映射：单击“刷新”，自动映射；单击“名称映射”或“顺序映射”，
按名称或顺序映射；手动在下拉框中选择进行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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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8 任务信息配置完成后，单击“提交”，在“提示”对话框中单击“确定”，自动显示
在任务管理列表中。

步骤9 单击“保存草稿”，保存当前数据加载任务，自动显示在任务管理列表中，“任务状
态”值为“草稿”。

步骤10 （可选）在任务管理界面，支持如下操作。

● 支持按任务状态展示加载任务。例如，单击“成功”，加载任务列表仅展示“任
务状态”值为“成功”的加载任务。

● 查看任务信息：在需要查看的任务对应的“任务名称”列下，单击任务名称，选
择“任务信息”页签。

● 编辑任务：在需要编辑的任务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删除任务：勾选需要删除任务前面的复选框，单击“批量删除”。

----结束

4.5.3.2 启动加载任务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开发>数据加载”。

步骤2 在任务管理列表中，在需要启动的任务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步骤3 在任务列表右上角，勾选自动刷新前面的复选框，刷新任务列表。

步骤4 （可选）查看调度监控：在需要查看的任务对应的“任务名称”列下，单击任务名
称，选择“调度监控”页签。

----结束

4.5.4 数据处理

4.5.4.1 Python API 接口

数据处理是通过执行python脚本处理OBS数据。Python脚本执行平台使用的是华为公
有云ModelArts服务的训练作业执行引擎。

用户可以在脚本中直接使用MoXing中提供的一套文件对象API，用来读写本地文件或
OBS文件系统。

在python脚本 前面，添加如下代码后，几乎所有本地文件的操作接口都可以支持s3
路径。

import moxing as mox  
mox.file.shift('os', 'mox') 
 
# Read OBS File 
with open('s3://bucket_name/hello_world.txt') as f: 
   print(f.read()) 
 
# Read Local File 
with open('/opt/hello_world.txt') as f: 
   print(f.read())

数据处理支持的s3路径文件的操作接口，如表4-5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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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8 Python API 与 MoXing API 对应关系

Pytho
n

mox.file 接口含义 参数 返回值

glob.g
lob

mox.file.gl
ob

返回给定路径
的文件列表

url：本地路径或s3 url 绝对路径的
列表

os.list
dir

mox.file.lis
t_director
y(...,
recursive=
False)

列出给定路径
下的所有文件

● url：本地路径或s3 url
● recursive：是否列出路径

下所有文件，假如路径是
本地路径，则recursive总
是为True

● remove_sep：当OBS地址
被解析的时候，是否移除

后一个分隔符字符串

● skip_file：列出目录时是否
跳过文件

● skip_dir：列出目录时是否
跳过文件夹

路径的列表

os.ma
kedirs

mox.file.m
ake_dirs

递归创建目录 url：本地路径或s3 url -

os.mk
dir

mox.file.m
k_dir

创建目录 url：本地路径或s3 url 父目录不存
在时，返回
异常
“OSError
”

os.pat
h.exist
s

mox.file.e
xists

路径中是否存
在相应的文件

url：本地路径或s3 url -

os.pat
h.gets
ize

mox.file.g
et_size

获取文件大小 ● url：本地路径或s3 url
● recursive：是否列出路径

下所有文件，假如路径是
本地路径，则recursive总
是为True

-

os.pat
h.isdir

mox.file.is
_directory

判断给定目录
或s3 URL是否
是目录

url：本地路径或s3 url -

os.re
move

mox.file.re
move(...,
recursive=
False)

删除文件或目
录

● url：本地路径或s3 url
● recursive：是否递归删除

-

os.ren
ame

mox.file.re
name

移动一个文件
或文件夹

url：本地路径或s3 ur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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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
n

mox.file 接口含义 参数 返回值

os.sca
ndir

mox.file.sc
an_dir

调用操作系统
的目录迭代系
统，来获取给
定路径中文件
的名称。仅在
python 3中使
用。与
os.scandir的
用法相同。

url：本地路径或s3 url DirEntry对
象的生成器

os.sta
t

mox.file.st
at

返回给定路径
的文件统计信
息。与os.stat
的用法相同

src_url：源路径或s3 url 包含有关路
径信息的文
件统计结构

os.wal
k

mox.file.w
alk

文件和目录遍
历器。

url：本地路径或s3 url -

open mox.file.Fi
le

File Object文
件对象，和
python内置文
件对象一样的
用法。

● name：文件路径或S3路径

● mode：“r”，“w”，
“a”，“r+”，“w
+”，“a+”，“br”，
“bw”，“ba”，“br
+”，“bw+”，“ba+”
中的一个

-

shutil.
copyfi
le

mox.file.c
opy

拷贝文件，仅
能拷贝一个文
件。

● src_url：源路径或s3路径

● dst_url：目的路径或s3路
径

● client_id：指定的obs客户
请求id

-

shutil.
copytr
ee

mox.file.c
opy_parall
el

从源地址拷贝
所有文件到目
的地址，和
shutil.cpoytre
e一样的用
法，此方法只
能拷贝目录。

● src_url：源路径或s3路径

● dst_url：目的路径或s3路
径

● file_list：需要被拷贝的文
件列表

● threads：资源池中进程或
线程的数量

● is_processing：假如为
True，将使用多进程，假
如为False，将使用多线程

● use_queue：是否使用队
列来管理下载列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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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
n

mox.file 接口含义 参数 返回值

shutil.
rmtre
e

mox.file.re
move(...,
recursive=
True)

删除文件或目
录

● url：本地路径或s3 url
● recursive：是否递归删除

-

 

4.5.4.2 管理新增作业

4.5.4.2.1 新增作业（通用编辑器）

数据处理提供python脚本处理OBS数据的能力。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本地上传数据
文件，或者使用已有OBS数据，编写python处理脚本、scala或java jar包，处理数据。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开发>数据处理”。

步骤2 在“任务管理”界面，单击“新增作业”。

步骤3 配置信息，参数说明见表4-59。

表 4-59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基本信息 作业名称 自定义输入。

开发环境 该作业的运行环境。这里以“通用编辑器”为
例。

作业位置 存储作业脚本的数据湖OBS桶路径。支持从下拉
框中选择OBS桶，自动带出存储路径。

作业描述 作业描述信息。

配置信息 运行参数 Python脚本中设置的运行参数，可以在这里赋
值。单击“添加运行参数”，可输入多组运行参
数。

 

步骤4 单击“下一步”。

步骤5 在左侧单击“软件目录”页签，展示代码文件存放目录。

● 软件目录：代码文件存放目录。

● 数据目录：数据文件存放目录。

● ：新建文件夹。

● ：刷新左侧目录树。

● ：删除选中的目录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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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可选）单击左侧目录中的“main.py”、"py_main.py"、"sdk_main.py"文件，界面
右侧展示文件内容。

查看已有样例代码内容。

步骤7 单击 ，自行上传编译好的Scala或者JAVA代码jar包；或者单击 ，自行在新增的脚
本界面上编辑代码。

步骤8 脚本编辑完成后，在键盘上按“Ctrl+s”，或者鼠标右键，单击“保存”。

步骤9 在左侧下方“配置信息”区域，配置参数。

● 普通python作业运行参数配置，参数说明见表4-60。

表 4-60 普通 python 作业运行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执行引擎 选择AI引擎和对应的Python语言版本，根据实际情况配
置。

– 样例1：选择PyTorch，根据实际情况配置对应的
Python语言版本，例如：PyTorch-1.3.0-python3.7。

– 样例2：选择TensorFlow，根据实际情况配置对应的
Python语言版本，例如：TF-1.3.1-python3.7。

– 样例3：选择XGBoost-Sklearn，根据实际情况配置对应
的Python语言版本，例如：XGBoost-0.80-
Sklearn-0.1.8.1-python2.7。

启动文件 单击右侧“选择”，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需要执行的
文件。

规格 选择执行作业的CPU和GPU配置。

支持使用租户订购的ModelArts专属资源池。

计算节点规格 单节点运行。目前不支持修改。

运行参数 Python脚本中设置的运行参数，可以在这里赋值。

 

步骤10 单击“保存配置”，在“提示”对话框单击“确定”，保存运行配置。

步骤11 单击“提交运行”，开始执行作业。

步骤12 （可选）在任务管理界面，支持如下操作。

● 支持按作业运行状态展示作业。例如，单击“成功”，任务列表仅展示“作业运
行状态”值为“成功”的作业。

● 查看作业信息：在需要查看的作业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运行/停止作业：在需要运行/停止的作业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 运行后数据的处理：在需要数据处理的任务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在下
拉列表中选择对应功能处理数据。

● 删除作业：在需要删除的作业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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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运行成功的数据为数据集：在需要发布的作业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结束

4.5.4.2.2 新增作业（JupyterLab 开发环境）

支持普通Python作业、PySpark作业，提供单机版容器在线调试开发能力。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开发>数据处理”。

步骤2 在“任务管理”界面，单击“新增作业”。

步骤3 配置信息，参数说明见表4-61。

表 4-61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基本信息 作业名称 自定义输入。

开发环境 该作业的运行环境。这里以“JupyterLab交互式
开发环境”为例。

作业位置 存储作业脚本的数据湖OBS桶路径。支持从下拉
框中选择OBS桶，自动带出存储路径。

规格 JupyterLab开发环境规格。取值为“2核|8G”和
“8核|32G”。支持使用租户订购的ModelArts专
属资源池。

实例 JupyterLab开发环境实例。包含如下选项：

● 桶下同一规格已有环境，则自动带出实例名
称，不支持修改。

● 桶下同一规格无环境，则显示“创建一个新环
境”，不支持修改。

输出位置 选择逻辑实体，将实体的OBS文件位置作为
Python代码中的数据输出位置。单击“选择数据
输出位置”，可选择多个输出位置。

作业描述 作业描述信息。

配置信息 运行参数 Python脚本中设置的运行参数，可以在这里赋
值。单击“添加运行参数”，可输入多组运行参
数。

 

步骤4 单击“创建”。

● 如果已选桶和规格（已有JupyterLab环境），单击“创建”，创建一个基于
JupyterLab平台的任务，并自动跳转到任务管理页面。

● 如果已选桶和规格（无JupyterLab环境），单击“创建”，同时创建jupyterLab环
境和基于jupyterLab平台的任务，并自动跳转到任务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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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JupyterLab环境创建完成，即作业列表中任务所在行，对应“名称”列的值中有
“可用”字样。

步骤5 在任务管理界面，在作业对应的“名称”列下，单击作业名称。

步骤6 在“选择开发环境规格”界面，单击“确定”。

参数说明如下：

● 规格：JupyterLab开发环境规格。取值为“2核|8G”和“8核|32G”。

支持使用租户订购的ModelArts专属资源池。

● 实例：JupyterLab开发环境实例。区分如下两种情况：

– 桶下同一规格已有环境，则自动带出实例名称，不支持修改。

– 桶下同一规格无环境，则显示“创建一个新环境”，不支持修改。

操作结果如下：

● 桶下同一规格无环境，则显示新建一个环境，单击“确定”，创建JupyterLab环
境，并返回任务管理界面。

● 桶下同一规格已有环境，单击“确定”，进入JupyterLab环境编辑器界面。

步骤7 在JupyterLab编辑器界面，单击左侧的“文件浏览器”页签，展示代码文件存放目
录。

作业编辑界面如图4-22所示，界面说明见表4-62。

图 4-22 作业编辑界面

表 4-62 作业编辑界面说明

区域 界面元素 说明

1 文件浏览器 文件存放目录。

2 代码编辑区
域

单击代码目录中的文件，右侧展示文件内容。支持编辑修改
代码文件在线运行。

3 返回作业列
表

单击“返回作业列表”，回到任务管理界面，查看作业列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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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8 单击左侧目录中的样例代码文件，界面右侧展示文件内容，此处以“main.py”文件为
例。

查看已有样例代码内容。

步骤9 单击界面右上角“返回作业列表”，返回作业管理界面。

步骤10 在任务管理界面，在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步骤11 配置运行参数，参数说明见表4-63。

表 4-63 运行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执行引擎 选择AI引擎和对应的Python语言版本。

启动文件 单击右侧“选择”，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这里选择“main.py”文
件。

规格 选择执行作业的CPU和GPU配置。

支持使用租户订购的ModelArts专属资源池。

计算节点规
格

单节点运行。目前不支持修改。

运行参数 Python脚本中设置的运行参数，可以在这里赋值。

输出位置 选择逻辑实体，将实体的OBS文件位置作为Python代码中的数据输出
位置。

 

步骤12 单击“保存配置”，在“提示”对话框单击“确定”，保存运行配置。

步骤13 单击“提交运行”，开始执行作业。

步骤14 （可选）在任务管理界面，支持如下操作。

● 支持按作业运行状态展示作业。例如，单击“成功”，任务列表仅展示“作业运
行状态”值为“成功”的作业。

● 查看作业信息：在需要查看的作业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运行/停止作业：在需要运行/停止的作业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 运行后数据的处理：在需要数据处理的任务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在下
拉列表中选择对应功能处理数据。

● 删除作业：在需要删除的作业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 发布处理完成的数据为数据集：在需要发布的作业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结束

4.5.4.3 创建开发环境

用户在使用JupyterLab开发环境时，需要创建开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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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开发>数据处理”。

步骤2 在“任务管理”界面，单击“开发环境”。

步骤3 在“环境信息”界面，单击“创建”。

1. 在“新建环境”界面，配置参数。

– 作业位置：选择作业存放位置。

– 工作位置：作业执行位置。

– 规格：选择执行作业的CPU和GPU配置。

支持使用租户订购的ModelArts专属资源池。

– 实例：JupyterLab开发环境实例。显示“创建一个新环境”，不支持修改。

2. 单击“确定”。

步骤4 当“状态”值由“创建中”变为“可用”时，即成功创建开发环境。

单击“关闭”。

步骤5 （可选）在“环境信息”界面，停止已成功创建的环境信息：在“操作”列下，单击
“停止”。

----结束

4.5.5 数据探索

4.5.5.1 管理任务

4.5.5.1.1 创建查询任务

如果用户需要查看某个数据的结构情况，需要先创建查询任务。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开发>数据探索”。

步骤2 选择“任务管理”页签。

步骤3 单击“创建任务”。

步骤4 输入查询任务的任务名称，选择是否使用模板。

步骤5 在数据信息右侧，单击“添加数据集”，在右侧区域展示“数据集”和“文件系统”
两个页签。

步骤6 单击 展开目录节点，找到需要探索的数据集或文件。

用户可以根据数据集或者表的名称快速搜索数据。“数据集”支持全局搜索，“文件
系统”当前只支持在本层级目录下搜索。

步骤7 选中文件所在的目录节点，单击目录树上方的 图标。添加文件至“已选择数据集文
件”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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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8 选择模式。

● 配置模式：执行步骤9~步骤10。

● 手写模式：执行步骤11。

步骤9 在“配置”区域的“基本配置”和“函数”中配置结果字段、结果显示行数、结果行
数、是否去重、条件过滤、函数和数据分析等信息。

步骤10 在右侧点击“查看代码”页签查看配置后生成的SQL。

数据分析的相关配置不展示在SQL中。

步骤11 在“代码块”区域自定义SQL语句。

对于熟悉SQL的用户，支持手写。手写过程中，提供关键字、函数、字段名提示与自
动补齐等功能。另外还提供了自定义语法。

步骤12 单击“执行”，校验通过后，新创建的查询任务显示在任务管理列表中。

● 保存模板：可以将配置保存为模板，用户其他查询任务。

● 重置：重新配置参数。

步骤13 （可选）在任务管理界面，支持如下操作。

● 支持按任务运行状态展示任务。例如，单击“已查看”，任务列表仅展示“任务
状态”值为“已查看”的任务。

● 刷新任务：在需要刷新的任务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删除任务

– 在需要删除的任务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勾选需要删除的任务前面的复选框，在列表左上角单击“批量删除”。

----结束

4.5.5.1.2 查看查询结果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开发>数据探索”。

步骤2 在对应的“任务名称”列下，单击任务名称。

步骤3 在任务信息界面，可以进行如下操作。

● 指标趋势-统计

选择图标切换绘图类型，同时选择表头切换需要显示的数据。

● 缺失值分析

选择列表头（可同时选择多列），在弹出对话框选择需要进行缺失值分析的列，
单击“确定”，开始进行缺失值分析并绘制图。

说明

在弹出对话框选择需要进行缺失值分析的列时，如果不选择列，则默认对所有选择列进行
缺失值分析。

● 数据分布

选择图标切换绘图类型，同时在弹出对话框选择需要显示的列，单击“确定”，
开始绘制数据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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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查询任务：在“任务信息”页面，单击“编辑查询任务”。

● 返回任务管理：在“任务信息”页面，单击“返回”，返回到任务管理界面。

----结束

4.5.5.2 管理模板

在管理模板界面，可以使用和删除模板。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开发>数据探索”。

步骤2 选择“模板管理”页签。

步骤3 使用模板：在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步骤4 删除模板：

● 在需要删除的模板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勾选需要删除的模板前面的复选框，在列表左上角单击“批量删除”。

----结束

4.5.6 数据标注

4.5.6.1 时序数据标注

4.5.6.1.1 时序数据标注介绍

目前为止，时序数据标注仅支持对OBS桶中的csv数据文件进行标注。时序数据标注仅
提供数据打标签功能，不做OBS桶资源的管理以及OBS桶中数据的管理。对于OBS桶和
数据的管理，由其他工具完成。

时序数据标注是为数据工程师、数据科学家等提供的辅助标注工具。提供界面化数据
查看、单点数据标注、连续时间戳数据标注、保存标注结果等功能。

数据标注对于KPI异常检测非常重要，可以有效提升监督学习训练过程中KPI异常检测
的准确率，在无监督学习中对模型做验证评估。

● 监督学习：使用标注工具对原始数据进行标注，并将标注数据用于训练。用户基
于训练结果确认并更新数据标注，将标注数据重新用于训练，提升KPI检测准确
率。

● 无监督学习：使用标注工具对原始数据进行标注，对模型进行验证和评估。用户
基于训练结果确认并更新数据标注，对模型进行验证和评估。

如图4-23所示，数据标注支持选择租户OBS桶资源中的数据进行标注。标注后的数据
存放在原存储空间中。用户可以使用“数据加载”工具，将数据从OBS空间迁移到数
据服务MRS中，进而在“数据建模”和“数据处理”中对MRS中已标注数据进行数据
处理， 后通过“运营中心>数据集发布”发布数据集。在“模型训练服务”中，可以
订阅数据集进行模型训练。

图 4-23 标注后的数据处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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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1.2 管理任务

创建数据标注任务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标注>时序数据标注”。

步骤2 选择“任务管理”页签。

步骤3 单击“创建任务”。

步骤4 配置选择文件信息，参数说明见表4-64。

表 4-64 文件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基本信
息

任务名称 必填项。

标注任务的名称。由汉字、大小写字母、数字和（_-.）
组成，长度为1~80个字符。

数据信
息

数据来源 必选项。

待标注数据的来源。

● 本地上传：单击“上传文件”，选择本地文件，单击
“打开”；或者将本地已准备好的数据文件拖拽至虚
线框内的空白区域。

● OBS对象：选择桶名，在搜索框中输入文件名或文件
夹名，选择文件。

待标注文件 当“数据来源”为“OBS对象”时，选择数据来源后自
动生成此参数。

待标注文件来源路径。

分隔符 必选项。

csv文件中特征列的分割符，系统仅支持“，”、
“|”、“\t”三种。

数据输出 可选项。

选择已标注的结果文件或者输入本次标注结果文件存储
路径。如果不设置，则会在原文件路径后面加_label。

标签组 可选项。

选择已有标签组或者新增标签组。新增标签组详细操作
请参考管理标签组。

 

步骤5 单击“下一步”。

步骤6 配置选择数据信息，参数说明见表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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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5 选择数据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使用模板 可选项。

可选择已保存的模板，直接复用模板内“选择数据”页面的
相关配置。

行数据过滤 可选项。

根据数据文件中KEY值筛选出所需要标注的数据，如一份文件
中包含多个网元的指标数据，可以根据网元筛选出所需标注
的指标数据。

指标分组 必选项。

根据业务对指标进行分组，方便用户识别。

从待标注文件中选择待标注指标列，对指标进行分组。每个
分组对应一个图表，同一组内指标在同一个图表内展现，不
同组使用不同图表展现。

 

步骤7 单击“开始标注”，得到数据信息图。

保存为模板：可以将当前配置保存为模板，用户其他标注任务。

----结束

标注数据

时序数据标注支持对原始文件进行标注，也支持对标注结果文件重新进行标注。标注
的方式有五种：

● 通过单击数据点，将其标注为异常值。

● 通过横向选择工具批量标注连续时间戳内的数据。

● 通过纵向选择工具批量标注指定值域范围内的数据。

● 通过局部选择工具批量标注任意连续区域内的数据。

● 通过自动检测标注，或者配置自定义阈值规则，批量标注数据。

操作步骤

步骤1 参考创建数据标注任务选择待标注数据。系统会在KPI数据标注图表中显示数据列的数
据曲线。

数据信息图说明如下：

● 横轴代表时间戳。拖动横轴游标，可以查看指定时间内的数据。通过改变游标长
短，页面内数据可以进行缩放。

● 纵轴代表数值。

● 不同的数据列使用不同的颜色区分。

● 数据点使用打点的形式显示。

● 若设置了指标分组，则每个指标分组对应一个图表，同一组内指标在同一个图表
内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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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信息图界面参数及操作说明如表4-66所示。

表 4-66 数据信息图界面操作

区域 参数 参数说明

左上方 已选文件 当前待标注数据对应的数据文件。

X轴联动 在进行“选择数据”时，若设置了“指标分组”，得出的
待标注数据曲线图会展示该参数。

若勾选，则在拖动一个分组图横轴游标时，所有分组的横
轴游标联动拖动。

标注类型 当前待标注数据的标注类型。

右上方 查看详情 查看标注结果详情。

保存结果 单击“保存结果”，将当前界面的标注结果保存至结果文
件。

如果在“选择文件”页面未指定结果文件，则系统生成默
认结果文件，如果已指定结果文件，则将结果保存在指定
文件中。

返回 返回到“任务管理”界面。

标注坐标
图左上方

总数据点 当前待标注数据曲线图中的总数据点数量。

已标注点
已标注的数据点数量，单击“ ”可查看标注详情。

待标注数
据点

未标注的数据点数量。

待确认数
据点

使用自动标注工具后，计算出来的异常点，需用户确认标
注结果是否正确。

标注坐标
图右上方

横向选择工具，可横向选择连续时间戳的数据进行批量标
注。

纵向选择工具，可纵向选择连续值区域内的数据进行批量
标注。

矩形选择工具，可在坐标轴内选择任意连续区域内的数据
进行批量标注。

自动标注工具，可按照系统定义的规则对当前数据进行自
动检测，自动标注；也可自定义阈值规则对数据进行自动
检测和标注；自定义概念漂移参数对数据进行概念漂移检
测。

坐标轴修改工具，可修改主次坐标以及主次坐标的取值范
围。如果一个图表内指标数量大于一个，可以设置指标对
应的主次坐标。

清除标注工具，可以一键清除已标注的未保存数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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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参数 参数说明

保存对应分组图表内标注的标注结果。

切割工具，按某列特征数据将一个文件分类切割为多个文
件后进行标注。

聚类工具，将不同列按共同特征数据进行聚合进行标注。
分为自动聚类和手动聚类。

 

步骤2 进行数据标注。

● 单击数据点，将正常值标注为指定数值。

a. 单击数据信息图上的数据点，如果标注选用的标签值只有两个，选择其中一
个标签值进行标注。

b. 单击数据信息图上的数据点，如果标注选用的标签值大于两个，则在弹出的
标注框内选择指标标注值，完成后单击“确定”。

● 使用横向选择工具，在曲线中选中连续时间戳的数据，统一进行标注。

a. 单击 。

b. 待鼠标变成 时，在坐标轴上单击鼠标左键并横向拖动选取待标注范围。

c. 在弹出的“横向选择标注”弹框内确认数据时间范围、设置标注列的标注
值。

d. 单击“确定”。

● 使用纵向选择工具，在曲线中选择连续的值域范围，统一进行标注。

a. 单击 。

b. 待鼠标变成 时，在坐标轴上单击鼠标左键并纵向拖动选取待标注范围。

c. 在弹出的“纵向选择标注”弹框内确认数据时间范围、设置标注列的标注
值。

d. 单击“确定”。

● 使用局部选择工具，在曲线中选择任意的连续范围，统一进行标注。

a. 单击 。

b. 待鼠标变成 时，在坐标轴上单击鼠标左键拖动，选取任意待标注范围。

c. 在弹出的“局部选择标注”弹框内确认数据时间范围、设置标注列的标注
值。

d. 单击“确定”。

● 使用自动标注工具，使用系统默认规则，或者配置阈值规则，统一进行自动标
注。

a. 单击 。

b. 在弹出的“自动标注”对话框内选择“自动检测”页签，单击“确定”，进
行默认规则自动检测及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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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弹出的“自动标注”对话框内选择“阈值规则标注”页签，设置“规则适
用指标”以及增加“阈值规则列表”，单击“确定”，进行自定义阈值规则
自动检测及标注。

d. 在弹出的“自动标注”对话框内选择“概念漂移检测”页签，设置“概念漂
移检测参数”和“任务执行环境”，单击“确定”，进行概念漂移检测。

● 使用切割工具，按某列特征数据将一个文件分类切割为多个文件后进行标注。

a. 单击 。

b. 在“切割”界面，选择需要切割的列，单击“执行切割”。

c. 再使用其他标注工具进行标注。

● 使用聚类工具，将不同列按共同特征数据进行聚合进行标注。

a. 单击 。

b. 在“聚类”界面，选择聚类方式，选择需要聚类的列，单击“执行聚类”。

c. 再使用其他标注工具进行标注。

标注后的异常值数据显示为红色。

步骤3 标注完成后，单击 ，进行保存。

步骤4 在“提示”对话框单击“确定”。

步骤5 在“保存成功”对话框单击“确定”。

显示结果文件存储路径。

步骤6 单击“返回”，返回任务管理界面。

步骤7 （可选）在任务管理界面，支持如下操作。

● 支持按任务运行状态展示任务。例如，单击“成功”，任务列表仅展示“状态”
值为“成功”的任务。

● 刷新任务列表：在任务列表右上方，单击 。

● 查看或标注任务：在需要查看或标注的任务对应的“任务名称”列下，单击任务
名称。

● 发布标注结果为数据集：在需要发布为数据集的任务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发布聚类切割的单文件：当任务类型为“聚类切割”任务时，单击“任务名称>查

看详情”，在切割文件右上角，单击 ，可以将切割后的文件进行发布。

● 删除任务：在需要删除的任务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结束

4.5.6.1.3 管理模板

配置“选择数据”时，如果将页面的配置保存为模板，则可以在“模板管理”界面管
理保存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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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标注>时序数据标注”。

步骤2 选择“模板管理”页签。

步骤3 查看模板详情：在对应的模板对应“操作”列下，单击 。

步骤4 删除模板：在需要删除的模板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结束

4.5.6.1.4 管理标签组

系统有预置的标签组，不可以被编辑和删除。除预置的标签组外，用户可根据实际场
景新增标签组，并对新增标签组进行自定义管理操作，包括编辑和删除操作。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标注>时序数据标注”。

步骤2 选择“标签组管理”页签。

步骤3 新增标签组。

1. 单击“新增标签组”。

2. 在“新增标签组”界面，设置“标签组名称”，设置标签值为“0”的标签代表的
业务含义。若有其他标签值，在标签“操作”列下，单击“新增”，设置其他标
签。

3. 所有标签设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步骤4 单击标签组所在行，对应“操作”列下的 ，重新编辑标签组的名称，标签含义，继
续新增标签或者删除标签。

步骤5 单击标签组所在行，对应“操作”列下的 ，删除标签组。

----结束

4.5.6.1.5 附录 数据格式要求

文件格式基本要求

● 时序数据标注只支持读取csv文件。

● 文件编码格式只支持“UTF-8”格式。

● 文件大小建议不超过“20Mb”。

● 文件名称不能包含以下特殊字符，建议只使用“中文、字母、数字、下划线和中
划线”命名：

? . " ' / < > & ^ * | %

● 文件名称长度不能超过100个字符，目录名称长度不能超过100个字符。建议文件
名和目录名称长度不超过50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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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标注指标数据文件格式要求

待标指标数据文件是指包含时间序列和指标数据的，待标注的原始数据文件。待标注
指标数据文件要求如下：

1. 文件必须包含表头，系统默认把第一行数据作为表头数据。

2. 文件数据行数至少两行，第一行为表头，其他行为待标注的时序数据。

3. 不能包含空行或者空列。即某一行没有数据，或者某一列没有数据。

4. 数据列数必须与表头列数相同。如：表头有10列数据，非表头数据必须也得有10
列。

5. 文件至少包含一列时间序列数据。

系统会自动解析时间数据格式。系统支持的时间格式请参考时间格式。

6. 文件至少包含一列指标数据。系统会自动解析数据格式，将数值类型的数据识别
为指标数据。

7. 建议单文件数据行数不要超过1万。当数据量过大，数据的查询、保存请求时延会
较长。当页面显示的数据点数过大时，页面会出现卡顿情况。

当一条曲线中在页面显示的点数大于2000时，此点数会远大于页面像素点数。建
议一个文件只包含一个月的KPI数据。

文件格式样例如表1 文件格式样例所示。

表 4-67 文件格式样例

时间 网元 KPI指标1 KPI指标2 KPI指标3

2019-06-01
00:00:00

PGW 100 212 145

2019-06-02
00:00:00

PGW 354 235 546

2019-06-03
00:00:00

PGW 458 532 565

2019-06-04
00:00:00

PGW 562 321 325

2019-06-05
00:00:00

PGW 652 254 456

 

时序聚类数据文件格式要求

当前时序聚类仅支持单指标数据聚类，不支持多指标聚类。

1. 聚类数据文件必须包含至少一个时间列，且满足时间格式。

2. 聚类数据文件需要包含至少一个id列，且为聚类结果名称。

3. 同一时间内，各id须保持相同的采样记录，否则数据不完成，无法进行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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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文件格式要求

当前时序数据标注采用结果和原始文件分开的保存策略。原始文件只读，结果文件可
读写。

用户在创建一个标注任务时，可以选择一份已有的标注结果，并在其之上进行标注。
也可以不选择标注结果文件。

此部分介绍的结果文件格式要求是针对用户自己提供的结果文件的要求。如果是时序
数据标注自动生成的结果文件，用户只需注意选取与原始文件对应的结果文件即可。

点标注结果文件要求

● 结果文件表头必须与原始文件表头一一对应。

● 非指标列数据不能为空。非指标列是指数据类型不是数值类型的列。

● 指标列存储的是该指标数据对应的标注结果，指标列数据可以置空，但是必须保
留此指标列。

● 结果文件的行数和列数必须与原始文件的行数和列数相同。

● 如果是多分类标注，一个指标点可能在同一个标签维度下标记为多个值。多个指
标值之间用逗号分隔，如“1,2,5”。

点标注结果文件格式样例如表4-68。

表 4-68 点标注结果文件样例

时间 网元 KPI指标1 KPI指标2 KPI指标3

2019-06-01
00:00:00

PGW 1,2,5 - 1

2019-06-02
00:00:00

PGW 0 - 0

2019-06-03
00:00:00

PGW 1 - 0

2019-06-04
00:00:00

PGW 0 - 0

2019-06-05
00:00:00

PGW 1 - 0

 

时间格式

待标注文件必须包含一列时间数据，系统会自动识别时间格式。当前系统支持的时间
格式如表4-69所示。

表 4-69 当前系统支持的时间格式

格式 样例

yyyy/MM/dd HH:mm:ss 2019/07/01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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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样例

yyyy/MM/dd HH:mm 2019/07/01 12:00

yyyy/MM/dd HH 2019/07/01 12

yyyy/MM/dd 2019/07/01

yyyy-MM-dd HH:mm:ss 2019-07-01 12:00:00

yyyy-MM-dd HH:mm 2019-07-01 12:00

yyyy-MM-dd HH 2019-07-01 12

yyyy-MM-dd 2019-07-01

MM/dd/yyyy HH:mm 07/01/2019 12:00

MM/dd/yyyy HH 07/01/2019 12

MM/dd/yyyy 07/01/2019

MM-dd-yyyy HH:mm:ss 07-01-2019 12:00:00

MM-dd-yyyy HH:mm 07-01-2019 12:00

MM-dd-yyyy HH 07-01-2019 12

MM-dd-yyyy 07-01-2019

yyyyMMddHHmmss 20190701120000

yyyyMMddHHmm 201907011200

yyyyMMddHH 2019070112

yyyyMMddHH 20190701

yyyy/MM/dd'T'HH:mm:ss'Z' 2019/07/01T15:31:39Z

yyyy/MM/dd'T'HH:mm 2019/07/01T15:31

yyyy/MM/dd'T'HH 2019/07/01T15

yyyy-MM-dd'T'HH:mm:ss'Z' 2019-07-01T15:31:39Z

yyyy-MM-dd'T'HH:mm 2019-07-01T15:31

yyyy-MM-dd'T'HH 2019-07-01T15

MM/dd/yyyy'T'HH:mm:ss'Z' 07/01/2019T15:31:39Z

MM/dd/yyyy'T'HH:mm 07/01/2019T15:31

MM/dd/yyyy'T'HH 07/01/2019T15

MM-dd-yyyy'T'HH:mm:ss'Z' 07-01-2019T15:31:39Z

MM-dd-yyyy'T'HH:mm 07-01-2019T15:31

MM-dd-yyyy'T'HH 07-01-2019T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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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2 图片/音频标注

4.5.6.2.1 图片/音频标注介绍

图片/音频标注是为数据工程师、数据科学家等提供的辅助标注工具。提供界面化数据
查看、单点数据标注、保存标注结果、标注结果发布数据集等功能。可准确、高效、
安全地完成各类型数据的标注任务，为客户提供专业的数据标注服务能力，助力客户
高效开展算法模型训练与机器学习，快速提高AI领域竞争力。

图片/音频标注数据标注支持选择上传本地数据文件进行标注。上传后的文件存储于
OBS中，标注后的文件存放在与原始文件同路径的文件夹。

4.5.6.2.2 管理任务

创建标注任务

如果用户需要标注本地的图片或是语音类文件，则需要先创建标注任务。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标注>图片/音频标注”。

步骤2 在“任务管理”界面，单击“创建任务”。

目前支持两种标注类型：语音类和图片类。

步骤3 在“创建任务”界面，配置信息，参数说明见表4-70。

表 4-70 任务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基本信息 任务名称 必填项。

标注任务的名称。由汉字、大小写字母、数
字和（_-）组成，长度为1~50个字符。

任务描述 选填项。

标注任务的描述信息。

标注类型 必选项。

选择待标注类型。

● 语音类

● 图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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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数据信息 数据来源 必选项。

待标注数据的来源。

● 本地上传：单击“上传文件”，选择本地
文件，单击“打开”；或者将本地已准备
好的数据文件拖拽至虚线框内的空白区
域。

● OBS对象：选择桶名，在搜索框中输入文
件名或文件夹名，选择文件所在的上层目
录。

 

步骤4 单击“开始标注”，进入标注界面。

----结束

标注图片

用户对图片的某一些地方做标注，执行本章节。

操作步骤

步骤1 按创建标注任务章节创建图片标注任务。

步骤2 在图片左侧，单击 ，在待标注的图片上选中具体的标注对象画框。

步骤3 在“标注名称”对话框输入标注的信息，单击“确定”。

步骤4 在图片左上方，单击 ，在“确认”对话框单击“确认”，保存标注的内容。

标注后的结果会展示在右侧“标注列表”中。

步骤5 （可选）在图片标注界面，支持如下操作。

● 图片拖拽：在图片左侧，单击 。

● 切换全屏：在界面右上角，单击 。

● 编辑标注名称：在对应的“标注”列下，单击 。

● 删除标注内容：在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切换图片标注：在图片下方，直接单击需求标注的图片；或在“文件列表”页
签，单击需要标注的图片名称。

说明

多图片标注时，才有此操作。

步骤6 在图片左上方，单击 ，保存当前标记内容。

步骤7 在图片左上方，单击 或 ，退出至“任务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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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8 （可选）在“任务管理”界面，支持如下操作。

● 支持按任务运行状态展示任务。例如，单击“已标注”，任务列表仅展示“标注
占比”值为“已标注100%”的任务。

● 刷新任务列表：在任务列表右上方，单击 。

● 查看或标注任务：在需要查看或标注的任务对应的“任务名称”列下，单击任务
名称。

● 发布标注结果为数据集：在需要发布为数据集的任务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删除任务：在需要删除的任务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结束

标注语音

用户对语音的某一些地方做标注，执行本章节。

操作步骤

步骤1 按创建标注任务章节创建音频标注任务。

步骤2 在音频上方，单击 ，播放语音。

步骤3 在语音区域，拖动鼠标选择标注内容。

步骤4 在弹出框中输入标注名称，单击“确定”。

标注后的结果会展示在波形图下方。

步骤5 在音频左上方，单击 保存标注的内容。

步骤6 （可选）在音频标注界面，支持如下操作。

● 按时间轴缩放音频：在音频右上角，单击 或 ，或拖动按钮之间的缩放滑
块。

● 编辑标注文本：在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删除标注内容：在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切换音频标注：在“文件列表”下方，展开“FILE”文件夹，单击需求标注的音
频名称。

说明

多语音标注时，才有此操作。

步骤7 在语音左上方，单击 或 ，返回“任务管理”界面。

步骤8 （可选）在“任务管理”界面，支持如下操作。

● 支持按任务运行状态展示任务。例如，单击“已标注”，任务列表仅展示“标注
占比”值为“已标注100%”的任务。

● 刷新任务列表：在任务列表右上方，单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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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或标注任务：在需要查看或标注的任务对应的“任务名称”列下，单击任务
名称。

● 发布标注结果为数据集：在需要发布为数据集的任务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删除任务：在需要删除的任务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结束

4.5.7 数据准备

4.5.7.1 管理工程

4.5.7.1.1 自定义创建工程

用户根据需求自定义编排创建工程。

操作步骤

步骤1 创建工程入口。

● 在数据服务首页“我的数据工程”页签，单击“新建工程”，进入新建工程界
面。

●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准备>工程列表”页签，单击“创
建”，进入新建工程界面。

步骤2 配置工程信息，参数说明见表4-71。

表 4-71 工程信息参数配置说明

参数 说明

工程名称 必填项。

工程的名称，由汉字、小写字母（a~z）、大写字母（A~Z）、数
字（0~9）和特殊字符(_-.@)组成，长度为1~80个字符。

工程描述 选填项。

工程的描述信息，由汉字、小写字母（a~z）、大写字母
（A~Z）、数据（0~9）和特殊字符（-_，、：:。？？；;}{）
（！,.!）组成，长度为0~1000个字符。

标签 选填项。

用于标识工程所属的分类或作用。由汉字、小写字母（a~z）、大
写字母（A~Z）、数字（0~9）和特殊字符(_-.)组成，长度为1~64
个字符。

不同标签之间使用英文逗号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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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调度配置 可选项。

工程是否会定期自动执行。默认工程定期自动执行功能是关闭状
态。

单击 ，开启工程定期自动执行功能，该工程不能包含采集任

务；单击 ，关闭工程定期自动执行功能。

调度周期 当开启工程定期自动执行功能时，才有此参数。

必选项。

工程自动执行的周期。

调度时间间隔 当开启工程定期自动执行功能时，才有此参数。

必选项。

工程自动执行的时间间隔。

调度开始时间 当开启工程定期自动执行功能时，才有此参数。

必选项。

工程第一次自动执行的开始时间。

调度时间说明 当开启工程定期自动执行功能时，才有此参数。

工程自动执行的周期。

创建方式 必选项。

支持的创建方式：自定义创建和模板创建。默认的创建方式是“模
板创建”。

此处选择“自定义创建”。

 

步骤3 单击“下一步”。

步骤4 在左侧模板区域右上角，单击 。

在工程编排界面，编排工程节点。用户根据需求自定义编排工程。

步骤5 在左侧用鼠标拖拽对应节点下的任务组件至右侧空白区域，配置任务信息完成后，在
弹出框内单击“确定”。

任务信息配置请参见附录 任务配置参考。

步骤6 将任务组件按执行顺序连线。

步骤7 单击 ，在“确认”对话框单击“确认”。

创建工程成功后，进入“工程详情”界面。

步骤8 （可选）在“工程详情”界面，支持如下操作。

● 查看任务详情：单击任务名称，可以查看该任务信息、日志信息、数据信息和历
史记录。

● 修改工程：单击 ，可以修改工程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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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工程：单击 ，可以删除该工程。

----结束

4.5.7.1.2 使用场景模板创建工程

使用系统内置场景模板快速编排创建工程。

前提条件

已有内置场景模板。

操作步骤

步骤1 创建工程入口。

● 在数据服务首页“我的数据工程”页签，单击“新建工程”，进入新建工程界
面。

●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准备>工程列表”页签，单击“创
建”，进入新建工程界面。

步骤2 配置工程信息，参数说明见表4-72。

表 4-72 工程信息参数配置说明

参数 说明

工程名称 必填项。

工程的名称，由汉字、小写字母（a~z）、大写字母（A~Z）、数
字（0~9）和特殊字符(_-.@)组成，长度为1~80个字符。

工程描述 选填项。

工程的描述信息，由汉字、小写字母（a~z）、大写字母
（A~Z）、数据（0~9）和特殊字符（-_，、：:。？？；;}{）
（！,.!）组成，长度为0~1000个字符。

标签 选填项。

用于标识工程所属的分类或作用。由汉字、小写字母（a~z）、大
写字母（A~Z）、数字（0~9）和特殊字符(_-.)组成，长度为1~64
个字符。

不同标签之间使用英文逗号隔开。

调度配置 可选项。

工程是否会定期自动执行。默认工程定期自动执行功能是关闭状
态。

单击 ，开启工程定期自动执行功能，该工程不能包含采集任

务；单击 ，关闭工程定期自动执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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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调度周期 当开启工程定期自动执行功能时，才有此参数。

必选项。

工程自动执行的周期。

调度时间间隔 当开启工程定期自动执行功能时，才有此参数。

必选项。

工程自动执行的时间间隔。

调度开始时间 当开启工程定期自动执行功能时，才有此参数。

必选项。

工程第一次自动执行的开始时间。

调度时间说明 当开启工程定期自动执行功能时，才有此参数。

工程自动执行的周期。

创建方式 必选项。

支持的创建方式：自定义创建和模板创建。默认的创建方式是“模
板创建”。

此处选择“自定义创建”。

 

步骤3 单击“下一步”。

步骤4 在左侧模板区域，按场景选择一个模板。

这里以“标准数据治理发布模板”为例，用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在工程编排界面，编排工程节点。在模板中也可以自行删除或添加节点进行编排。

● 删除节点：鼠标移动到需要删除的节点上，单击 。

● 新增节点：在左侧用鼠标拖拽对应节点下的任务组件至右侧空白区域，配置任务
信息完成后，单击“确定”；将任务组件按执行顺序连线。

任务信息配置请参见附录 任务配置参考。

步骤5 配置采集节点的任务。

1. 在“采集任务”节点下方，单击“添加任务”。

2. 配置本地上传的任务信息，配置参考请参见表4-79的“本地上传”。

3. 单击“确定”。

添加采集阶段的任务完成后，在采集任务下显示新添加的采集任务。

步骤6 配置数据解析节点的任务。

1. 在“数据解析”节点下，单击“添加任务”。

2. 操作请参考附录 任务配置参考的“数据解析”。

3. 单击“确定”。

添加数据解析节点的任务完成后，在数据解析下显示先添加的解析任务。

步骤7 配置数据处理节点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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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数据处理”节点下方，单击“添加任务”。

2. 操作请参考附录 任务配置参考的“数据处理”。

3. 单击“确定”。

添加数据处理的任务完成后，在数据处理下显示新添加的处理任务。

步骤8 配置数据加载节点的任务。

1. 在“数据加载”节点下方，单击“添加任务”。

2. 操作请参考附录 任务配置参考的“数据加载”。

3. 单击“确定”。

添加数据加载的任务完成后，在数据加载下显示新添加的加载任务。

步骤9 配置数据建模节点的任务。

1. 在“数据建模”节点下方，单击“添加模型”。

2. 操作请参考附录 任务配置参考的“数据模型”。

3. 单击“确定”。

添加数据建模的任务完成后，在数据建模下显示新添加的数据模型。

步骤10 配置数据集发布节点的任务。

1. 在“数据集发布”节点下方，单击“添加任务”。

2. 配置发布任务信息，配置参考请参见附录 任务配置参考的“数据集发布”。

3. 单击“确定”。

添加数据集发布的任务完成后，在数据集发布下显示新添加的发布任务。

步骤11 所有节点配置完成后，单击 ，在“确认”对话框单击“确认”。

创建工程成功后，进入“工程详情”界面。

步骤12 （可选）在“工程详情”界面，支持如下操作。

● 查看任务详情：单击任务名称，可以查看该任务信息、日志信息、数据信息和历
史记录。

● 修改工程：单击 ，可以修改工程基本信息。

● 删除工程：单击 ，可以删除该工程。

----结束

4.5.7.1.3 复用模板创建工程

复用模板创建工程是指用户通过选择本租户下的其他用户已保存的工程私有模板或其
他用户已经发布的工程公共模板，复用该私有模板或公共模板中已配置的采集、解
析、治理、发布阶段的任务或对已有任务重新编排，达到快速创建工程的目的。

前提条件

已有工程私有模板或工程公共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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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创建工程入口。

● 在数据服务首页“我的数据工程”页签，单击“新建工程”，进入新建工程界
面。

●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准备>工程列表”页签，单击“创
建”，进入新建工程界面。

步骤2 在“新建工程”界面，配置工程信息，参数配置说明见表4-73。

表 4-73 工程参数配置说明

参数 说明

工程名称 必填项。

工程的名称，由汉字、小写字母（a~z）、大写字母（A~Z）、数
字（0~9）和特殊字符(_-.@)组成，长度为1~80个字符。

工程描述 选填项。

工程的描述信息，由汉字、小写字母（a~z）、大写字母
（A~Z）、数据（0~9）和特殊字符（-_，、：:。？？；;}{）
（！,.!）组成，长度为0~1000个字符。

标签 选填项。

用于标识工程所属的分类或作用。由汉字、小写字母（a~z）、大
写字母（A~Z）、数字（0~9）和特殊字符(_-.)组成，长度为1~64
个字符。

不同标签之间使用英文逗号隔开。

调度配置 可选项。

工程是否会定期自动执行。默认工程定期自动执行功能是关闭状
态。

单击 ，开启工程定期自动执行功能，该工程不能包含采集任

务；单击 ，关闭工程定期自动执行功能。

调度周期 当开启工程定期自动执行功能时，才有此参数。

必选项。

工程自动执行的周期。

调度时间间隔 当开启工程定期自动执行功能时，才有此参数。

必选项。

工程自动执行的时间间隔。

调度开始时间 当开启工程定期自动执行功能时，才有此参数。

必选项。

工程第一次自动执行的开始时间。

调度时间说明 当开启工程定期自动执行功能时，才有此参数。

工程自动执行的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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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创建方式 必选项。

工程的创建方式，此处以“模板创建”为例。

支持的创建方式：自定义创建和模板创建。默认的创建方式是“模
板创建”。

选择模板 当“创建方式”选择“模板创建”时，才有此参数。

必选项。

模板包含公共模板和私有模板。

● 私有模板：同一租户下不同用户之间共享的工程。只有同一租户
下的用户才能复用私有模板来创建工程。

● 公共模板：不同租户或不同租户下的用户之间共享的工程。所有
用户都能复用公共模板来创建工程。

 

步骤3 单击“下一步”。

步骤4 编排及保存工程。

● 新编排模板界面执行如下操作：

a. 在工程编排界面，可以重新编排工程节点。

▪ 删除节点：鼠标移动到需要删除的节点上，单击 ，单击“确定”。

▪ 新增节点：在左侧用鼠标拖拽对应节点下的任务组件至右侧空白区域，
配置任务信息完成后，单击“确定”；将任务组件按执行顺序连线。

任务信息配置请参见附录 任务配置参考。

b. 单击 ，在“确认”对话框单击“确认”。

创建工程成功后，进入“工程详情”界面。

● 旧编排模板界面执行如下操作：

a. 在“任务信息”区域，可以重新编排任务。

▪ 删除任务：在需要删除的任务右上角，单击 ，然后单击“删除”。

▪ 新增任务：在需要添加任务的节点下，单击“新增任务”。

b. 单击“下一步”。

c. （可选）在“保存”界面，配置工程周期信息，参数说明见表4-73。

说明

当复用的模板中，有采集任务时，则不执行此步骤。

d. 单击“创建”，在“确认”对话框单击“确认”。

工程创建完成后，系统自动跳转到该“工程详情”页面。

步骤5 （可选）在“工程详情”中，支持对已创建的工程做如下操作。

● 查看详情：单击任务名称，可以查看该任务信息、日志信息、数据信息和历史记
录。

● 修改工程：单击 ，可以修改工程信息，也可以重新编排工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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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工程：单击 ，可以删除该工程。

----结束

4.5.7.1.4 基于模板创建工程

基于模板创建工程是指用户通过选择本租户下的其他用户已保存的工程私有模板或其
他用户已经发布的工程公共模板，通过修改该私有模板或公共模板中已配置任务的参
数，达到快速创建工程的目的。

前提条件

已有工程私有模板或工程公共模板。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准备>模板管理”页签。

步骤2 选择“私有模板”或“公共模板”页签。

步骤3 通过模板目录或是所搜模板名称，快速查找模板。

步骤4 在需要使用的模板上，单击“我要应用”；或者在模板详情界面单击“基于模板创
建”。

步骤5 在“模板实例化”界面，配置参数信息，参数配置说明见表4-74。

在“配置信息”区域下，需要对已有任务的参数进行修改。

表 4-74 工程参数配置说明

参数 说明

工程名称 必填项。

工程的名称，由汉字、小写字母（a~z）、大写字母（A~Z）、数
字（0~9）和特殊字符(_-.)组成，长度为1~64个字符。

工程描述 选填项。

工程的描述信息，由汉字、小写字母（a~z）、大写字母
（A~Z）、数据（0~9）和特殊字符（-_，、：:。？？；;}{）
（！,.!）组成，长度为0~1000个字符。

标签 选填项。

用于标识工程所属的分类或作用。由汉字、小写字母（a~z）、大
写字母（A~Z）、数字（0~9）和特殊字符(_-.)组成，长度为1~64
个字符。

不同标签之间使用英文逗号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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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调度配置 当复用的模板中，无采集任务时，才有此参数。

可选项。

工程是否会定期自动执行。默认工程定期自动执行功能是关闭状
态。

单击 ，开启工程定期自动执行功能，该工程不能包含采集任

务；单击 ，关闭工程定期自动执行功能。

调度周期 当开启工程定期自动执行功能时，才有此参数。

必选项。

工程自动执行的周期。

调度时间间隔 当开启工程定期自动执行功能时，才有此参数。

必选项。

工程自动执行的时间间隔。

调度开始时间 当开启工程定期自动执行功能时，才有此参数。

必选项。

工程第一次自动执行的开始时间。

调度时间说明 当开启工程定期自动执行功能时，才有此参数。

工程自动执行的周期。

 

步骤6 单击“创建”，在“确认”对话框单击“确认”。

工程创建完成后，系统自动跳转到“工程详情”界面。

步骤7 （可选）在“工程详情”中，支持对已创建的工程做如下操作。

● 查看详情：单击任务名称，可以查看该任务信息、日志信息、数据信息和历史记
录。

● 修改工程：单击 ，可以修改工程信息，也可以重新编排工程任务。

● 删除工程：单击 ，可以删除该工程。

----结束

4.5.7.1.5 单次启动工程

如果创建的工程（包含周期工程）需要单次执行，则需要执行本章节。

前提条件

已有待执行的工程。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准备>工程列表”页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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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启动工程。

● 在工程列表中，在需要启动的工程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在工程列表中，单击需要启动的工程的名称，在“工程详情”界面，单击

。

步骤3 （可选）在“本地上传”界面，配置参数信息，单击“确定”。

单击“上传文件”，选择本地文件，单击“打开”；或者将本地已准备好的数据文件
拖拽至虚线框内的空白区域。

说明

启动的工程中有本地上传任务时，才执行此步骤。

步骤4 （可选）在“确认”对话框单击“确认”。

说明

启动的工程中无本地上传任务时，才执行此步骤。

步骤5 （可选）工程正在运行时，如果用户需要中止工程的运行，请按如下操作。

● 在工程列表中，在需要中止的工程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在工程列表中，单击需要中止的工程的名称，在“工程详情”界面，单击

。

----结束

4.5.7.1.6 周期启动工程

如果创建的周期工程需要定期执行，则需要执行本章节。

前提条件

已有待执行的周期工程。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准备>工程列表”页签。

步骤2 启动工程。

● 在工程列表中，在需要启动的工程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在工程列表中，单击需要启动的工程的名称，在“工程详情”界面，单击“周期
启动”。

步骤3 在“确认”对话框单击“确认”。

步骤4 （可选）周期工程正在运行时，如果用户需要中止该周期工程的运行，请执行如下操
作。

● 在工程列表中，在需要中止的工程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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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程列表中，单击需要中止的工程的名称，在“工程详情”界面，单击“周期
中止”。

----结束

4.5.7.2 管理草稿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准备>我的草稿”页签。

步骤2 查看或编辑工程：在对应的“工程名称”列下，单击工程名称。

步骤3 删除工程：在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结束

4.5.7.3 管理模板

4.5.7.3.1 模板管理界面介绍

数据工程模板包含私有模板和公共模板。

● 私有模板界面，展示私有模板信息，可以导出、导入、编辑、删除、发布私有模
板，也可以通过名称、标签、描述快速搜索私有模板，刷新私有模板列表和查看
私有模板详细信息。

● 公共模板界面，左侧展示的是公共模板的目录、中间展示模板信息、右侧展示复
用量为前5名的模板。可以导出、导入、编辑、删除公共模板，也可以通过名称、
标签、描述快速搜索公共模板，刷新公共模板列表和查看公共模板详细信息。

说明

普通用户只能导出、编辑和删除自己发布的公共模板。只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可以导入、
导出、编辑、删除其他用户发布的公共模板及管理公共管理目录。管理员权限请联系运营
人员添加具有“Data Lake SRE”角色的用户。

4.5.7.3.2 管理私有模板

发布工程为私有模板

私有模板可以用于同一租户下不同用户之间的工程共享，如果用户想要将创建的工程
复用给同一租户下的其他用户，则需要将工程发布为私有模板。

前提条件

已创建工程。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准备>工程列表”页签。

步骤2 在工程列表中，单击需要保存为私有模板的工程的名称。

步骤3 在“工程详情”界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为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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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在“发布”界面，配置信息，参数配置说明见表4-75。

表 4-75 发布私有模板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名称 必填项。

私有模板的名称，由汉字、小写字母（a~z）、大写字母
（A~Z）、数字（0~9）和特殊字符(_-.)组成，长度为1~64
个字符。

版本 该模板的版本号，默认值为1.1.1，可修改。

标签 选填项。

用于标识私有模板的分类或作用。由汉字、小写字母
（a~z）、大写字母（A~Z）、数字（0~9）和特殊字符(_-.)
组成，长度为1~64个字符。

不同标签之间使用英文逗号隔开。

说明
如果私有模板将要用于其他服务中，则必须根据该私有模板将要处
理的数据类型设置“标签”。

模板简介 选填项。

对私有模板的介绍。由汉字、小写字母（a~z）、大写字母
（A~Z）、数据（0~9）和特殊字符（-_，、：:。？？；;}
{）（！,.!）组成，长度为0~1000个字符。

发布类型 必选项。

发布模板的类型。支持选项：私有模板、公共模板。这里以
“私有模板”为例。

 

步骤5 单击“发布”，在“确认”对话框单击“确认”。

发布成功后，系统自动跳转到“私有模板”界面，发布的私有模板显示在私有模板列
表中。

步骤6 （可选）在“私有模板”界面，支持对私有模板做如下操作。

● 查看私有模板详情：单击需要查看的私有模板的名称，在“模板详情”界面查看
模板的详细信息。在“模板详情”界面单击任务名称，在界面下方查看该任务的
详细信息。

● 修改私有模板信息：在需要修改的私有模板区域，单击“操作> ”。

● 删除私有模板：在需要删除的私有模板区域，单击“操作> ”。

----结束

导出私有模板

私有模板可以用于同一租户下不同用户之间的工程共享，如果用户想要私有模板复用
给其他租户下的某个用户，则需要导出私有模板并将导出的私有模板压缩包提供给该
用户。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4 用户指南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58



前提条件

已有私有模板。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准备>模板管理”页签。

步骤2 选择“私有模板”页签。

步骤3 在需要导出的私有模板区域，单击“操作> ”。

步骤4 保存导出的私有模板压缩包。

----结束

导入私有模板

如果用户需要使用其他租户下用户的私有模板，并且已有该私有模板压缩包，则需要
导入该私有模板压缩包。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准备>模板管理”页签。

步骤2 选择“私有模板”页签。

步骤3 在“私有模板”界面，单击“导入模板”。

步骤4 在“导入模板”界面，配置参数如下。

● 名称：新建的私有模板的名称，自定义填写。

● 上传：单击“添加文件”，选择本地需要导入的私有模板包，单击“打开”，单
击“上传文件”。

步骤5 单击“确定”。

步骤6 （可选）在“私有模板”界面，支持对私有模板做如下操作。

● 查看私有模板详情：单击需要查看的私有模板的名称，在“模板详情”界面查看
模板的详细信息。在“模板详情”界面单击任务名称，在界面下方查看该任务的
详细信息。

● 修改私有模板信息：在需要修改的私有模板区域，单击“操作> ”。

● 删除私有模板：在需要删除的私有模板区域，单击“操作> ”。

----结束

4.5.7.3.3 管理公共模板

创建公共模板目录

公共模板通过目录管理，在发布公共模板之前需要确保已有符合用户需求的目录。

在以下情况下，需要执行本章节。

● 当前租户下无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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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租户下已创建目录但该目录不满足用户需求。

前提条件

登录用户为具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

说明

管理员权限请联系运营人员添加具有“Data Lake SRE”角色的用户。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准备>模板管理”页签。

步骤2 选择“公共模板”页签。

步骤3 在“公共模板”界面左侧目录导航树中，选择一个目录，单击 。

说明

必须先选择一个目录。

步骤4 在“新增目录”界面，配置信息如下。

● 目录名称：新增目录的名称，自定义。

● 目录层级：如果需要新建与当前选择的目录为同层目录时，“目录层级”选择
“同级目录”。如果需要新建与当前选择的目录为子层目录时，“目录层级”选
择“子级目录”。

● 描述：对该目录的描述信息。

步骤5 单击“确定”，在“确认”对话框单击“确认”。

创建目录成功后，已创建的目录显示在“公共模板”左侧目录树中。

步骤6 （可选）在“公共模板”界面，支持对已创建的目录做如下操作。

● 编辑目录：在左侧目录树中，单击需要编辑的目录，单击 。

● 删除目录：在左侧目录树中，单击需要删除的目录，单击 。

----结束

发布公共模板

公共模板可以用于不同租户及租户下的用户之间的工程共享。

发布工程为公共模板

如果用户想要将自己的工程复用给其他租户下的用户，则需要将工程发布为公共模
板。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准备>工程列表”页签。

步骤2 在工程列表中，单击需要发布为公共模板的工程的名称。

步骤3 在“工程详情”界面右上角，单击“保存为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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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在“发布”界面，配置信息，参数配置说明见表4-76。

表 4-76 发布公共模板参数说明 1

参数 说明

名称 必填项。

公共模板的名称，由汉字、小写字母（a~z）、大写字母（A~Z）、
数字（0~9）和特殊字符(_-.)组成，长度为1~64个字符。

版本 该模板的版本号，默认值为1.1.1，可修改。

标签 选填项。

用于标识公共模板的分类或作用。由汉字、小写字母（a~z）、大写
字母（A~Z）、数字（0~9）和特殊字符(_-.)组成，长度为1~64个字
符。

不同标签之间使用英文逗号。

说明
如果公共模板将要用于其他服务中，则必须根据该公共模板将要处理的数据类
型设置“标签”。

模板简介 选填项。

对公共模板的介绍。由汉字、小写字母（a~z）、大写字母
（A~Z）、数据（0~9）和特殊字符（-_，、：:。？？；;}{）
（！,.!）组成，长度为0~1000个字符。

发布类型 必选项。

发布模板的类型。支持选项：私有模板、公共模板。这里以“公共模
板”为例。

选择目录 当“发布类型”选择“公共模板”时，才有此参数。

必选项。

选择公共模板存放的目录。

 

步骤5 单击“发布”，在“确认”对话框单击“确认”。

发布成功后，系统自动跳转到“公共模板”界面，在左侧目录树中单击模板所在的目
录，右侧显示发布的模板。

步骤6 （可选）在“公共模板”界面，支持模板发布者对自己发布的公共模板做如下操作。

● 查看公共模板详情：单击需要查看的公共模板的名称，在“模板详情”界面查看
模板的详细信息。在“模板详情”界面单击任务名称，在界面下方查看该任务的
详细信息。

● 修改公共模板信息：在需要修改的公共模板区域，单击“操作> ”。

● 删除公共模板：在需要删除的公共模板区域，单击“操作> ”。

----结束

发布私有模板为公共模板

如果用户想要将私有模板复用给其他租户下的用户，则需要将私有模板发布为公共模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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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准备>模板管理”页签。

步骤2 选择“私有模板”页签。

步骤3 在需要发布为公共模板的私有模板区域，单击“操作> ”。

步骤4 在“发布模板”界面，配置信息，参数配置说明见表4-77。

表 4-77 发布公共模板参数说明 2

参数 说明

发布目录 必选项。

选择公共模板存放的目录。

名称 必填项。

公共模板的名称，由汉字、小写字母（a~z）、大写字母（A~Z）、
数字（0~9）和特殊字符(_-.)组成，长度为1~64个字符。

版本 该模板的版本号，默认值为1.1.1，可修改。

标签 选填项。

用于标识公共模板的分类或作用。由汉字、小写字母（a~z）、大写
字母（A~Z）、数字（0~9）和特殊字符(_-.)组成，长度为1~64个字
符。

不同标签之间使用英文逗号隔开。

说明
如果公共模板将要用于其他服务中，则必须根据该公共模板将要处理的数据类
型设置“标签”。

描述 选填项。

对公共模板的描述信息。由汉字、小写字母（a~z）、大写字母
（A~Z）、数据（0~9）和特殊字符（-_，、：:。？？；;}{）
（！,.!）组成，长度为0~1000个字符。

 

步骤5 单击“确定”，在“确认”对话框单击“确认”。

发布成功后，系统自动跳转到“公共模板”界面，在左侧目录树中单击模板所在的目
录，右侧显示发布的模板。

步骤6 （可选）在“公共模板”界面，支持模板发布者对自己发布的公共模板做如下操作。

● 查看公共模板详情：单击需要查看的公共模板的名称，在“模板详情”界面查看
模板的详细信息。在“模板详情”界面单击任务名称，在界面下方查看该任务的
详细信息。

● 修改公共模板信息：在需要修改的公共模板区域，单击“操作> ”。

● 删除公共模板：在需要删除的公共模板区域，单击“操作> ”。

----结束

导出公共模板

如果用户想要将当前数据服务环境上的公共模板共享给其他用户在其他数据服务环境
上使用，则需要导出公共模板并将导出的公共模板压缩包提供给该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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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已有公共模板。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准备>模板管理”页签。

步骤2 选择“公共模板”页签。

步骤3 在左侧目录树中单击模板所在的目录，在需要导出的模板区域，单击“操作> ”。

说明

模板发布者可以导出自己发布的公共模板。若需要导出其他用户发布的公共模板，则需要管理员
权限，管理员权限请联系运营人员添加具有“Data Lake SRE”角色的用户。

步骤4 保存导出的公共模板压缩包。

----结束

导入公共模板

如果用户想要使用其他数据服务环境上的公共模板，并且已有该公共模板，则需要导
入该公共模板压缩包。

前提条件

登录用户为具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

说明

管理员权限请联系运营人员添加具有“Data Lake SRE”角色的用户。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准备>模板管理”页签。

步骤2 选择“公共模板”页签。

步骤3 在“公共模板”界面，单击“导入模板”。

步骤4 在“导入模板”界面，配置信息如下。

● 名称：新建的公共模板的名称，自定义填写。

● 发布目录：选择公共模板存放的目录。

● 上传：单击“添加文件”，选择本地需要导入的公共模板包，单击“打开”，单
击“上传文件”。

步骤5 单击“确定”，在“确认”对话框单击“确认”。

步骤6 （可选）在“公共模板”界面，支持对公共模板做如下操作。

● 查看公共模板详情：单击需要查看的公共模板的名称，在“模板详情”界面查看
模板的详细信息。在“模板详情”界面单击任务名称，在界面下方查看该任务的
详细信息。

● 修改公共模板信息：在需要修改的公共模板区域，单击“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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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公共模板：在需要删除的公共模板区域，单击“操作> ”。

----结束

4.5.7.4 附录 任务配置参考

在自定义创建编排工程界面，任务配置参考见本章节，见表4-78。

表 4-78 任务列表

组件 说明

采集上云 请参见本地上传。

数据解析 请参见数据解析。

数据处理 请参见数据处理。

数据加载 请参见数据加载。

数据模型 请参见数据模型。

数据集发布 请参见数据集发布。

 

本地上传

本地上传参数说明见表4-78。

表 4-79 本地上传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任务信息 任务名称 必填项。

任务的名称。

数据源信息 数据存储路
径

支持选项：

● 默认：提供的默认路径，将数据上传至默认的OBS
桶路径下。默认值为“默认”。

● 自定义：选择OBS桶的路径，将数据上传至指定路
径下。

自定义路径操作方法：

1. 在“数据存储路径”右侧，单击“选择路径”。

2. 在“路径选择”界面，下拉框中选择OBS桶名。

3. 选择某个指定路径。

4. 单击“确定”。

 

数据解析

对应的参数请参考创建解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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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

步骤1 输入数据处理任务的名称、选择前置任务（可选）。

步骤2 在作业列表中，选择需要的数据处理任务。

说明

若在创建自定义工程之前，用户未创建作业但需要使用，可以在界面右侧单击“管理作业”，详
细介绍请参见管理新增作业，创建完成之后在界面左上方单击“返回”，并刷新作业列表。

步骤3 （可选）管理已有作业。

在作业对应的“操作”下，单击 ，查看作业配置信息和日志。

在作业对应的“操作”下，单击 ，重新编辑作业。

在作业对应的“操作”下，单击 ，刷新作业。

----结束

数据加载

步骤1 输入数据加载任务的名称、选择前置任务（可选）。

步骤2 在任务列表中，选择需要的数据加载任务。

说明

若在创建自定义工程之前，用户未创建数据加载任务但需要使用，可以在界面右侧单击“管理任
务”，详细介绍请参见创建加载任务，创建完成之后在界面左上方单击“返回”，并刷新任务列
表。

----结束

数据模型

步骤1 输入数据建模任务的名称。

步骤2 在左侧依次单击DataModeling及其子目录前面的 ，展开目录。

步骤3 单击已创建模型的目录名称。

说明

若在创建自定义工程之前，用户未创建数据模型但需要使用，可以在界面右侧单击“创建模
型”，详细介绍请参见创建逻辑实体~发布模型，创建完成之后在界面右上角单击“返回”，并
刷新模型列表。

步骤4 在右侧模型列表中，选择需要的数据模型。

步骤5 （可选）管理已有目录和实体。

，依次为编辑、新增、删除和刷新目录。

在逻辑实体对应“操作”列下，单击“修改”或“取消发布”，可以修改逻辑实体、
取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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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逻辑实体对应“物理实体”列下，单击 ，单击“新增”或“修改”，可以新增、
删除物理实体。

----结束

数据集发布

数据集发布参数说明见表4-80。

表 4-80 数据集发布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任务信息 任务名
称

必填项。

数据集发布任务的名称。

参数信息 数据建
模

如果工程治理阶段中添加有数据建模任务时，才有此参数。

必选项。

在下拉框中选择数据建模的任务名称信息。

数据集
名称

必填项。

待发布数据集的名称。

“数据建模”选择任务名称后，自动显示。

源目录 必填项。

待发布数据集的来源目录。

“数据建模”选择值后，自动显示。

目标目
录

必选项。

待发布数据集的存放目录。支撑如下选项：

● 选择已有目录

– 用户直接选择目录执行操作：单击选择已有目录右侧的

，在弹出界面选择需要的目录。

– 用户新增目录并且选择目录执行操作：单击选择已有目
录右侧的“创建目录”，创建目录的方法请参考管理目

录。创建完成后，单击选择已有目录右侧的 ，在
弹出界面选择需要的目录。

说明
在数据集中创建目录时，该用户需要具有“Data Operation
Engineer”角色。

● 自动生成目录。

标签 选填项。

待发布数据集的标签信息。

描述 选填项。

待发布数据集的描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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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管理数据安全

4.6.1 安全管理

4.6.1.1 敏感检测

创建检测任务，检测文件中是否包含敏感项内容。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安全>安全管理”。

步骤2 在“安全任务”界面，单击“创建任务>敏感检测”。

步骤3 配置任务信息，参数说明见表4-81。

表 4-81 任务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任务名称 敏感检测任务的自定义名称。

样本量 敏感检测的样本量。

包含如下选项：

● 全量检测：检测全量样本。

● 简单抽样：同时设置“抽样数量”，会按照数据文件的展示顺序，
从前面抽取对应抽样数量的样本进行敏感检测。

数据源类
型

数据源的类型，包含如下选项：

● 公有OBS
● 租户OBS：如果选择“租户OBS”，需要同时配置租户AK/SK信

息。

仅支持用户所在region的OBS桶。

文件路径 待检测文件的OBS路径。支持填写完整路径。完整OBS路径的示例为
“s3a://case-ai/case/test.csv”。如果OBS路径以“/”结尾，说明是
目录，否则为文件；OBS路径中的“*”代表通配符，仅支持出现一次
且元数据要保持一致。

分隔符 待检测数据文件的行分隔符。

表头行数 待检测数据文件的表头部分（非实际数据）所占行数。

表头所在行数不得超过数据起始行数；当表头所在行数为0时，表示没
有表头这一行。

起始行数 待检测数据文件的实际数据开始行数（行数计数方式从1开始）。

检测 单击“检测”，可以查看数据文件的字段分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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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选择此次敏感检测任务需要检测的敏感项，支持全选。

可选敏感项：可选敏感项下方展示敏感项列表，包含各个敏感项名称和样例。

步骤5 在“检测测试”的右侧，单击 ，展开检测测试内容。

在左侧框中输入待检测的文字内容（自定义），单击“测试”，系统会根据用户配置
的检测敏感项，快速进行敏感内容检测，并在检测结果框中展示敏感检测信息。

步骤6 配置完成敏感检测任务之后，在界面右下角单击“提交”，提交敏感检测任务。

任务创建成功后，系统自动跳转至“安全任务”界面，新创建的任务显示在任务列表
中。

步骤7 （可选）任务执行完成后，可以执行如下操作。

● 查看敏感检测任务详情：在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任务名称。

● 查看敏感检测结果：在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快速创建敏感检测任务：在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 删除敏感加测任务：在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结束

4.6.1.2 脱敏处理

创建脱敏处理任务，将文件中的敏感信息进行脱敏处理。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安全>安全管理”。

步骤2 创建脱敏处理任务入口。

● 在安全任务列表，在敏感检测任务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在“安全任务”界面，单击“创建任务>脱敏处理”。

步骤3 配置任务信息，参数说明如下。

● 任务名称：脱敏处理任务的自定义名称。

● 是否关联敏感检测任务：请根据实际情况在下拉框中选择。如果选择“关联”，
则需要单击右侧出现的“关联”，在弹出的“选择敏感检测任务”对话框中，选
中敏感检测任务，单击“确定”。此时，“源数据源”区域的参数自动关联出敏
感检测任务的源数据配置；“脱敏方法配置”自动关联出敏感检测任务的敏感项
和敏感样例信息。

步骤4 配置源数据源参数信息，参数说明见表4-82。

说明

如果“是否关联敏感检测任务”选择“非关联”，则执行此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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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2 源数据源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数据源类
型

数据源的类型，包含如下选项：

● 公有OBS
● 租户OBS：如果选择“租户OBS”，需要同时配置租户AK/SK信

息。

仅支持用户所在region的OBS桶。

文件路径 待脱敏文件的OBS路径。支持填写完整路径。完整OBS路径的示例为
“s3a://case-ai/case/test.csv”。如果OBS路径以“/”结尾，说明是
目录，否则为文件；OBS路径中的“*”代表通配符，仅支持出现一次
且元数据要保持一致。

分隔符 待脱敏数据文件的行分隔符。

表头行数 待脱敏数据文件的表头部分（非实际数据）所占行数。

表头所在行数不得超过数据起始行数；当表头所在行数为0时，表示没
有表头这一行。

起始行数 待脱敏数据文件的实际数据开始行数（行数计数方式从1开始）。

检测 单击“检测”，可以查看数据文件的字段分隔情况。

 

步骤5 配置结果数据源参数信息，参数说明如下。

● 数据源类型：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OBS桶。

● 文件夹路径：脱敏处理的结果文件存储路径，结果文件可能是多文件。

步骤6 “配置类型”请根据数据敏感类型，选择一种脱敏方式。

说明

如果“是否关联敏感检测任务”选择“非关联”，则无此步骤。

● 普通脱敏配置：提供已有的脱敏项和脱敏方式，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新增。

● 高阶脱敏配置：提供微聚类算法方式进行脱敏，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

步骤7 配置脱敏方法，单击“新增”或“添加”。

其中，“脱敏方法”为针对不同敏感类型执行的脱敏方法；“作用字段”为脱敏操作
针对每种敏感类型，实际进行脱敏的特征列名称，支持全选所有字段进行处理。如果
需要“作用字段”列中的下拉框中，展示当前数据集中所有特征列名称，需要单击
“源数据源”中的“检测”。

步骤8 “脱敏测试”支持在左侧框中输入敏感内容，单击“测试”，在右侧框中查看脱敏的
效果。

步骤9 配置完成脱敏处理任务后，单击界面右下角的“提交”，提交脱敏处理任务。

步骤10 在“提示”对话框单击“确定”。

任务创建成功后，系统自动跳转至“安全任务”界面，新创建的任务显示在任务列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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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1 （可选）任务执行完成后，可以执行如下操作。

● 查看脱敏处理任务详情：在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任务名称。

● 查看脱敏处理结果：在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快速创建脱敏处理任务：在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删除脱敏处理任务：在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结束

4.6.1.3 水印管理

水印管理分为加水印和解水印。

加水印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安全>安全管理”。

步骤2 在“安全任务”界面，单击“创建任务>水印管理”。

步骤3 配置加水印任务参数信息，参数说明见表4-83。

表 4-83 加水印参数配置

参数 说明

请选择管理模式 支持加水印和解水印。此处选择“加水印”。

水印算法 支持结构化数据水印算法和数值型水印算法。

任务信息 任务名
称

加水印任务的自定义名称。

水印识
别码

需要添加到目标数据文件中的水印信息。

支持32位以下的字符串，字母或者下划线（_）开头，支持特
殊符号（@.-_）

数据信息
>源数据
源

数据源
类型

包括公有OBS和租户OBS，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仅支持用户
所在region的OBS桶。

当选择租户OBS桶时，需要同时设置租户AK/SK。

文件路
径

需要加水印文件的OBS存储路径。

仅支持.csv文件。若为多个文件,表头要保持一致。算法取第一
行数据作为样例数据,判断数据的类型,请确保第一行数据准确,
并具有代表性。

表头行
数

待加水印文件的表头部分（非实际数据）所占行数。

表头所在行数不得超过数据起始行数；当表头所在行数为0
时，表示没有表头这一行。

加水印
列

当“水印算法”为“结构化数据水印算法”时，为必选项。

当“水印算法”为“数值型水印算法”时，为可选项。

选择需要加水印的列。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4 用户指南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70



参数 说明

数据信息
>结果数
据源

数据源
类型

包括公有OBS和租户OBS，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仅支持用户
所在region的OBS桶。

当选择租户OBS桶时，需要同时设置租户AK/SK。

文件夹
路径

加水印结果文件的OBS存储路径。

填写完整路径，例：s3a://case-ai/case/。修改路径支持自定
义子分层。

 

步骤4 加水印任务配置完成后，单击界面右下角的“提交”，提交任务。

步骤5 在“加密结果”提示框单击“确认”。

任务创建成功后，系统自动跳转至“安全任务”界面，新创建的任务显示在任务列表
中。

步骤6 （可选）任务执行完成后，可以执行如下操作。

● 查看水印加密结果：在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删除水印加密任务：在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结束

解水印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安全>安全管理”。

步骤2 在“安全任务”界面，单击“创建任务>水印管理”。

步骤3 配置解水印任务参数信息，参数说明见表4-84。

表 4-84 解水印参数配置

参数 说明

请选择管理模式 支持加水印和解水印。此处选择“解水印”。

水印算法 支持结构化数据水印算法和数值型水印算法。

数据信息 数据源
类型

包括公有OBS和租户OBS，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仅支持用户
所在region的OBS桶。

当选择租户OBS桶时，需要同时设置租户AK/SK。

文件路
径

待解水印文件的OBS存储路径。

仅支持.csv文件。若为多个文件,表头要保持一致。算法取第一
行数据作为样例数据,判断数据的类型,请确保第一行数据准确,
并具有代表性。

表头行
数

待解水印文件的表头部分（非实际数据）所占行数。

表头所在行数不得超过数据起始行数；当表头所在行数为0
时，表示没有表头这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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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解水印任务配置完成后，单击界面右下角的“提交”，提交任务。

步骤5 在“解码结果”提示框单击“确认”。

----结束

4.6.1.4 加解密处理

创建加密/解密处理任务，对文件进行加密/解密处理。

加密处理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安全>安全管理”。

步骤2 在“安全任务”界面，单击“创建任务>加密处理”。

步骤3 配置任务信息。

任务名称：加密处理任务的自定义名称。

步骤4 配置源数据源信息，参数说明见表4-85。

表 4-85 源数据源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数据源类
型

数据源的类型，包含如下选项：

● 公有OBS
● 租户OBS：如果选择“租户OBS”，需要同时配置租户AK/SK信

息。

仅支持用户所在region的OBS桶。

文件路径 待加密处理文件的OBS路径。支持填写完整路径。完整OBS路径的示例
为“s3a://case-ai/case/test.csv”。如果OBS路径以“/”结尾，说明
是目录，否则为文件；OBS路径中的“*”代表通配符，仅支持出现一
次且元数据要保持一致。

分隔符 待加密处理文件的行分隔符。

表头行数 待加密处理文件的表头部分（非实际数据）所占行数。

表头所在行数不得超过数据起始行数；当表头所在行数为0时，表示没
有表头这一行。

起始行数 待检测数据文件的实际数据开始行数（行数计数方式从1开始）

检测 单击“检测”，可以查看数据文件的字段分隔情况。

 

步骤5 配置结果数据源参数信息，参数说明如下。

● 数据源类型：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OBS桶。仅支持用户所在region的OBS桶。

● 文件夹路径：加密处理的结果文件存储路径，结果文件可能是多文件。

步骤6 设置加密配置方法，单击“新增”。

● 作用字段：为实际进行加密处理的特征列名称，支持全选所有字段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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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钥别名：对指定列按设定密钥进行加密，在下拉框中选择。

● 加密算法：对指定列的加密算法，用户根据需求选择。

步骤7 配置完成加密处理任务之后，在界面右下角单击“提交”，提交加密处理任务。在
“提示”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任务创建成功后，系统自动跳转至“安全任务”界面，新创建的任务显示在任务列表
中。

步骤8 （可选）任务执行完成后，可以执行如下操作。

● 查看加密处理任务详情：在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任务名称。

● 查看加密处理结果：在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快速创建加密处理任务：在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删除加密处理任务：在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结束

解密处理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安全>安全管理”。

步骤2 在“安全任务”界面，在需要解密的任务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步骤3 配置任务信息。

任务名称：解密处理任务的自定义名称。

步骤4 配置源数据源信息。

说明

解密处理任务的源数据源信息取加密处理的源数据源配置结果，不支持修改。

步骤5 配置结果数据源参数信息，参数说明如下。

● 数据源类型：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OBS桶。仅支持用户所在region的OBS桶。

● 文件夹路径：加密处理的结果文件存储路径，结果文件可能是多文件。

步骤6 设置加密配置方法。

说明

解密处理任务的加密配置方法取加密处理的加密配置方法结果，不支持修改。

步骤7 配置完成解密处理任务之后，在界面右下角单击“提交”，提交解密处理任务。在
“提示”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任务创建成功后，系统自动跳转至“安全任务”界面，新创建的任务显示在任务列表
中。

步骤8 （可选）任务执行完成后，可以执行如下操作。

● 查看解密处理任务详情：在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任务名称。

● 查看解密处理结果：在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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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解密处理任务：在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结束

4.6.2 安全审计

前提条件

登录用户为具有“Data Security Auditor”角色的用户。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工具箱>数据安全>安全审计”。

步骤2 在“任务管理”界面，支持根据用户名称、类型、风险等级和起止时间，查询用户数
据操作列表。

步骤3 在用户数据操作所在行，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可查看当前数据操作的基本
信息、租户信息、用户信息、操作内容、数据内容等。

步骤4 在界面右上角，单击“导出”，导出审计任务列表，格式为csv。

----结束

4.7 管理系统

4.7.1 数据备份

前提条件

登录用户为白名单用户，且该用户是环境维护人员SRE。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系统管理>数据备份”。

步骤2 在数据备份界面左上角，在“是否开启备份”右侧，单击 。

如果要关闭备份恢复，在“是否开启备份”右侧，单击 。

注意

● 如果要关闭备份策略，则需要SRE管理员审批。

● 关闭备份策略后，不再备份数据。

步骤3 设置备份的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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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结果显示在备份记录列表中，单击对应“备份ID”前面的 或“操作”列表的
“查看详情”，可以查看备份详情。

----结束

4.7.2 数据恢复

当环境维护人员接收到数据恢复通知后，执行该章节。

前提条件
● 登录用户为白名单用户，且该用户是环境维护人员SRE。

● 已获取需要恢复的租户信息。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系统管理>数据恢复”。

步骤2 在数据恢复列表右上角的搜索框中，输入租户名称，单击 。

步骤3 在需要恢复数据的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恢复”。

在数据恢复列表中，“恢复状态”列的值由“未恢复”变为“恢复中”。单击对应
“备份ID”前面的 ，可以查看恢复详情。

----结束

4.7.3 审批配置

4.7.3.1 管理审批配置

4.7.3.1.1 配置免审批

租户管理员可以管理该租户下的用户在申请发布/修改/删除数据集后，发布/修改/删除
申请是否需要人工审批。

前提条件

登录用户为租户管理员。

打开免审批开关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系统管理>系统参数”。

步骤2 在“系统参数”界面，在“审批配置”下的“免审批”右侧，单击 。

将免审批开关打开后，该租户下具有“Data Operation Engineer”角色的用户，在申
请发布/修改/删除数据集后，系统会自动审批，无需“Data Owner”角色的用户审
批。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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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免审批开关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系统管理>系统参数”。

步骤2 在“系统参数”界面，在“审批配置”下的“免审批”右侧，单击 。

将免审批开关关闭后，该租户下具有“Data Operation Engineer”角色的用户，在申
请发布/修改/删除数据集后，需要“Data Owner”角色的用户审批。

----结束

4.7.3.1.2 配置审批人

秘密及以上密级的数据集，在申请订阅后需要进行审批，审批人需要提前进行配置。

前提条件

登录用户为租户管理员。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系统管理>系统参数”。

步骤2 在“系统参数”界面的“审批人”下，单击 。

步骤3 配置审批人信息，参数配置见表4-86。

说明

可以配置多个审批人。

表 4-86 审批人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用户名 在下拉框中选择本租户下具有“Data Owner”角色的用户。

邮箱 用于接收待审批邮件。若不填写邮箱，审批人接收不到待审批邮
件。

 

步骤4 单击“确认”。

步骤5 （可选）如果需要删除已添加的审批人，单击“审批人”左侧的 ，单击对应审批人
右上角的“×”。

----结束

4.7.4 管理资源

租户管理员在“资源管理”中可以查询系统配置的资源和管理第三方租户资源，在元
数据建模时可以选取已添加的第三方租户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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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 登录用户为租户管理员。

● 已配置与第三方租户的网络对等连接，支持互通访问。

管理租户资源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系统管理>资源管理>租户资源”。

步骤2 单击“添加资源”。

步骤3 设置基本信息，参数说明见表4-87。

表 4-87 基本信息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资源名称 必填项。

第三方接入资源的名称。

类型 必选项。

资源类型，系统支持ES、HBase、Kafka、MySql、
HDFS、HIVE、SPARK、FLINK类型。

规格 必填项。

资源规则容量。

描述 选填项。

资源描述信息。

 

步骤4 设置配置信息。

用于配置第三方资源连接。

● 当基本信息中的“类型”为“ES”时，参数配置说明见表4-88。

表 4-88 基本信息中的类型为 ES 的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连接参数 必填项。

ES集群地址。

用户名 必填项。

ES管理用户。

密码 必填项。

ES管理用户密码。

认证密码 必填项。

密码为证书库管理密码。在ES管理面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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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基本信息中的“类型”为“HBase”时，参数配置如下。

用户名：当基本信息中的“类型”为“HBase”时，用户名为MRS中机机账号名
称（需绑定HBase管理组）。

● 当基本信息中的“类型”为“Kafka”时，参数配置说明见表4-89。信息配置完成
后，单击“测试连接”。

表 4-89 基本信息中的类型为 Kafka 的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连接参数 必填项。

Kafka集群地址。

是否开启ssl校验 SSL认证参数。

用户名 当“是否开启ssl校验”开关打开后，才有此参数。

必填项。

Kafka管理用户。

密码 当“是否开启ssl校验”开关打开后，才有此参数。

必填项。

Kafka管理用户密码。

认证密码 当“是否开启ssl校验”开关打开后，才有此参数。

必填项。

密码为证书库用户密码。在Kafka管理面获取。

是否进行流量监控 用于监控Kafka流量数据。

Kafka集群ID 当“是否进行流量监控”开关打开后，才有此参
数。

必填项。

Kafka集群ID。

AK 当“是否进行流量监控”开关打开后，才有此参
数。

必填项。

登录账号下的AK。

SK 当“是否进行流量监控”开关打开后，才有此参
数。

必填项。

登录账号下的SK。

 
● 当基本信息中的“类型”为“MySql/HDFS/HIVE/SPARK/FLINK”时，参数配置说

明见表4-90。信息配置完成后，单击“测试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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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0 基本信息中的类型为 MySql/HDFS/HIVE/SPARK/FLINK 的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IP地址 必填项。

资源连接地址。

路径 当基本信息中的“类型”为“HDFS”时，才有此参
数。

必填项。

用户规划的HDFS默认路径。

用户名 必填项。

资源连接用户名。

当基本信息中的“类型”为“MySql”时，用户名
为MySql JDBC连接账号名称。

密码 必填项。

资源连接密码。

当基本信息中的“类型”为“MySql”时，密码为
MySql JDBC连接账号密码。

数据库名 当基本信息中的“类型”为“MySql”、HIVE时，
才有此参数。

必选项。

数据库的名称。

MRS版本 当基本信息中的“类型”为“HDFS”、“HIVE”、
“SPARK”、“FLINK”时，才有此参数。

必选项。

系统提供默认值，暂无法修改。

 

步骤5 配置资源文件。

当基本信息中的“类型”为“ES”、“HBase”时或当基本信息中的“类型”为
“Kafka”且“是否开启ssl校验”开关被打开后，才需要执行此步骤。

● 当基本信息中的“类型”为“ES”时，参数配置说明见表4-91。信息配置完成
后，单击“测试连接”。

表 4-91 基本信息中的类型为 ES 的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CloudSearchService.cer 必填项。

ES安全证书。在ES资源管理面获取。

transport-keystore.jks 必填项。

ES安全证书。在ES资源管理面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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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truststore.jks 必填项。

ES安全证书。在ES资源管理面获取。

 
● 当基本信息中的“类型”为“HBase”时，参数配置说明见表4-92。信息配置完

成后，单击“测试连接”。

表 4-92 基本信息中的类型为 HBase 的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user.keytab 必填项。

资源文件。从MRS管理面用户名下拉列表中选择
“下载认证凭据”的下载文件中获取。

krb5.conf 必填项。

资源文件。从MRS管理面用户名下拉列表中选择
“下载认证凭据”的下载文件中获取。

core-site.xml 必填项。

资源文件。从MRS管理面的“集群>HBase>概览>更
多>下载客户端”的下载文件中获取。

说明
下载客户端配置信息如下：

– 选择客户端类型：这里选择“仅配置文件”。

– 选择平台类型：这里选择“aarch64”。

hbase-site.xml 必填项。

资源文件。从MRS管理面的“集群>HBase>概览>更
多>下载客户端”的下载文件中获取。

说明
下载客户端配置信息如下：

– 选择客户端类型：这里选择“仅配置文件”。

– 选择平台类型：这里选择“aarch64”。

hdfs-site.xml 必填项。

资源文件。从MRS管理面的“集群>HBase>概览>更
多>下载客户端”的下载文件中获取。

说明
下载客户端配置信息如下：

– 选择客户端类型：这里选择“仅配置文件”。

– 选择平台类型：这里选择“aarch64”。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4 用户指南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80



参数 说明

hosts 必填项。

资源文件。从MRS管理面的“集群>HBase>概览>更
多>下载客户端”的下载文件中获取。

说明
下载客户端配置信息如下：

– 选择客户端类型：这里选择“仅配置文件”。

– 选择平台类型：这里选择“aarch64”。

 

● 当基本信息中的“类型”为“Kafka”且“是否开启ssl校验”开关被打开后，参数
配置说明见表4-93。信息配置完成后，单击“测试连接”。

表 4-93 基本信息中的类型为 Kafka 的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truststore.jks 必填项。

资源文件。从Kafka管理面获取。

 

步骤6 测试连通之后，单击“添加资源”。

步骤7 （可选）在租户资源列表，可以对已添加的资源做如下操作。

● 编辑资源：在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删除资源：在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结束

管理系统资源

在“系统管理>资源管理>系统资源”界面，可以刷新、搜索查看系统资源列表。

配置参数

配置当逻辑模型发布、取消发布的时候，需要对响应的Kafka实例进行消息通知。

在“系统管理>系统参数”界面，“参数配置”下选择Kafka对应的租户资源，添加租
户资源请参见管理租户资源。

4.7.5 管理密钥

添加密钥，运用在安全管理的加密处理中。

前提条件

登录用户为租户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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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钥管理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系统管理>密钥管理”。

步骤2 在“密钥管理”页签，单击“创建密钥”。

步骤3 配置密钥信息。

● 别名：新增密钥的自定义名称。

● 描述：新增密钥的描述信息。

● 轮换策略：密钥开启轮换后，会定期生成新的密钥材料，增强密钥的安全性。

步骤4 单击“确定”。

步骤5 （可选）在密钥管理列表，可以对已创建的密钥进行如下操作。

● 编辑密钥：在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 删除密钥：在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结束

加密策略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系统管理>密钥管理”。

步骤2 单击“加密策略”页签。

步骤3 单击“新增加密”。

步骤4 配置加密策略信息。

● 选择密钥：选择密钥管理中新增的密钥。

● 选择桶名：选择需要加密的私有桶名称。

步骤5 单击“确定”。

步骤6 （可选）删除加密策略：在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

----结束

4.8 数据集

4.8.1 角色访问权限

数据服务定义了7种角色，见表4-94。

表 4-94 角色名称及说明

角色名称 说明

Data Acquisition
Engineer

表示数据采集工程师，负责数据采集、传输和入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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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名称 说明

Data Processing
Engineer

表示数据工程师，负责数据解析适配、预处理、处理、后处
理、控制数据流向、模型管理、设置数据目录和逻辑实体的
密级。

Data Asset
Manager

表示数据资产管理员，可执行的操作包括如下：

● 负责数据分层管理、数据模型管理和审核（密级复审）及
授权。

● 数据权限按角色授权、用户（组）授权。

● 设置组织对应的组织类型。

● 设置组织类型的数据权限。

● 设置数据目录和逻辑实体的密级。

Data Lake SRE 表示数据湖SRE（Site Reliability Engineer），可执行的操作
包括如下：

● 租户管理（例如：添加租户）、数据湖底层资源订购（例
如：发送数据资产管理服务的订单号和URL给市场审批人
员进行订单审批）及账号设置。

● 角色定义、用户（组）定义、用户（组）与角色绑定。

Data Operation
Engineer

表示数据运营工程师，是对外提供数据消费的管理人员或系
统，负责申请发布数据集、配置数据集授权和申请下架数据
集。

Data Owner 表示数据集审批人员，负责审批数据集发布申请、数据集订
阅申请和数据集删除申请。

Data Security
Auditor

表示安全审计员，负责数据安全审计工作。

 

对应数据集的角色以及使用操作权限，如下所示。

● Data Operation Engineer：数据集管理者，负责数据集的发布、授权和删除等，
可以浏览、查询、订阅和下载已发布或已发布授权的数据集。

● Data Owner：数据集管理者，负责数据集的审批，可以浏览、查询、订阅和下载
已发布或已发布授权的数据集。

● Data Acquisition Engineer、Data Processing Engineer、Data Asset Manager、
Data Lake SRE、Data Security Auditor、无角色用户以及其他租户下的所有用
户：数据集消费者，可以浏览、查询、订阅和下载已发布或已发布授权的数据
集。

说明

以上角色的用户被配置为审批人可以审批数据集订阅申请。

4.8.2 数据集界面介绍

在“数据资产>数据目录”界面依次展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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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方：

– ：通过输入数据集的名称或描述，查询数据集。

– ：通过选择筛选条件，查询数据集。

– 新增数据集：发布数据集的入口。

● 中下方：

数据集展示在正下方，默认以列表的形式展示所有的数据集并且是按数据集的名
称排序，还可以切换为卡片形式展示数据集。支持展示数据集的目录。

展示数据集的名称、实体名称、来源、内容描述、样本量、基本信息和联系人信
息。

在首页正下方为用户有权限查看的数据集。数据集消费者只能看到密级为外部公
开和指定授权给他的数据集，如果需要未授权的数据集，需要联系数据Owner处
理。

数据集按以下两个方式展示：

– 外部数据集：展示该用户有权限看到的所有的数据集。包含外部公开的数据
集、本租户下所有已发布的数据集以及指定授权给该用户的数据集。

– 自建数据集：展示本租户下所有已发布的数据集。

4.8.3 数据集公共功能介绍

4.8.3.1 数据集详情介绍

在数据服务“首页>我的数据集”，或者“数据资产>数据目录”界面，单击某个数据
集的名称，可以查看数据集详情，页面展示如下。

● 页面上方：在图片中展示数据集的名称，该数据集的联系人和邮箱，以及浏览、
订阅和下载量。

● 页面中下方：

– 数据信息：详细信息及操作请参见数据信息。

– 评论：详细信息及操作请参见评论数据集。

– 设置：详细信息请参见设置数据集的信息及可视范围，详细操作请参考修改
数据集（新）。

– 数据集上架：将数据集上架到AI市场，详细信息及操作请参考数据集上架。

– 批量订阅/我要订阅：订阅该数据集，详细操作请参见立即订阅数据集或申请
订阅数据集。

– 应用数据集：可以进行数据集的解析、处理、探索、标注、敏感检测、脱敏
处理及水印加解密。具体介绍请参考对应章节。

– >我要下载/申请下载到本地/取消订阅：已订阅的数据集可以在此处下载、
申请下载到本地、取消订阅。

数据信息

数据集的数据信息包含标签、描述信息、数据浏览器和关联数据集。

● 标签：在标签管理中，每个用户只能管理自己设定的标签。

– 新增标签：在“标签”右侧，单击 ，输入新增标签名称，单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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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标签：在“标签”右侧，单击 ，在需要删除的标签名称右侧单击
“×”。

● 描述信息：了解数据集的来源、数据类型、样本量等信息。

在“描述信息”区域，单击“样本量”下面的 ，可以刷新该数据集的样本量。

对发布时分析失败的数据集，或者已经发布的数据集，可以手工方式进行样本量
刷新。

刷新完成后样本量会呈现，如果样本量任务执行失败，则会再次显示 。

● 数据浏览器

对数据集的文件结构进行展示，以及展示文件数量和列数等信息。

– ：下载该数据集，当成功订阅该数据集后，显示该图示。详细操作请参见
下载数据集到OBS。

– ：全屏显示数据浏览器。

对于非结构化数据，单击某个文件，会展示出该文件的详细内容。

当数据集为结构化的数据时，才会显示数据字典、数据样例和数据分析。

– 数据字典：了解数据模型属性，例如，数据模型属性的名称、数据类型、字
段长度和字段描述信息。

– 数据样例：数据集的样例，帮助用户简单了解该数据集。

提供数据样例同步功能，在数据样例列表左上角，单击 ，可以进行样例数
据的刷新。

– 数据分析：提供数据的可视化展现，在数据集详情页面提供数据统计展示能
力，为消费者提供数据参考，当前版本支持呈现1000条样例数据。可执行的
操作如下。

：执行数据分析任务，在数据分析任务完成后，在页面呈现数据分析结
果。

对于发布时分析失败的数据集，或者已经发布的数据集，以手工方式启动数
据分析任务，进行数据的重新分析。

为已发布的数据集（一键式发布）追加文件：点击“添加数据”，追加文件。如
果追加的文件结构与数据集中数据的结构完全一致，在下载的时候会对文件进行
合并，否则追加的文件会存储到OBS对应的桶中，供用户下载使用。

● 数据集物理存储分布

展示的是当前数据集在各个存储介质上的统计情况。左侧饼图展示的是当前数据
集在HDFS、HBase、ES、MySql、OBS上的存储量；右侧折线图展示的是当前数
据集在各存储介质上的存储量的变化情况。

● 关联数据集

可以添加或删除关联数据集。

说明

● 只有具有“Data Operation Engineer”角色的用户，可以刷新本租户下数据集的样本量、刷
新本租户下数据集的时域范围、刷新本租户下数据集的数据样例、启动本租户下数据集的数
据分析任务以及为已发布的数据集追加文件。

● 如果已有成功执行的数据分析任务结果，再次启动执行后，成功前不会清理原任务结果。

● 重启服务会清理RUNNING中或者INIT状态下的数据分析任务，以解决坏死的数据分析任务
（指在运行过程中遭遇宕机等异常形成的一直在运行中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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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数据集

评论功能，可以对该数据集进行评论和打分。

在“评论”页签下，在评论框中输入评论内容，选择五角星可以对数据集进行评分，
在右上角单击“提交”。

设置数据集的信息及可视范围

说明

具有“Data Operation Engineer”角色的用户，才有设置本租户下数据集信息和可视范围的权
限。

在“设置”页签下，可以设置如下信息。

● 基本设置

– 基本设置：可以设置该数据集的子标题、所有者、用户邮箱、过期时间、是
否同步样例数据、时域信息等。

– 分类管理：设置搜索查询数据集的筛选条件，设置成功后展示在“条件筛
选”界面。

– 目录管理：修改当前数据集所在的目录。

– 删除数据集：删除数据集。

● 图片：图片设置支持修改数据集的默认显示图片。后续支持用户自定义图片的上
传。

● 权限设置

当数据集的密级为秘密及以上级别时，才需要此设置。

– 公开设置：公开设置可以添加数据集的授权范围，授权分为对用户授权和对
租户授权。

– 订阅设置：本租户内的用户订阅该数据集时是否免审批。

● 安全策略设置

可以对该数据集进行水印管理。只有结构化数据支持加水印。对字符串型字段加
水印会影响数据的搜索功能，但几乎不影响分类、聚类等算法。

– 添加水印：单击 ，选择需要添加水印范围和对应的列，单击“保
存”，在“确认”对话框单击“确认”。

– 取消水印：单击 ，单击“保存”，在“确认”对话框单击“确认”。

4.8.3.2 数据集查询方法介绍

● 在数据服务“数据资产>数据目录”或“首页>我的数据集”界面正上方的搜索框

中，在提示框中输入数据集名称或描述信息，单击 ，可以查询数据集。

查询到的数据集，显示在界面的正下方。

● 在数据服务“数据资产>数据目录”正上方的搜索框右侧，单击 ，在弹出的
“条件筛选”界面，展示全部的筛选条件，选择条件，查询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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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支持多条件查询。由于“设备类型”条件与“网络域”条件相关，选择不同的“网络域”
条件，对应的“设备类型”条件也不同，所以当前“网络域”条件只支持单选，其余条件
支持多选。

查询到的数据集，显示在界面的正下方。

4.8.4 管理数据集

4.8.4.1 管理目录

管理数据集的目录，可以新增、编辑和删除目录。

发布完成的数据集所在的目录，可以在数据集详情的“设置>基本设置”界面“目录管
理”修改当前数据集所在的目录。

前提条件

登录用户为具有“Data Operation Engineer”角色的用户。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数据资产>数据目录>自建数据集”。

步骤2 单击 ，在左侧展示目录。

步骤3 单击 。

步骤4 在“新增目录”下，配置信息，如图4-24所示。

图 4-24 新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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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单击“确认”，在“确认”对话框单击“确认”。

创建成功的目录，显示在左侧目录树中。

步骤6 在左侧目录树中选择已有目录名称，单击 ，可以创建与此目录同级的目录，或在此
目录下创建二级目录。依次类推，可以创建多级目录。

● 如果需要新建与当前选择的目录为同层目录时，“目录层级”选择“同级目
录”。

● 如果需要新建与当前选择的目录为子层目录时，“目录层级”选择“子级目
录”。

步骤7 （可选）支持对已创建目录进行如下操作。

● 编辑目录：在左侧选择需要编辑的目录，在右侧界面右上角单击 。

● 删除目录：在左侧选择需要删除的目录，在右侧界面右上角单击 。

----结束

4.8.4.2 发布数据集

4.8.4.2.1 申请发布数据集

通过发布完成的数据集才可被用户浏览、订阅和下载。

前提条件
● 登录用户为具有“Data Operation Engineer”角色的用户。

● 已配置审批人。

操作步骤

步骤1 申请发布数据集的入口。

说明

通过上传本地数据快速发布数据集（即一键式发布数据集）。具体操作请参考新建数据集。

●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首页>我的数据集>新建数据集”，在弹出界面，单

击 。

●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数据资产>数据目录>新数据集”，在弹出界面，单

击 。

●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运营中心>数据集发布”。

步骤2 在“数据集发布”界面上，在左侧“选择数据集”下，单击 展开数据目录，可以查
看到全部的数据集信息，勾选需要发布的数据集前面的复选框，右侧“待发布数据集
信息”中会列出所有选中的数据集及其目录。

也可以在目录树右上角的搜索框中搜索数据集的名称或是数据集的目录名称，快速查
找到需要发布的数据集。

左侧三个根目录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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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Governance：DG同步至数据建模的数据存放目录。

● DataGenerate：数据生成服务注册数据集的默认存放目录。

● DataModeling：此目录是数据建模创建的数据集存放目录。

说明

● 已发布的数据集不能重复发布（不展示在目录中）；已删除的数据集可以重新发布（展示在
目录中）。

● 只有被配置到白名单中的租户，该租户下的用户才可以发布密级为外部公开的数据集。如有
需要，请联系运营人员将此租户添加到白名单中。不是白名单中的租户，该租户下的用户不
能发布密级为外部公开的数据集。

步骤3 单击“下一步”。

步骤4 进入“数据集配置信息”界面，配置数据集信息，参数配置见表4-95。

表 4-95 发布数据集信息配置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备注

密级等级 数据所有者设定的数据集开
放范围：外部公开、秘密、
机密和绝密。

默认，不可修改。

过期时间 必填项。

数据集的使有效期，过期后
数据集无法再继续使用。

默认3年，可修改。

描述 选填项。

数据集的简要描述，帮助用
户了解该数据集的用途。

-

联系人 可选项。

数据集的联系人信息。

包含用户、用户所在的租户
和用户的邮箱。

联系人的添加方法：

1. 在“租户”下拉框中选择租户。

2. 在“用户”右侧填写本租户下的用
户。

3. 在“邮箱”右侧填写用户的邮箱地
址。

发布原因 必填项。

发布此数据的原因或目的。

-

本租户内
是否免审
批

当数据集的密级为秘密及以
上级别时，才有此参数。

支持如下选项：

● 是：本租户内用户申请
订阅该数据集时不需要
审批。

● 否：本租户内用户申请
订阅该数据集时需要审
批。

默认值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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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备注

可视范围
选择

当数据集的密级为秘密及以
上级别时，才有此参数。

选填项。

秘密、机密和绝密的数据集
给特定租户或用户授可视权
限。

● 授权给租户：该租户下
的用户及发布者所在租
户下的用户可以浏览、
订阅和下载该数据集。

● 授权给用户：仅该用户
及发布者所在租户下的
用户可以浏览、订阅和
下载该数据集。

如果不配置，则仅发布者所
在租户下的用户可以浏览、
订阅和下载该数据集。

可视范围选择操作步骤：

1. 选择授权对象“租户”或“用户”，
选择到期时间。

– 如果是添加租户，在“租户”下拉
框中选择租户。

– 如果是添加用户，在“所属租户”
下拉框中选择租户、填写本租户下
的用户。

2. 单击“添加”。

说明

– 支持同时添加多个租户或用户。

– 如果不需要已添加的租户或用户，在
“操作”列下，单击“取消”。

– 已被授权的用户在租户下被删除后，
需要在“资源授权”界面上删除该用
户授权，具体操作请参见删除数据集
授权。

时域信息 必填项。

数据集的时域特性。

● 时间范围：选择开始时
间和结束时间。

● 指定特征自动生成：在
特征自动生成选择界
面，选择一个字段。

数据集发布成功后显示在数据集详情中
“数据信息>描述信息>时域覆盖”。

● 时间范围：显示为时间段。

● 指定特征自动生成：显示为该字段的
大和 小值。

类
型
选
择

网络
域

可选项。

作为数据集发布后查询的筛
选条件，根据数据集的实际
情况在下拉框中直接选择或
是搜索选择。

数据集发布成功后，这些信息展示在首
页条件筛选中。

“标注类型”的默认值为“无标注”。设备
类型

数据
类型

数据
来源

数据
所属
业务
场景

标注
类型

关联
算法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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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需要发布的数据集全部配置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步骤6 在左侧“待发布数据集信息”区域勾选需要发布的数据前面的复选框，在右侧“关联

目录”下选择数据集需要存放的目录，单击 ，左侧目录下的数据集会移到右
侧目录下。

如果需要重新选择数据集存放的目录，在右侧“关联目录 ”下选中数据集，单击

，再重新选择目录即可。

步骤7 单击“下一步”。

步骤8 在“发布汇总”栏中，检查需要发布的数据集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发
布”。

步骤9 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认”。

说明

● 如果免审批开关被打开后，则申请发布的数据集，系统会自动审批。发布成功的数据集信息
将会在首页展示。

● 如果免审批开关未打开，则申请发布的数据集需要审批人审批，审批的具体操作请参见审批
数据集发布申请。发布成功的数据集信息将会在首页展示。

----结束

4.8.4.2.2 查看数据集发布申请

前提条件

登录用户为具有“Data Operation Engineer”角色的用户。

操作步骤

成功发布数据集，系统自动跳转至“个人中心>数据集管理>我的申请”界面，可以查
看当前用户所有申请信息。

● 查看数据集发布申请信息，例如，当前审批人和审批结果等。

● 单击“操作”列下的“详情”，可以查看数据集发布申请详情。

● 单击“操作”列下的“撤回”，可以撤回未审批完成的数据集发布申请。

4.8.4.2.3 审批数据集发布申请

如果免审批开关被打开后，则申请发布的数据集，系统会自动审批。如果免审批开关
未打开，则申请发布的数据集需要审批人审批。本章节介绍审批人的审批操作，收到
数据集发布申请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审批。

前提条件

登录用户为具有“Data Owner”角色且被配置到一级审批人中的用户。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个人中心>数据集管理>我的审批>待审批”。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4 用户指南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91



步骤2 （可选）通过待审批列表的表头筛选功能，筛选出待审批的申请。

步骤3 选择数据集的审批方式。

● 单个审批：在需要审批的数据集对应的“审批内容”列下，单击“处理”。

● 批量审批：在需要审批的数据集前面的复选框勾选一个、多个或是全部，单击右
上角的“批量审批”。

步骤4 填写审批意见，单击“同意”或“不同意”。

说明

● 同意：可不填写审批意见。

● 不同意：必须填写审批意见。

步骤5 在审批完成“确认”对话框，单击“确认”。

步骤6 （可选）查看历史审批信息。

1. 单击“历史审批”，可以查看历史审批数据集信息。

2. 通过历史审批列表的表头筛选功能，筛选出待查看历史审批信息。

3. 单击“操作”列下的“详情”，可以查看申请详情及处理结果。

----结束

4.8.4.3 修改数据集（新）

4.8.4.3.1 修改数据集的信息

当需要修改已发布数据集的过期时间、是否同步样例数据、联系人和分类管理等信息
时，执行此章节。

前提条件
● 数据集发布申请已审批通过。

● 登录用户为具有“Data Operation Engineer”角色的用户。

修改数据集的基本信息

步骤1 修改数据集的入口。

●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首页>我的数据集”，单击需要修改的数据集，进入
数据集详情页面。

●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数据资产>数据目录”，单击需要修改的数据集，进
入数据集详情页面。

步骤2 选择“设置”页签。

步骤3 单击“基本设置”。

步骤4 配置信息，参数配置见表4-96。

说明

修改数据集时，密级不支持修改，如果需要修改密级，具体操作请参考数据建模章节重新创建数
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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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6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基本
设置

标题 该数据集的名称。默认，不可修改。

子标题 必填项。

数据集子标题信息，由汉字、字母、数字和
（，。？；（）！:：,.?;()!）组成，长度为1~30个字
符。

所有者 可选项。

● 租户：用户所在的租户。在下拉框中选择租户。

● 用户。填写本租户下的用户。

用户邮箱 选填项。

用户的邮箱。填写该用户的邮箱。

过期时间 数据集的使有效期，过期后数据集无法再继续使用。
默认值为发布该数据集时设置的值。

是否同步样例数据 支持选项。

● 是：同步更新样例数据。

● 否：不会同步更新样例数据。

默认值为发布该数据集时设置的值。

时域信息 数据集的时域特性。默认值为发布该数据集时设置的
值。

● 时间范围：选择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 指定特征自动生成：在特征自动生成选择界面，
选择一个字段。

分类管理 可选项。

作为数据集发布后查询的筛选条件，根据数据集的实
际情况在下拉框中直接选择或是搜索选择。

 

步骤5 单击“保存”。

步骤6 在“确认”对话框单击“确认”。

----结束

修改数据集的目录

步骤1 修改数据集的入口。

●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首页>我的数据集”，单击需要修改的数据集，进入
数据集详情页面。

●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数据资产>数据目录”，单击需要修改的数据集，进
入数据集详情页面。

步骤2 选择“设置”页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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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单击“基本设置”。

步骤4 在目录管理区域下，单击“选择目录”。

步骤5 在“选择目录”界面，选择数据集需要存放的目录。

步骤6 单击“确认”。

步骤7 在“确认”对话框单击“确认”。

修改成功后，系统自动跳转到“个人中心>数据集管理>我的申请”界面，查看审批进
度。

说明

● 如果免审批开关被打开后，则申请修改目录的数据集，系统会自动审批。

● 如果免审批开关未打开，则申请修改目录的数据集需要审批人审批，审批的操作方法请参见
审批数据集修改申请。

----结束

4.8.4.3.2 修改数据集的图片

当需要修改已发布数据集的图片时，执行此章节。

前提条件
● 数据集发布申请已审批通过。

● 登录用户为具有“Data Operation Engineer”角色的用户。

操作步骤

步骤1 修改数据集的入口。

●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首页>我的数据集”，单击需要修改的数据集，进入
数据集详情页面。

●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数据资产>数据目录”，单击需要修改的数据集，进
入数据集详情页面。

步骤2 选择“设置”页签。

步骤3 单击“图片”。

步骤4 选择系统提供的默认图片。

步骤5 单击“保存”。

步骤6 在“确认”对话框单击“确认”。

----结束

4.8.4.3.3 修改数据集的权限

通过修改数据集的可视范围可以将密级等级为秘密、机密和绝密的数据集授权给租户
或用户后，该租户或用户才可以浏览、申请订阅和下载该数据集，发布者所在租户下
的用户可以浏览、订阅和下载该数据集，无需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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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密级等级为外部公开的目录或数据集不需要授权，租户或用户可以直接浏览、查询、订阅和下载
该数据集。

通过修改数据集的本租户内订阅是否免审批，可以管理本租户下的用户在订阅该数据
集时，是否需要人工手动审批。

当需要修改已发布数据集的可视范围和本租户内订阅是否免审批时，执行此章节。

在以下情况下，需要执行本章节。

● 在发布数据集时，未将秘密及以上密级的数据集授权给某些特定的租户或用户，
但这些特定租户或用户需要使用该数据集。

● 在发布数据集时，已将秘密及以上密级的数据集授权给某些特定的租户或用户，
但需要修改或删除租户或用户使用该数据集。

● 在发布数据集时，“本租户内是否免审批”选择值为“是”，但是需要取消本租
户内的用户订阅该数据集时免审批。

● 在发布数据集时，“本租户内是否免审批”选择值为“否”，但是需要本租户内
的用户订阅该数据集时免审批。

前提条件
● 数据集发布申请已审批通过。

● 登录用户为具有“Data Operation Engineer”角色的用户。

管理可视范围

只有密级为秘密、机密和绝密的数据集需要授权。外部公开的数据集不需要授权。

步骤1 修改数据集的入口。

●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首页>我的数据集”，单击需要修改的数据集，进入
数据集详情页面。

●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数据资产>数据目录”，单击需要修改的数据集，进
入数据集详情页面。

步骤2 选择“设置”页签。

步骤3 单击“权限设置”。

步骤4 在“公开设置”区域，配置指定可视范围信息。

步骤5 选择授权给用户或者租户，设置授权到期时间。

● 如果是添加租户，在“添加租户”下拉框中选择租户。

成功授权后，该租户下的用户及发布者所在租户下的用户可以浏览、订阅和下载
该数据集。

● 如果是添加用户，在“所属租户”下拉框中选择租户、在“用户账号”右侧填写
本租户下的用户。

成功授权后，仅该用户及发布者所在租户下的用户可以浏览、订阅和下载该数据
集。

步骤6 单击“保存”。

步骤7 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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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8 单击“添加”。

步骤9 （可选）删除授权信息：在已添加的租户或用户信息右上角，单击 。

----结束

管理本租户内是否免审批

当数据集的密级为秘密及以上级别时，才需要执行此章节。

步骤1 修改数据集的入口。

●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首页>我的数据集”，单击需要修改的数据集，进入
数据集详情页面。

●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数据资产>数据目录”，单击需要修改的数据集，进
入数据集详情页面。

步骤2 选择“设置”页签。

步骤3 单击“权限设置”。

步骤4 在“订阅设置”区域，配置本租户内是否免审批信息。

● 是：本租户内用户申请订阅该数据集时不需要审批。

● 否：本租户内用户申请订阅该数据集时需要审批。

步骤5 单击“保存”。

步骤6 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认”。

----结束

4.8.4.4 修改数据集（旧）

4.8.4.4.1 申请修改数据集

当需要修改已发布数据集的过期时间、是否同步样例数据、本租户内是否免审批、联
系人和描述信息时，执行此章节。

前提条件
● 数据集发布申请已审批通过。

● 登录用户为具有“Data Operation Engineer”角色的用户。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运营中心>数据集修改”。

步骤2 在“数据集修改”界面，在左侧“选择数据集”下，单击 展开数据目录，可以查看
到全部的数据集信息，勾选需要修改的数据集前面的复选框，右侧“待修改的数据
集”中会列出所有选中的数据集及其目录。

也可以在目录树右上角的搜索框中搜索数据集的名称或是数据集的目录名称，快速查
找到需要修改的数据集。

步骤3 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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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在“数据集信息”界面，配置修改信息，参数配置见表4-97。

表 4-97 修改信息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备注

密级等级 数据所有者设定的数据集开放范围：外部
公开、秘密、机密和绝密。

默认，不可修改。

过期时间 数据集的使有效期，过期后数据集无法再
继续使用。

可修改。

是否同步样例
数据

支持选项。

● 是：同步更新样例数据。

● 否：不会同步更新样例数据。

可修改。

本租户内是否
免审批

当数据集的密级为秘密及以上级别时，才
有此参数。

支持如下选项：

● 是：本租户内用户申请订阅该数据集时
不需要审批。

● 否：本租户内用户申请订阅该数据集时
需要审批。

可修改。

联系人 可选项。

● 租户：用户所在的租户。在下拉框中选
择租户。

● 用户。填写本租户下的用户。

● 邮箱：用户的邮箱。填写该用户的邮
箱。

可修改。

描述 选填项。

对数据集的简单描述，帮助用户快速了解
该数据集。

可修改。

修改原因 必填项。

修改该数据集的原因。

-

 

步骤5 单击“下一步”。

步骤6 在“修改汇总”栏，检查修改后的数据集信息无误后，单击“确认修改”。

步骤7 在“确认”对话框单击“确认”。

说明

● 如果免审批开关被打开后，则申请修改的数据集，系统会自动审批。

● 如果免审批开关未打开，则申请修改的数据集需要审批人审批，审批的具体操作请参见审批
数据集修改申请。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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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4.2 查看数据集修改申请

前提条件

登录用户为具有“Data Operation Engineer”角色的用户。

操作步骤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个人中心>数据集管理>我的申请”界面，可以查看当前
用户所有申请信息。

● 查看数据集修改申请信息，例如，当前审批人和审批结果等。

● 单击“操作”列下的“详情”，可以查看数据集修改详情。

● 单击“操作”列下的“撤回”，可以撤回未审批完成的数据集修改申请。

4.8.4.4.3 审批数据集修改申请

如果免审批开关被打开后，则申请修改的数据集，系统会自动审批。如果免审批开关
未打开，则申请修改的数据集需要审批人审批。本章节介绍审批人的审批操作，收到
数据集修改申请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审批。

前提条件

登录用户为具有“Data Owner”角色且被配置到一级审批人中的用户。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个人中心>数据集管理>我的审批>待审批”。

步骤2 （可选）通过待审批列表的表头筛选功能，筛选出待审批的申请。

步骤3 选择数据集的审批方式。

● 单个审批：在需要审批的数据集对应的“审批内容”列下，单击“处理”。

● 批量审批：在需要审批的数据集前面的复选框勾选一个、多个或是全部，单击右
上角的“批量审批”。

步骤4 填写审批意见，单击“同意”或“不同意”。

说明

● 同意：可不填写审批意见。

● 不同意：必须填写审批意见。

步骤5 在审批完成“确认”对话框，单击“确认”。

步骤6 （可选）查看历史审批信息。

1. 单击“历史审批”，可以查看历史审批数据集信息。

2. 通过历史审批列表的表头筛选功能，筛选出待查看历史审批信息。

3. 单击“操作”列下的“详情”，可以查看申请详情及处理结果。

----结束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4 用户指南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98



4.8.4.5 管理数据集授权

4.8.4.5.1 配置资源授权（旧）

通过数据集授权的资源授权可以将密级等级为秘密、机密和绝密的数据集授权给租户
或用户后，该租户或用户才可以浏览、申请订阅和下载该数据集，发布者所在租户下
的用户可以浏览、订阅和下载该数据集，无需授权。

说明

密级等级为外部公开的数据集不需要授权，租户或用户可以直接浏览、查询、订阅和下载该数据
集。

在以下情况下，需要执行本章节。

● 在发布数据集时，未将秘密及以上密级的数据集授权给某些特定的租户或用户，
但这些特定租户或用户需要使用该数据集。

● 在发布数据集时，已将秘密及以上密级的数据集授权给某些特定的租户或用户，
但需要修改或删除租户或用户使用该数据集。

前提条件

● 数据集发布或修改申请已审批通过。

● 登录用户为具有“Data Operation Engineer”角色的用户。

增加数据集授权

只有密级为秘密、机密和绝密的数据集需要授权。外部公开的数据集不需要授权。

设置指定范围可视的操作如下：

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运营中心>数据集授权>资源授权”。

2. 在“资源授权”界面，单击“已发布数据集”，单击 展开数据目录，选择需要
授权的数据集的上层目录。

也可以在目录树上方的搜索框中搜索数据集的目录名称，快速查找到需要授权的
数据集的目录。

3. 在“数据集基本信息”区域中待授权的数据集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添
加”。

4. 在“增加数据集授权”界面，选择要授权的用户或者租户，设置授权到期时间，
单击“添加”，如图4-25所示。

– 如果是添加租户，在“新增可见范围”下拉框中选择租户。

成功授权后，该租户下的用户及发布者所在租户下的用户可以浏览、订阅和
下载该数据集。

– 如果是添加用户，在“所属租户”下拉框中选择租户、在“用户账号”右侧
填写本租户下的用户。

成功授权后，仅该用户及发布者所在租户下的用户浏览、订阅和下载该数据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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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支持同时添加多个租户或用户。

● 如果不需要已添加的租户或用户，在“操作”列下，单击“取消”。

● 已被授权的用户在租户下被删除后，需要在“资源授权”界面上删除该用户授
权，具体操作请参见删除数据集授权。

图 4-25 增加数据集授权

5. 添加完需要授权的租户或用户信息后，单击“确认”。

6. 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认”。

7. 单击被授权的数据集名称左侧的 ，可以在秘密、机密和绝密的数据集中看到已
添加授权的租户或用户。

删除数据集授权

取消指定范围可视的操作如下。

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运营中心>数据集授权>资源授权”。

2. 在“资源授权”界面，单击“已发布数据集”，单击 展开数据目录，选择需要
删除授权的数据集的上层目录。

也可以在目录树上方的搜索框中搜索数据集的目录名称，快速查找到需要删除授
权的数据集的上层目录。

3. 在“数据集基本信息”区域中待取消授权的数据集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
“删除”。

4. 进入“删除数据集授权”界面，在需要删除的租户或者用户信息对应的“操作”
列下，单击“删除授权”，如图4-26所示。

图 4-26 删除数据集授权

5. 在“提示”对话框中，单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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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认”。

7. 单击被删除授权的数据集名称左侧的 ，在秘密、机密和绝密的数据集中看不到
已被删除的租户或用户。

4.8.4.6 删除数据集

4.8.4.6.1 申请删除数据集

发布的数据集已经不需要时可以申请删除。

前提条件
● 数据集发布或修改申请已审批通过。

● 登录用户为具有“Data Operation Engineer”角色的用户。

方式一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运营中心>数据集删除”。

步骤2 在“数据集删除”界面，在左侧“选择数据集”下，单击 展开数据目录，可以查看
到全部的数据集信息，勾选需要删除的数据集前面的复选框，右侧“待删除数据集信
息”中会列出所有选中的数据集及其目录。

也可以在目录树右上角的搜索框中搜索数据集的名称或是数据集的目录名称，快速查
找到需要删除的数据集。

步骤3 单击“下一步”。

步骤4 查看数据集信息、授权租户或用户及订阅列表，填写数据集删除的原因。

步骤5 单击“下一步”。

步骤6 在“删除汇总”界面，确认删除数据集的信息是否正确，无误后单击“删除”，在
“提示”对话框中单击“确认”，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认”。

说明

● 删除数据集不会删除已下载到用户OBS桶中的数据。

● 如果免审批开关被打开后，则申请删除的数据集，系统会自动审批。

● 如果免审批开关未打开，则申请删除的数据集需要审批人审批，审批的具体操作请参见审批
数据集删除申请。

----结束

方式二

步骤1 删除数据集的入口。

●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首页>我的数据集”，单击需要删除的数据集，进入
数据集详情页面。

●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数据资产>数据目录”，单击需要删除的数据集，进
入数据集详情页面。

步骤2 选择“设置”页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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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单击“基本设置”。

步骤4 在 下方，单击“删除数据集”。

步骤5 在“提示”对话框中单击“确认”。

步骤6 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认”。

说明

● 删除数据集不会删除已下载到用户OBS桶中的数据。

● 如果免审批开关被打开后，则申请删除的数据集，系统会自动审批。

● 如果免审批开关未打开，则申请删除的数据集需要审批人审批，审批的具体操作请参见审批
数据集删除申请。

----结束

4.8.4.6.2 查看数据集删除申请

前提条件

登录用户为具有“Data Operation Engineer”角色的用户。

操作步骤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个人中心>数据集管理>我的申请”界面，可以查看当前
用户所有申请信息。

● 查看数据集删除申请信息，例如，当前审批人和审批结果等。

● 单击“操作”列下的“详情”，可以查看数据集删除申请详情。

● 单击“操作”列下的“撤回”，可以撤回未审批完成的数据集删除申请。

4.8.4.6.3 审批数据集删除申请

如果免审批开关被打开后，则申请删除的数据集，系统会自动审批。如果免审批开关
未打开，则申请删除的数据集需要审批人审批。本章节介绍审批人的审批操作，收到
数据集删除申请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审批。

前提条件

登录用户为具有“Data Owner”角色且被配置到一级审批人中的用户。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个人中心>数据集管理>我的审批>待审批”。

步骤2 （可选）通过待审批列表的表头筛选功能，筛选出待审批的申请。

步骤3 选择数据集的审批方式。

● 单个审批：在需要审批的数据集对应的“审批内容”列下，单击“处理”。

● 批量审批：在需要审批的数据集前面的复选框勾选一个、多个或是全部，单击右
上角的“批量审批”。

步骤4 填写审批意见，单击“同意”或“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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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同意：可不填写审批意见。

● 不同意：必须填写审批意见。

步骤5 在审批完成“确认”对话框，单击“确认”。

步骤6 （可选）查看历史审批信息。

1. 单击“历史审批”，可以查看历史审批数据集信息。

2. 通过历史审批列表的表头筛选功能，筛选出待查看历史审批信息。

3. 单击“操作”列下的“详情”，可以查看申请详情及处理结果。

----结束

4.8.4.7 数据集上架

前提条件
● 数据集密级为外部公开。

● 发布者需要具备“Data Operation Engineer”角色。

● 发布者已在AI市场工作空间注册为开发者角色。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首页右下角单击“切换到新版本”。

步骤2 在数据服务“首页>我的资产>数据集”，或者“数据资产>数据目录”界面，单击某个
数据集的名称，进入到数据集详情页面，单击“数据集上架”。

步骤3 在“数据集上架”界面，配置信息，参数说明见如表4-98。

表 4-98 数据集上架的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中文描述 中文描述信息。

英文描述 英文描述信息。

 

步骤4 单击“提交”。

上架申请提交成功后，数据集的状态变为上架中。

步骤5 请找AI市场的华为工程师，在AI市场的管理侧审批。

数据集上架成功后，数据集的状态变为已上架。

步骤6 在AI市场的资产库中可以查看此数据集。

步骤7 （可选）支持对已上架的数据集进行如下操作。

● 在数据服务“首页>我的资产>数据集”，或者“数据资产>数据目录”界面，单击
某个数据集的名称，进入到数据集详情页面，单击"数据集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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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集下架成功后，支持再次上架此数据集。

----结束

4.8.5 消费数据集

4.8.5.1 订阅数据集

4.8.5.1.1 立即订阅数据集

当用户需要使用某个或多个数据集时，需要先订阅该数据集。本章介绍不需要审批人
审批的订阅操作。

在以下情况下，需要执行本章节。

● 当用户订阅的密级为公开的数据集时。

● 当“Data Owner”角色的用户，订阅本租户下的密级为秘密及以上的数据集时。

● 当除了“Data Owner”角色的用户，订阅本租户下的密级为秘密及以上的数据
集，并且该数据集的“本租户内是否免审批”选择值为“是”时。

批量立即订阅

步骤1 将需要订阅的数据集加入购物车。

●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单击“数据资产>数据目录”，在需要订阅的数据集右侧，
单击“批量订阅”。

●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单击“首页>我的数据集”或者“数据资产>数据目录”，
单击需要订阅的数据集名称，在“数据集详情”界面右上方，单击“批量订
阅”。

步骤2 重复执行步骤1，将多个数据集加入购物车。

步骤3 在菜单栏中单击 ，在“批量订阅”界面，勾选需要订阅的数据集前面的复选框一个
或多个，在批量订阅列表下方单击“提交”。

● 当购物车的数据集需要移除时，单击数据集对应“操作”列下的“删除”。

● 当购物车的数据集需要移除时，勾选数据集前面的复选框一个或多个，在批量订
阅列表下方单击“删除”。

步骤4 在“批量订阅”界面，配置参数，参数说明见表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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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9 立即批量订阅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订阅方式 支持选项：个人订阅和租户订阅。默认选择“个人订阅”。

● 当登录用户不是租户管理员时，只能选择“个人订阅”。

● 当登录用户为租户管理员时，可以选择“个人订阅”或是
“租户订阅”。

– 租户管理员以个人粒度订阅选择“个人订阅”，成功订阅
后仅个人可以在已订阅数据集页面查看到该数据集，并可
以下载。

– 租户管理员以租户粒度订阅选择“租户订阅”，成功订阅
后，如果该租户内的成员对该数据集有可视权限，即可在
已订阅数据集页面查看到该数据集，并可以下载。

请选择需要订阅
数据集

对已加入购物车的数据集进行选择性的订阅。

在下拉框中进行选择。

 

步骤5 单击“批量订阅”。

订阅成功后，系统自动跳转至“个人中心>数据集管理>已订阅数据集”查看下载进
度。

----结束

单个立即订阅

步骤1 选择需要订阅的数据集。

●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单击“数据资产>数据目录”，在需要订阅的数据集右侧，
单击“我要订阅”。

●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单击“首页>我的数据集”或者“数据资产>数据目录”，
单击需要订阅的数据集名称，在“数据集详情”界面右上方，单击“我要订
阅”。

步骤2 在“订阅”界面，配置参数，参数说明见表4-100。

表 4-100 立即订阅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备注

请选择到期
时间

数据集的订阅使用期限，过期后不能继续使用，
长时间不得超过数据集发布时设定的使用期

限。默认到数据集发布的使用期限。

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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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备注

订阅方式 ● 当登录用户不是租户管理员时，无此参数。

● 当登录用户为租户管理员时，可以选择“个人
订阅”或是“租户订阅”。

– 租户管理员以个人粒度订阅选择“个人订
阅”，成功订阅后仅个人可以在已订阅数据
集页面查看到该数据集，并可以下载。

– 租户管理员以租户粒度订阅选择“租户订
阅”，成功订阅后，如果该租户内的成员对
该数据集有可视权限，即可在已订阅数据集
页面查看到该数据集，并可以下载。

必选。

 

步骤3 单击“立即订阅”。

订阅成功后，系统自动跳转至“个人中心>数据集管理>我的申请”查看下载进度。

----结束

4.8.5.1.2 申请订阅数据集

当用户需要使用某个或多个数据集时，需要先订阅该数据集。本章介绍需要审批人审
批的订阅操作。

在以下情况下，需要执行本章节。

● 当用户订阅其他租户下的密级为秘密及以上的数据集时。

● 当除了“Data Owner”角色的用户，订阅本租户下的密级为秘密及以上的数据
集，并且该数据集的“本租户内是否免审批”选择值为“否”时。

批量申请订阅

步骤1 将需要订阅的数据集加入购物车。

●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单击“数据资产>数据目录”，在需要订阅的数据集右侧，
单击“批量订阅”。

●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单击“首页>我的数据集”或者“数据资产>数据目录”，
单击需要订阅的数据集名称，在“数据集详情”界面右上方，单击“批量订
阅”。

步骤2 重复执行步骤1，将多个数据集加入购物车。

步骤3 在菜单栏中单击 ，在“批量订阅”界面，勾选需要订阅的数据集前面的复选框一个
或多个，在批量订阅列表下方单击“提交”。

● 当购物车的数据集需要移除时，单击数据集对应“操作”列下的“删除”。

● 当购物车的数据集需要移除时，勾选数据集前面的复选框一个或多个，在批量订
阅列表下方单击“删除”。

步骤4 在“批量订阅”界面，配置参数，参数说明见表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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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1 批量订阅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是否必选/必填

订阅方式 支持选项：个人订阅和租户订阅。默认选择
“个人订阅”。

● 当登录用户不是租户管理员时，仅可以选
择“个人订阅”。

● 当登录用户是租户管理员时，可以选择
“个人订阅”或是“租户订阅”。

– 租户管理员以个人粒度订阅选择“个人
订阅”，成功订阅后仅个人可以在已订
阅数据集页面查看到该数据集，并可以
下载。

– 租户管理员以租户粒度订阅选择“租户
订阅”，成功订阅后，如果该租户内的
成员对该数据集有可视权限，即可在已
订阅数据集页面查看到该数据集，并可
以下载。

必选。

请选择需要
订阅数据集

对已加入购物车的数据集进行选择性的订
阅。

在下拉框中进行选择。

-

个人邮箱 用于接收审批结果的个人邮箱。 选填。

 

步骤5 单击“批量订阅”，在“确认”对话框单击“确认”。

订阅成功后，系统跳转到“个人中心>数据集管理>我的申请”查看订阅进度。

----结束

单个申请订阅

步骤1 选择需要订阅的数据集。

●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单击“数据资产>数据目录”，在需要订阅的数据集的右
侧，单击“我要订阅”。

●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单击“首页>我的数据集”或者“数据资产>数据目录”，
单击需要订阅的数据集名称，在“数据集详情”界面右上方，单击“我要订
阅”。

步骤2 在“订阅”界面，配置参数，参数说明见表4-102。

表 4-102 申请订阅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是否必选/必填

请选择到期
时间

数据集的订阅使用期限，过期后不能继续使
用， 长时间不得超过数据集发布时设定的
使用期限。默认到数据集发布的使用期限。

必选。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4 用户指南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07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是否必选/必填

订阅方式 支持选项：个人订阅和租户订阅。默认选择
“个人订阅”。

● 当登录用户不是租户管理员时，仅可以选
择“个人订阅”。

● 当登录用户是租户管理员时，可以选择
“个人订阅”或是“租户订阅”。

– 租户管理员以个人粒度订阅选择“个人
订阅”，成功订阅后仅个人可以在已订
阅数据集页面查看到该数据集，并可以
下载。

– 租户管理员以租户粒度订阅选择“租户
订阅”，成功订阅后，如果该租户内的
成员对该数据集有可视权限，即可在已
订阅数据集页面查看到该数据集，并可
以下载。

必选。

个人邮箱 用于接收审批结果的个人邮箱。 选填。

 

步骤3 单击“立即申请”，在“确认”对话框单击“确认”。

订阅成功后，系统跳转到“个人中心>数据集管理>我的申请”查看订阅进度。

----结束

4.8.5.1.3 查看数据集订阅申请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个人中心>数据集管理>我的申请”界面，可以查看当前
用户所有申请信息。

● 查看数据集订阅申请信息，例如，当前审批人和审批结果等。

● 单击“数据集名称”列下的数据集的名称，可以查看数据集详情，请参见数据集
详情介绍。

● 单击“操作”列下的“详情”，可以查看订阅申请详情。

● 单击“操作”列下的“撤回”，可以撤回未审批完成的数据集订阅申请。

4.8.5.1.4 审批数据集订阅申请

订阅的数据集有的需要审批人审批，有的是系统自动审批。本章节介绍审批人的审批
操作。

在以下情况下，订阅的数据集为系统自动审批。

● 订阅的数据集的密级为外部公开。

● 具有“Data Owner”角色的用户订阅自己的数据集。

● 在发布数据集时，“本租户内是否免审批”值设置为“是”，该租户下的用户订
阅该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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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订阅秘密及以上级别的数据集需要进行审批，审批人员为配置审批人的人员。收到数
据集订阅申请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审批。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个人中心>数据集管理>我的审批>待审批”。

步骤2 （可选）通过待审批列表的表头筛选功能，筛选出待审批的申请。

步骤3 选择数据集的审批方式。

● 单个审批：在需要审批的数据集对应的“审批内容”列下，单击“处理”。

● 批量审批：在需要审批的数据集前面的复选框勾选一个、多个或是全部，单击右
上角的“批量审批”。

步骤4 审批操作见表4-103。

表 4-103 审批操作

参数名称 参数选择 操作

核实申请内容 全部勾选。 同意

审批意见 选填。

核实申请内容 全部勾选、部分勾选、不
勾选。

不同意

审批意见 必填。

 

步骤5 在审批完成“确认”对话框，单击“确认”。

步骤6 （可选）查看历史审批信息。

1. 单击“历史审批”，可以查看历史审批数据集信息。

2. 通过历史审批列表的表头筛选功能，筛选出待查看历史审批信息。

3. 单击“操作”列下的“详情”，可以查看申请详情及处理结果。

----结束

4.8.5.2 下载数据集

4.8.5.2.1 下载数据集到 OBS

当用户订阅或申请订阅了数据集且该订阅申请已审批通过，用户可以手动将数据集下
载到OBS。

说明

● 已成功订阅的数据集在有效期内可以多次下载，无需再发起订阅流程。

● 数据集订阅成功后，数据集中数据有变化时详细介绍请参见数据服务首页介绍。

● 同租户下载到OBS不需要审批，跨租户需要先提交申请，审批通过之后再进行下载。

● 单个下载

a. 下载数据集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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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个人中心>数据集管理>已订阅数据集”，
在需要下载的数据集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我要下载”。

▪ 该图标已经修改为“单击之后”将数据集下载到本地。同租户可以直接
下载到本地，跨租户需要先将数据集下载到该租户的OBS桶内，再提交
本地下载申请，申请通过之后将数据集下载到本地。

b. 在“下载”界面，选择下载方式。

▪ 全量下载：下载此数据集下的全部内容。

▪ 自定义下载：选择基于行和列进行下载数据集的部分内容。

1) 勾选“是否下载”列下的复选框。

2) 单击条件筛选列下的 ，选择运算符，输入值。

3) 单击“添加”。

说明

不需要时可以单击操作列下的“取消”。

c. 单击“下载”。

d. 在“确认”对话框，单击“确认”。

e. （可选）单击已订阅数据集列表右上角的 ，刷新下载进度。

f. （可选）数据集下载成功后，单击已下载数据集左侧的 ，查看数据集下载
信息，例如，下载方式、存储路径等。

● 批量下载

a.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个人中心>数据集管理>已订阅数据集”。

b. 在需要下载的数据集前面的复选框勾选一个、多个或是全部，单击右上角的
“批量下载”。

c. 在“批量下载”界面，核对待下载的数据集信息无误后，单击“下载”。

说明

● 批量下载不支持自定义方式下载。

● 若选择的有暂时不需要下载的数据集，在对应“操作”列下单击“删除”。

d. 在“确认”对话框，单击“确认”。

e. （可选）单击已订阅数据集列表右上角的 ，刷新下载进度。

f. （可选）数据集下载成功后，单击已下载数据集左侧的 ，查看数据集下载
信息，例如，下载方式、存储路径等。

4.8.5.2.2 申请本地下载数据集

● 公有云用户不支持本地下载。

本章节介绍申请下载到本地操作。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个人中心>数据集管理>已订阅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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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在需要下载的数据集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申请下载到本地”。

本地下载申请不支持批量申请。

步骤3 在“本地下载申请原因”界面，填写本地下载的原因，单击“提交”。

步骤4 在“提示”对话框单击“确认”。

提交申请后，如果需要审批者审批，审批的具体操作请参见审批数据集本地下载申
请。

----结束

4.8.5.2.3 查看数据集本地下载申请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个人中心>数据集管理>我的申请”界面，可以查看当前
用户所有申请信息。

● 查看数据集本地下载申请信息，例如，当前审批人和审批结果等。

● 单击“数据集名称”列下的数据集的名称，可以查看数据集详情，详细介绍请参
见数据集详情介绍。

● 单击“操作”列下的“详情”，可以查看本地下载申请详情。

● 单击“操作”列下的“撤回”，可以撤回未审批完成的本地下载申请。

4.8.5.2.4 审批数据集本地下载申请

收到数据集本地下载申请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审批。

前提条件

登录用户为具有“Data Owner”角色且被配置到一级审批人中的用户。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个人中心>数据集管理>我的审批>待审批”。

步骤2 （可选）通过待审批列表的表头筛选功能，筛选出待审批的申请。

步骤3 选择数据集的审批方式。

● 单个审批：在需要审批的数据集对应的“审批内容”列下，单击“处理”。

● 批量审批：在需要审批的数据集前面的复选框勾选一个、多个或是全部，单击右
上角的“批量审批”。

步骤4 填写审批意见，单击“同意”或“不同意”。

说明

● 同意：可不填写审批意见。

● 不同意：必须填写审批意见。

步骤5 在审批完成“确认”对话框，单击“确认”。

步骤6 （可选）查看历史审批信息。

1. 单击“历史审批”，可以查看历史审批数据集信息。

2. 通过历史审批列表的表头筛选功能，筛选出待查看历史审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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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操作”列下的“详情”，可以查看申请详情及处理结果。

----结束

4.8.5.2.5 下载数据集到本地

4.8.5.3 取消订阅数据集

当用户需要退订某个数据集时，可以取消订阅该数据集，本章节介绍如何取消已订阅
的数据集。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个人中心>数据集管理>已订阅数据集”。

步骤2 在已订阅数据集列表中，在需要取消订阅的数据集对应的“操作”列下，单击“取消
订阅”。

说明

如果一个数据集被订阅时是“租户订阅”，则仅该租户管理员可以取消订阅该数据集。

步骤3 在“取消订阅”界面，根据需要勾选“是否删除已下载数据集”前面的复选框。

● 若仅订阅了数据集，但未下载该数据集，则无“是否删除已下载数据集”选项。

● 若已订阅并且下载了该数据集，则有“是否删除已下载数据集”选项。

– 勾选“是否删除已下载数据集”前面的复选框：取消订阅后，已下载到OBS
桶中的数据将被删除，无法继续使用。

– 不勾选“是否删除已下载数据集”前面的复选框：取消订阅后，已下载到
OBS桶中的数据不会被删除，但数据不会更新，若需要使用 新数据需要重
新订阅下载该数据集。

步骤4 单击“提交”，在“提示”对话框单击“确认”。

----结束

4.8.6 管理数据资产
在数据服务左侧导航，选择“数据资产>资产可视”。

展示数据资产信息。可支持按时间范围展示。

● 数据模型和数据准备模板

当前租户下的数据模型和数据准备模板统计信息，数据准备模板包含公共模板和
私有模板。以天为单位按时间倒序排序。可以通过单击图片上方的蓝色和绿色的
图标分别展示模型和模板的数量。

● 物理存储可用空间

当前租户在各个存储介质上的物理存储空间统计情况。统计的存储介质包括
HDFS、HBase、ES、MySql、OBS。左侧柱状图是当前空间的使用量和剩余量的
对比情况，默认展示截止到当天的统计信息；右侧折线图展示出了不同存储类型
的存储情况按时间变化的趋势。

● 流量监控

当前租户的Kafka实例流量监控统计情况，每隔5min统计一次。其中，上图是
Kafka实例的网络入流量（broker_total_bytes_in_rate）和网络出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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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ker_total_bytes_out_rate）的展示，下图是Kafka实例下指定topic的生产流
量（topic_bytes_in_rate）、消费流量（topic_bytes_out_rate）以及消息生产速
率（topic_messages_in_rate）的展示。

4.9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1-11-18 根据软件界面，更新内容。

修改如下章节：

● 创建采集任务（网络直连方式）

● 创建采集任务（VPN连接方式）

● 创建采集任务（采集Agent方式）

新增如下章节：

数据集上架

2021-09-30 根据软件界面，更新内容。

修改如下章节：

● 新增物理实体

● 创建查询任务

● 查看查询结果

● 标注数据

● 管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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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1-08-30 根据软件界面，更新内容。

修改如下章节：

● 访问数据服务

● 新建数据集

● 管理采集机（运维）

● 脱敏处理

● 水印管理

● 配置免审批

● 配置审批人

● 数据集界面介绍

● 数据集详情介绍

● 数据集查询方法介绍

● 管理目录

● 申请发布数据集

● 修改数据集的信息

● 修改数据集的图片

● 修改数据集的权限

● 申请删除数据集

● 立即订阅数据集

● 申请订阅数据集

● 下载数据集到OBS
新增如下章节：

● 加解密处理

● 管理资源

● 管理密钥

● 管理数据资产

2021-07-30 根据软件界面，更新内容。

修改如下章节：

● 管理采集机（用户）

● 新增物理实体

● 自定义创建工程

● 使用场景模板创建工程

● 复用模板创建工程

● 基于模板创建工程

● 配置免审批

● 修改数据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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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1-06-30 根据软件界面，调整目录，更新全部内容。

域名https://console.huaweicloud.com/naie/修改为https://
www.hwtelcloud.com/。

2021-04-30 根据软件界面，更新内容。

修改如下章节：

● 创建解析任务

● 创建数据标注任务

● 文件及数据配置

● 标注数据

新增如下章节：

● 附录 配置抽取文件模板

● 性能数据

● CHR/MR数据

● 配置数据

● 图片/音频标注

● 图片/音频标注介绍

● 访问音频图像标注服务

● 管理任务

● 创建标注任务

● 管理标注项目

● 管理标注

● 标注图片

● 标注语音

2021-03-30 根据软件界面，更新内容。

修改如下章节：

● 数据服务首页介绍

● 数据接入服务界面介绍

● 创建采集任务（网络直连方式）

● 创建采集任务（VPN连接方式）

● 创建采集任务（采集Agent方式）

● 数据源配置参考

删除“元数据管理与数据处理（旧版本）”服务章节。

2021-02-28 修改如下章节：

● 创建解析任务

● 启动解析任务

云地采集服务更名为：数据接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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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1-02-08 云地采集服务：根据软件界面，更新全部内容。

2021-01-30 根据软件界面，更新内容。

修改如下章节：

● 创建项目

● 管理授权文件

● 上传数据

● “管理采集机”

● “概览页面界面”

● “创建采集机”

● “安装采集机”

● “删除采集机”

● “删除探针”

● “创建任务”

● “启动任务”

● “监控采集状态”

● “附录A 数据源配置参考”

● “附录B 采集参数配置参考”

● 新增物理实体

● 创建解析任务

新增“数据备份与恢复”服务及相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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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0-12-30 根据软件界面，更新内容。

修改如下章节：

● 数据服务首页介绍

● 创建项目

● “数据服务角色访问权限”

● 前提条件

● “管理采集机”

● “管理资源组”

● “概览页面介绍”

● “管理数据源”

● “创建任务”

● “管理采集文件”

● “监控采集状态”

● “附录A 数据源配置参考”

● 创建解析任务

● 创建查询任务

● 管理模板

● 查看查询结果

新增如下章节：

“附录B 采集参数配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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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0-11-30 根据软件界面，更新内容。

修改如下章节：

● 数据服务首页介绍

● 自定义创建项目

● 复用模板创建工程

● 单次启动工程

● 导出私有模板

● 导出公共模板

● 管理授权文件

● 创建任务

● 上传数据

● “管理采集机软件包”

● “管理探针包软件包”

● “概览页面介绍”

● “管理采集机”

● “前提条件”

● “创建采集机”

● “安装采集机”

● “删除采集机”

● “创建探针”

● “删除探针”

● “管理数据源”

● “创建任务”

新增如下章节：

● 基于模板创建工程

● “管理采集节点”

● “前提条件”

● “管理采集机”

● “管理资源组”

● “附录A 数据源配置参考”

新增“数据解析”服务及其相关章节。

2020-09-30 数据建模服务，创建逻辑实体增加“关联信息”，逻辑模型支
持字段关联文件路径。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删除自定义脚本及自定义任务的相关章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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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0-08-30 本地上传服务，修改“上传数据文件至OBS”章节目录为“管理
任务”，新增“创建任务”和“上传数据”章节。

数据处理服务，新增“数据处理作业（Python编辑器）”、
“数据处理作业（JupyterLab开发环境）”、“作业编辑界面说
明”和“新增作业”章节；原“作业编辑界面说明”和“新增
作业”放在新增的“数据处理作业（Python编辑器）”目录
下。

2020-07-30 调整工具箱中服务的排列顺序。

删除：“管理模板”中的“管理AI应用模板”、“创建AI应用模
板目录”、“创建AI应用模板”章节。

新增：“云地采集”中增加“概览页面介绍”、“管理数据
源”、“监控采集状态”章节。

数据安全服务更名为：安全管理服务。

数据安全审计服务更名为：安全审计服务。

元数据管理（新版本）服务更名为：数据建模服务。

更新所有服务的工具箱访问路径。

2020-06-30 服务升级，版本内容更新，调整大纲。

新增服务：本地上传、云地采集。

数据准备服务更改名为：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界面改版，所有服务的访问路径更新。

元数据管理（新版本）的“目录管理”菜单变更为“分层管
理”，资料对应更新。

2020-03-30 新增3个服务：数据加载服务、元数据管理（新版本）、数据处
理（新版本）。

元数据管理与数据处理服务更名为：元数据管理与数据处理
（旧版本）。

数据权限管理更名为：数据安全服务。

2019-12-30 新增“数据的采集”章节内容。

新增数据准备服务。

数据探索服务，“探索工厂”菜单功能更新，对应更新“探索
工厂”章节内容。

数据权限管理服务变更内容如下所示：

● 逻辑实体变更提醒功能删除，对应删除“逻辑实体变更提
醒”章节。

● 新增“公告栏展示”章节。

● 菜单名称更新，对应刷新“资源管理”章节内容。

● 新增“水印管理”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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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19-10-30 新增“订购服务”章节内容。

时序数据标注服务，新增“标注数据管理”和“数据格式要
求”章节。

数据权限管理服务，新增“敏感数据识别与脱敏”章节。

2019-04-30 第一次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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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PI 参考

5.1 使用前必读
本文档提供了数据服务API的描述、语法、参数说明及样例等内容，您可以根据表5-1
查找您需要的内容。

表 5-1 文档导读

章节 说明

接口简介 了解数据服务接口组成及接口列表。

环境准备 了解使用接口前的必做准备工作。

接口使用方法 了解REST消息体组成以及使用方法。

API接口 数据服务提供的API接口。

公共参数 包含数据服务接口用到的公共请求参数和状态码。

 

5.2 接口简介
数据服务提供了如表5-2所示的接口，通过配合使用这些接口，您可以使用数据服务的
如下功能。

表 5-2 数据服务的接口简介

模
块

类型 说明

数
据
集

数据集订购接
口

您可以通过接口订购和取消订购数据集，开通数据集资源和
删除已开通的数据集资源。

数据集发布接
口

您可以通过接口获取数据集的版本、查询待发布的数据集信
息和申请发布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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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块

类型 说明

目录管理接口 数据集提供目录管理功能，您可以通过接口查询目录结构、
创建目录、修改目录和删除目录等。

数据集管理接
口

您可以通过接口管理数据集，包括查询数据集、修改数据
集、搜索数据集等。

数据集可视授
权接口

您可以通过接口添加、删除已发布数据集和已发布目录的可
视权限、查询已授权数据集和已授权目录的可视范围、设置
秘密及以上密级的数据集可视范围为全部可视等。

订阅和审批接
口

您可以通过接口申请订阅数据集、查询数据集订阅类型、查
看申请信息、审批申请信息、查看审批信息和根据数据集ID
查询用户订阅成功的数据集详情信息等。

数据集下载接
口

您可以通过接口下载数据集到OBS桶、查看OBS桶中数据集的
下载历史记录、下载数据集到OBS桶的进度、下载数据集到
本地目录等。

计量统计接口 包括统计首页数据集、数据量、订阅量和下载量以及注册用
户登录信息等。

用户信息管理
接口

您可以通过接口获取用户角色、用户信息、租户信息和所属
该应用ID的用户列表，也可以查询用户是否已订购数据集。

通知接口 包括通知数据集数据模型发生变更、查询变更通知的内容和
查看到期通知的内容。

标签接口 包括根据数据集查询标签、修改和添加数据集的标签、返回
首页上使用前10的标签以及根据标签查询匹配的数据集。

数据集评论接
口

包括加载、发表、删除和更新评论的接口以及评论统计接
口。

网图服务数据
集查询接口

包括查询主题元数据、主题数据和任务状态的接口。

数据集备份恢
复接口

包括数据集的备份和恢复接口。

数据资产账本
接口

包括查询租户信息、获取所有租户的资产账本信息和获取当
前租户的资产账本信息接口。

数
据
接
入

管理软件包 您可以通过接口管理软件包，包括上传、取消上传、查询、
删除、发布、取消发布软件包等。

管理采集机
（运维）

您可以通过接口管理采集机，包括将采集机加入或移除资源
池、采集机的授权与取消授权等。

管理采集机
（用户）

您可以通过接口管理采集机，包括升级、查询、删除采集机
等。

管理采集任务 您可通过接口管理采集任务，包括创建、编辑、启动、停
止、删除采集任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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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块

类型 说明

管理本地上传
任务

您可以通过接口管理本地上传任务，包括查询、删除、取消
本地上传任务等。

数据接入备份
恢复

包括数据库的备份和恢复接口。

采集机相关接
口（机机接
口）

包括注册、更新采集机，上报采集过程及状态等接口。

订购数据服务
相关接口

包括订购、退订数据服务等接口。

管理用户信息 您可以通过接口获取用户角色信息。

施工数据相关
接口

您可以通过接口查询城市编码和rest-NetMap动态参数。

网图服务相关
接口

包括创建流程、任务等接口。

数据解析 包括数据解析的接口。

数据备份 包括数据备份接口。

数据恢复 包括数据恢复接口。

数
据
准
备

项目管理接口 您可以通过接口创建、启动、修改、查询和停止项目等。

任务管理接口 包括任务的创建、修改、删除和查询等接口。

模板管理接口 您可以通过接口保存项目为模板、使用模板创建项目和查看
模板详情以及发布模板等。

目录管理接口 您可以通过接口创建、查看、修改和删除目录。

页面控制接口 您可以通过接口检查当前登录用户是否具有管理公共模板等
权限、检查当前登录租户是否在体验白名单内和判断当前登
录租户是否已订购数据服务等。

统计接口 包括查询TOP公共模板和TOP应用包的接口。

北向接口 包括北向的查询本地上传日志、调用启动项目、停止项目、
卸载项目和查询项目状态等接口。

项目运行历史
记录接口

您可以通过接口查询项目运行记录列表和项目运行记录日志
详情，也可以通过接口下载项目历史任务的日志。

订购退订接口 包括订购和退订数据准备以及更改订购状态等接口。

调测接口 您可以通过接口查询模型字段列表、获取模型分析结果、查
询文件字段列表等。

内置任务接口 您可以通过接口获取已发布的目录、获取内置任务等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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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块

类型 说明

数据模型接口 您可以通过接口判断模型名称是否存在、查询模型详情、根
据层级查询模型、查询模型层级等接口。

 

5.3 环境准备

5.3.1 获取请求认证
调用接口采用Token认证方式，通过Token认证通用请求。

Token 认证

当您使用Token认证方式完成认证鉴权时，需要获取用户Token并在调用接口时增加
“X-Auth-Token”到业务接口请求消息头中。

步骤1 向“https://IAM的Endpoint/v3/auth/tokens”的URL中发送POST请求。

（IAM的Endpoint及POST请求消息体中的区域名称，请参见地区和终端节点中的“统
一身份认证服务 IAM”表格。区域名称如“华北-北京四”可在右上角账号左侧查看，
对应Endpoint如“iam.cn-north-4.myhuaweicloud.com”，则对应获取token的URL
为“https://iam.cn-north-4.myhuaweicloud.com/v3/auth/tokens”）

当服务区域名称为“所有”时，选择IAM“华北-北京一”的Endpoint。

请求内容示例如下：

说明

下面示例代码中的斜体字需要替换为实际内容，详情请参考《统一身份认证服务API参考》。

{ 
  "auth": { 
    "identity": { 
      "methods": [ 
        "password" 
      ], 
      "password": { 
        "user": { 
          "name": "username", 
          "password": "password", 
          "domain": { 
            "name": "username" 
          } 
        } 
      } 
    }, 
    "scope": { 
      "project": { 
        "name": "cn-north-4" //假设项目名称是"cn-north-4"
      } 
    } 
  } 
}

步骤2 获取Token。向上述URL中发送请求响应成功后在响应消息头中包含的“X-Subject-
Token”的值即为Token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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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调用业务接口，在请求消息头中增加“X-Auth-Token”，“X-Auth-Token”的取值为
步骤2中获取的Token。

----结束

5.3.2 获取项目 ID 和租户 ID
在调用接口的时候，部分URL中需要填入项目ID（project_id或者tenant_id，本文中
project_id和tenant_id含义一样），所以需要先在管理控制台上获取到项目ID。项目ID
获取步骤如下：

步骤1 注册并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用户名，在下拉列表中单击“基本信息”。

步骤3 在基本信息页面单击“管理我的凭证”。

在“我的凭证”页面的项目列表中查看项目ID，如图5-1所示。

图 5-1 查看项目 ID

----结束

5.4 接口使用方法
数据服务API符合RESTful API设计理论。REST从资源的角度观察整个网络，分布在各
处的资源由URI（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确定，客户端的应用通过URL
（Unified Resource Locator）获取资源。URL的一般格式为：https://Endpoint/uri。
其中uri为资源路径，也即API访问的路径。

数据服务接口采用HTTPS传输协议，请求/响应报文使用JSON报文，媒体类型表示为
Application/json。

REST从资源的角度来观察整个网络，提供创建、查询、更新、删掉等方法访问服务的
资源。

REST API请求/响应对可以分为五个部分：

● 请求URI

● 请求消息头

● 请求消息体

● 响应消息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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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应消息体

请求 URI
● URI格式

{URI-scheme} :// {Endpoint} / {resource-path} ? {query-string}
尽管请求URI包含在请求消息头中，但大多数语言或框架都要求您从请求消息中单
独传递它，所以在这单独拿出来强调。

● URI中的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URI-scheme 表示用于传输请求的协议。

Endpoint 指定承载REST服务端点的服务器域名或IP，从地区和终端节
点中获取。

resource-path 资源路径，也即API访问路径。从具体接口的URI模块获取，
例如“v3/auth/tokens”。

Query string 可选参数，例如API版本或资源选择标准。

 

请求消息头

请求消息头包含如下两部分。

● HTTP方法（也称为操作或动词），它告诉服务你正在请求什么类型的操作。

表 5-3 HTTP 方法

方法 说明

GET 请求服务器返回指定资源。

PUT 请求服务器更新指定资源。

POST 请求服务器新增资源或执行特殊操作。

DELETE 请求服务器删除指定资源，如删除对象等。

HEAD 请求服务器资源头部。

PATCH 请求服务器更新资源的部分内容。

当资源不存在的时候，PATCH可能会去创建一个新的资源。

 
● 可选的附加请求头字段，如指定的URI和HTTP方法所要求的字段。详细的公共请

求消息头字段请参见表 公共请求消息头，其中请求认证信息请参见获取请求认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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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公共请求消息头

名称 描述 是否必选 示例

Content-
Type

消息体的类型（格
式）

是 application/json

X-Auth-
Token

Token认证信息，通过
Token认证获取。

当使用Token
方式认证
时，必须填
充该字段。

-

X-Sdk-
Date

请求发送的时间。 当使用AK/SK
认证时，必
须填该字
段。

20151222T034042Z

Authoriza
tion

签名认证信息该值来
源于请求签名结果。

当使用AK/SK
认证时，必
须填该字
段。

SDK-HMACSHA256
Credential=ZIRRKMTWP
TQFQI1WKNKB/
20151222/
cnnorth-1/ec2/
sdk_request,
SignedHeaders=content-
type;host;x-sdk-date,
Signature=7972cc91458
76d174b3862188a0f618
19431fa71c8a8a060809
ea8b898e3eaa9
Host:www.myhuaweiclo
ud.com

 

请求消息体

请求消息体通常以结构化格式（如JSON）发出，与请求消息头中Content-type对应，
传递除请求消息头之外的内容。

若请求消息体中参数支持中文，则中文字符必须为UTF-8编码。

响应消息头

响应消息头包含如下两部分。

● 一个HTTP状态代码，从2xx成功代码到4xx或5xx错误代码。 或者可以返回服务定
义的状态码，如API文档中所示。

● 附加响应头字段，如支持请求的响应所需，如Content-type响应消息头。详细的
公共响应消息头字段请参见表 响应消息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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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响应消息头

名称 描述 示例

Date HTTPS协议标准报头。表示消息发送
的时间，时间的描述格式由rfc822定
义。

Mon, 12 Nov 2007
15:55:01 GMT

Server HTTPS协议标准报头。包含了服务器
用来处理请求的软件信息。

Apache

Content-
Length

HTTPS协议标准报头。用于指明实体
正文的长度，以字节方式存储的十进
制数字来表示。

xxx

Content-Type HTTPS协议标准报头。用于指明发送
给接收者的实体正文的媒体类型。

application/json

 

响应消息体

响应消息体通常以结构化格式（如JSON）返回，与响应消息头中Content-type对应，
传递除响应消息头之外的内容。

发起请求

共有三种方式可以基于已构建好的请求消息发起请求，分别为：

● cURL
cURL是一个命令行工具，用来执行各种URL操作和信息传输。cURL充当的是
HTTP客户端，可以发送HTTP请求给服务端，并接收响应消息。cURL适用于接口
调试。关于cURL详细信息请参见https://curl.haxx.se/。

● 编码

通过编码调用接口，组装请求消息，并发送处理请求消息。

● REST客户端

Mozilla、Google都为REST提供了图形化的浏览器插件，发送处理请求消息。针
对Firefox，请参见Firefox RESTClient。针对Chrome，请参见Chrome
RESTClient。

5.5 数据集

5.5.1 数据集订购接口

5.5.1.1 订购数据集

功能介绍

外部用户在NAIE平台上订购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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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v1.0/external/datacatalog/order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catalog/order
{
    "user" : {
        "id" : "telclommmd",
        "type" : "test",
        "appId" : "AI"
    },
    "resources_infos" : [{
            "order_id" : "orderId-la4g45t8",
            "resources" : [{
                    "type" : "OBS",
                    "attributes" : {
                        "storage_type" : "STANDARD",
                        "endpoint" : "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create_time" : "2018-11-20 11:02:25",
                        "bucket_type" : "private",
                        "bucket_url" : "#/obs/bucket-ptye9xuk/list",
                        "bucket_name" : "bucket-ptye9xuk",
                        "region" : "southchina"
                    }
                }
            ]
        }
    ],
    "additionInfo" : {
        "products" : [{
                "code" : "11",
                "regionId" : "southchina",
                "azId" : "az-1",
                "chargingMode" : "1",
                "perioType" : "2",
                "periodNumber" : "3",
                "subscriptionNumber" : "4",
                "attributes" : {
                    "hdfs测试数据模型" : 1
                }
            }
        ]
    }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user 否 JSON 用户信息，暂时
不用，按照模板
填写。

resources_infos 否 JSON 资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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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additionInfo 否 JSON 附加信息，描述
订购内容。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HttpStatus:200

● 失败响应样例
HttpStatus:500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HttpStatu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1.2 取消订购数据集

功能介绍

外部用户在NAIE平台上取消订购数据集。

URI
● URI格式

DELETE /softcomai/datalake/v1.0/external/datacatalog/order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DELETE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v1.0/external/datacatalog/order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HttpStatus:200

● 失败响应样例
HttpStatus:500

● 要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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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HttpStatu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1.3 更新订单的状态信息

功能介绍

更新订单的状态信息。

URI
● URI格式

PU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catalog/order/updateOrderstatu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U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catalog/order/updateOrderstatus
{
  "orderId":"oderId" //订单ID的信息
  "status":"GRACE||RETENTION||SUCCESS"//宽限期，保留期，续费成功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orderId 是 String 订单ID的信息。

status 是 String 状态信息：宽限
期，保留期，续
费成功。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 true,
"returnData" : "OK"
}

● 失败响应样例
{            
"success" : false,
"errorMsg":"intetnal error",
"errorCode":"ErrorCode1",
"returnData":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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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2 数据集发布接口

5.5.2.1 获取数据集的版本

功能介绍

获取数据集的版本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version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v1.0/version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Version”:“V100R005C00B022”
}

● 失败响应样例
HttpStatus:500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2.2 查询待发布的数据集信息

功能介绍

查询待发布的数据集信息，待发布的数据集是从数据权限模块获取。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originDataModels

● 参数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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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v1.0/originDataModels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 true,
    "returnData" : [{
            "id" : "402880c6670d6c8501679719c1ad01a7",
            "pId" : "0",
            "label" : "训练数据集",
            "desc" : {},
            "disabled" : false,
            "isMetaDataInfo" : false,
            "children" : [{
                    "id" : "402880c6670d6c850101a8",
                    "pId" : "402880c6670d6c89c1ad01a7",
                    "label" : "DC_PUE",
                    "disabled" : false,
                    "isMetaDataInfo" : true,
                    "secretLevel" : "内部公开",
                    "children" : []
                }, ]
        }
    ]
}

● 失败响应样例
{
Success:fals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id String 目录ID。

pId String 父目录ID。

label String 目录或者数据集节点的显示名称。

children JSON列表 子目录类表。

isMetaDataIn
fo

Boolean 是否为元数据（数据集）的标识。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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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3 发布详细的数据集信息

功能介绍

对请求中的数据集进行申请发布操作，申请发布后会提交到审批模块由Data Owner进
行审批，审批通过后自动启动发布流程，将数据集发布到数据集中。

URI
● URI格式

PU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publish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U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publish
[{
"id" : "4028841c69de34680169e74e2dc00027",
"pId" : "4028841c699f47030169b7ec6c8e022d",
"label" : "\u57fa\u7ad9\u8282\u80fd\u8bad\u7ec3\u96c6_8",
"disabled" : false,
"isMetaDataInfo" : true,
"secretLevel" : "3",
"desc" : {
"expire" : "2022-01-23 23:59:59",
"descrip" : "\u6570\u636e\u96c64028841c69de34680169e74e2dc00027\u63cf
\u8ff0\uff08\u81ea\u52a8\u5316\u6d4b\u8bd5\u6dfb\u52a0\uff09",
"tanentRange" : [],
"userRange" : []
},
"isNeedApprove": 1
}, {
"id" : "4028841c69de34680169e7520d3a0034",
"pId" : "4028841c699f47030169b7ec6c8e022d",
"label" : "\u5468\u671f\u6027\u6d4b\u91cf\u62a5\u544a",
"disabled" : false,
"isMetaDataInfo" : true,
"secretLevel" : "3",
"desc" : {
"expire" : "2022-01-23 23:59:59",
"descrip" : "\u6570\u636e\u96c64028841c69de34680169e7520d3a0034\u63cf
\u8ff0\uff08\u81ea\u52a8\u5316\u6d4b\u8bd5\u6dfb\u52a0\uff09",
"tanentRange" : [],
"userRange" : []
},
"isNeedApprove": 1
}
]

● 参数说明

表 5-6 Body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id 是 String 节点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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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Id 是 String 父节点的ID。

label 否 String 标签信息。

desc 否 String 数据集的描述信
息。

disabled 否 String 标识是否可以进行
发布。

isMetaDataInfo 是 String 是否是元数据。

secretLevel 否 String 秘密级别。

iconClass 否 String 发布图标。

isChecked 否 String 是否在界面中被用
户选中。

isNeedApprove 否 Integer 是否需要审批，取
值包括如下：

● 0：需要审批。

● 1：不需要审批。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 true,
            "returnData" : "true
}

● 失败响应样例
{
            "success" : false,
}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2.4 查看已发布的数据集

功能介绍

管理侧数据运营工程师查看当前已发布的所有数据集和目录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published

● 参数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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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published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 true,
    "returnData" : [{
            "id" : "4028841c6910281501691041c1280001",
            "pId" : "0",
            "label" : "类三HDFS测试",
            "disabled" : false,
            "isMetaDataInfo" : false,
            "secretLevel" : "2",
            "children" : [{
                    "id" : "4028841c69102815016910bd03550035",
                    "pId" : "4028841c6910281501691041c1280001",
                    "label" : "test0002hive",
                    "disabled" : false,
                    "isMetaDataInfo" : true,
                    "secretLevel" : "2"
                }, {
                    "id" : "4028841c69102815016913e359170049",
                    "pId" : "4028841c6910281501691041c1280001",
                    "label" : "CopyOf_hdfs测试数据",
                    "disabled" : false,
                    "isMetaDataInfo" : true,
                    "secretLevel" : "2"
                }, {
                    "id" : "4028841c691028150169104aa6dd0006",
                    "pId" : "4028841c6910281501691041c1280001",
                    "label" : "hdfs测试数据",
                    "disabled" : false,
                    "isMetaDataInfo" : true,
                    "secretLevel" : "2"
                }, {
                    "id" : "4028841c699f47030169a30d065a0019",
                    "pId" : "4028841c6910281501691041c1280001",
                    "label" : "AuditLogggggg",
                    "disabled" : false,
                    "isMetaDataInfo" : true,
                    "secretLevel" : "2"
                }
            ]
        }, {
            "id" : "4028841c69102815016910423ba60005",
            "pId" : "0",
            "label" : "类三hive测试",
            "disabled" : false,
            "isMetaDataInfo" : false,
            "secretLevel" : "1",
            "children" : [{
                    "id" : "4028841c691028150169104b8f670021",
                    "pId" : "4028841c69102815016910423ba60005",
                    "label" : "hive测试数据",
                    "disabled" : false,
                    "isMetaDataInfo" : true,
                    "secretLevel" : "1"
                }
            ]
        }, {
            "id" : "4028841c6914316e0169148a8147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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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d" : "0",
            "label" : "hdfs测试数据模型",
            "disabled" : false,
            "isMetaDataInfo" : false,
            "secretLevel" : "1",
            "children" : [{
                    "id" : "4028841c6914316e0169148ae6b30003",
                    "pId" : "4028841c6914316e0169148a81470001",
                    "label" : "CopyOf_hdfs测试数据",
                    "disabled" : false,
                    "isMetaDataInfo" : true,
                    "secretLevel" : "3"
                }
            ]
        }
    ]
}

● 失败响应样例
{
Success:fals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id String 目录ID。

pId String 父目录ID。

label String 目录或者数据集节点的显示名称。

children JSON列表 子目录类表。

isMetaDataIn
fo

Boolean 是否为元数据（数据集）的标识。

secretLevel String 密级。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2.5 下架数据集

功能介绍

对请求中的数据集进行申请下架操作，申请发布后会提交到审批模块由Data Owner进
行审批，审批通过后自动启动下架流程，将数据集从数据集下架，下架后的数据集将
不能在数据集中查看到，且不能提供给消费侧订阅使用。

URI
● URI格式

DELETE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pu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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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DELETE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published
[{
        "id" : "2137225792389829783"

    }, {
        "id" : "5403334550311749834"
    }
]

● 参数说明

表 5-7 Body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id 是 String 待下架的数据集
的ID。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 true,
            "returnData" : "true
}

● 失败响应样例
{
            "success" : false,
}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2.6 自动发布数据集

功能介绍

对请求中的数据集进行申请发布操作，申请发布后会提交给Data Owner角色用户进行
审批，如果此数据集的dataFrom配置了自动发布，就会自动审批通过。

URI
● URI格式

PU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autoMgr/publish

● 参数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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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 请求样例

PU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autoMgr/publish
[{
    "datasetName": "xxx",
    "sourceDirUrl": "Default/dir",
    "targetDirUrl": "DataGenerate",
    "userId": "1234567890",
    "userName": "1234567890",
    "tenantName": "aidomainalpha",
    "tenantId": "aidomainalpha_",
    "projectId": "aidomainalph",
    "desc":"xxxxxx"
}]

● 参数说明

表 5-8 Body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Name 是 String 数据集名称。

sourceDirUrl 是 String 数据集在数据权
限侧所在的目
录。

targetDirUrl 是 String 数据集发布到数
据集后所在的目
录。

desc 否 String 数据集描述信
息。

userId 是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是 String 用户名称。

tenantId 是 String 租户ID。

tenentName 是 String 租户名称。

projectId 是 String 项目ID。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 true,
            "returnData" : {
     "applyId":"xxxxx",
     "autoPublish","true"
  }
}

● 失败响应样例
{
"success": false,
"errorMsg": "待发布的数据集不存在，可能的原因是无此数据集，或者已被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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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Code": "23469349.30000.01036"
}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2.6.1 一键发布数据集

功能介绍

使用具有数据运营师权限的账号在首页可以一键自动发布数据集，不需要审批。

URI
● URI格式

PU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auto/oneStepPublish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U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auto/oneStepPublish
[
    {
        "origDatasetUid": "6a75cdf7569b47beae9332748fbb44f1",
        "businessName": "test00600",
        "entityName": "test00600",
        "progressId":"D_1619427705462_78616298465",
        "expireDate":"2024-04-26 23:59:59"
    }
]

● 参数说明

表 5-9 Body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origDatasetUid 是 String 元数据ID。

businessName 是 String 数据集名称。

entityName 是 String 实体名称。

progressId 否 String 进程ID。

expireDate 否 String 过期时间。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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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Code": null,
"returnData": "true"
}

● 失败响应样例
{
"success": false,
"errorMsg": "待发布的数据集不存在，可能的原因是无此数据集，或者已被发布",
"errorCode": "23469349.30000.01036"
}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2.7 获取发布的数据集 ID

功能介绍

获取发布的数据集ID。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autoMgr/publish/getId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autoMgr/publish/getId
{
    "datasetName":"发布的数据集名称",
    "targetDirUrl":"发布的数据集路径",
    "userId": "1231131231",
    "userName": "test001",
    "tenantName": "ai_train_0123456789_01",
    "tenantId": "4e10259f54a340b4bdde616cdec732d6",
    "projectId": "6ff66652397f49dcb586a95b54429421"
}

● 参数说明

表 5-10 Body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Name 是 String 数据集名称。

targetDirUrl 是 String 数据集发布到数
据集后所在的目
录。

userId 是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是 String 用户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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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enantId 是 String 租户ID。

tenentName 是 String 租户名称。

projectId 是 String 项目ID。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true,
    "returnData":{
        "id":"xxxxx",
        "dir":"xxx/xxxx",
    "datasetName":"datasetName"
    }
}

● 失败响应样例
{
"success": false,
"errorMsg": "待发布的数据集不存在，可能的原因是无此数据集，或者已被发布",
"errorCode": "23469349.30000.01036"
}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2.8 根据申请单号查询申请进度和详情

功能介绍

对自动发布接口中返回的申请单号，可以查询申请的详情信息和申请的审批状态。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autoMgr/publish/{applyId}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autoMgr/publish/{applyId}

● 参数说明

表 5-11 Body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applyId 是 String 申请单号。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5 API 参考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42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id": "1472",
"applyId": "20191108161551-2028400065",
"applyType": "Publish",
"applyUser": "test001",
"applyUserId": "06ce44035f80d5421ff5c004e706c391",
"applyTenantId": "4e10259f54a340b4bdde616cdec732d6",
"approveUser": "xxxxx",
"approveUserAppId": "4e10259f54a340b4bdde616cdec732d6",
"applyTime": "2019-11-08 16:15:52",
"approveTime": "2019-11-08 16:20:51",
"applyStatus": 0,
"applyContent": "[{\"id\":\"402880a76dc838bc016dec18e2896161\",\"pId\":\"1061667308918309325\",
\"label\":\"dwstest102\",\"desc\":{\"expire\":\"2022-11-07 16:15:50\",\"descrip\":\"dwstest1021_train\",
\"tanentRange\":[],\"userRange\":[]},\"datasetOwnerContactList\":[{\"userId\":\"xxxxxx\",\"userName
\":\"lxxxi\",\"tenantId\":\"4e10259f54a340b4bdde616cdec732d6\",\"tenantName\":\"axxxxx\",\"email\":
\"xxxxx\"}],\"disabled\":false,\"isMetaDataInfo\":true,\"secretLevel\":\"3\",\"isAllPublish\":false,
\"autoPublish\":false,\"children\":[]}]",
"approvalComments": "tr"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结果详情。

applyId String 申请单号。

applyType String 申请类型。

applyUser String 申请人员用户名。

approveUser Stirng 审批人员用户名。

approveUserAppId String 审批人员租户ID。

applyTime String 申请时间。

approveTime String 审批时间

applyContent String 申请内容。

applyStatus Int 申请状态包括如下：

● 0：审批通过。

● 大于0：审批中。

● -1：审批被拒绝。

approvalComments String 审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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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2.9 获取已发布数据集的 source 列表

功能介绍

获取已发布数据集的sources列表。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publishedSourceList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publishedSourceList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xxxxxxx",
"yyyyyyyy"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List 已经发布的数据集ID列表。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2.10 查询该租户下能够发布的逻辑目录的节点信息

功能介绍

数据运营工程师登录到数据集中，查看该租户下能够发布的逻辑目录的节点信息。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5 API 参考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44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originDataModels/datacatalog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originDataModels/datacatalog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 true,
    "returnData" : [{
            "id" : "0",
            "pId" : "",
            "label" : "DG",
            "desc" : {},
            "disabled" : false,
            "isMetaDataInfo" : false,
            "isAllPublish" : false,
            "autoPublish" : false,
            "timeLimitAuto" : false,
            "children" : [{
                    "id" : "402880c96d70ac63016f1be7cbf22148",
                    "pId" : "0",
                    "label" : "核心网通道",
                    "desc" : {},
                    "disabled" : false,
                    "isMetaDataInfo" : false,
                    "isAllPublish" : false,
                    "autoPublish" : false,
                    "timeLimitAuto" : false,
                
}
            ]
        }
    ]
}

● 失败响应样例
{
"success": false,
"errorMsg": "",
"errorCode": "23469349.30000.01036"
}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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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11 查看该租户下能够发布的数据集的信息

功能介绍

数据运营工程师登录到数据集中，查看某个逻辑目录下能够对外发布的数据集信息。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v1.0/originDataModels/entity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softcomai/datalake/v1.0/originDataModels/entitys
[{
        "id" : "0",
        "pId" : "",
        "label" : "DG",
        "desc" : {},
        "disabled" : false,
        "isMetaDataInfo" : false,
        "isAllPublish" : false,
        "autoPublish" : false,
        "timeLimitAuto" : false,
        "children" : [{
                "id" : "402880c96d70ac63016f1be7cbf22148",
                "pId" : "0",
                "label" : "核心网通道",
                "desc" : {},
                "disabled" : false,
                "isMetaDataInfo" : false,
                "isAllPublish" : false,
                "autoPublish" : false,
                "timeLimitAuto" : false,
                "children" : [{
                        "id" : "402880c96d70ac63016f1be84b2d2149",
                        "pId" : "402880c96d70ac63016f1be7cbf22148",
                        "label" : "",
                        "desc" : {},
                        "disabled" : false,
                        "isMetaDataInfo" : false,
                        "isAllPublish" : false,
                        "autoPublish" : false,
                        "timeLimitAuto" : false,
                        "children" : [],
                        "iconClass" : "ti-icon ti-icon-file",
                        "isExpanded" : false
                    }
                ],
                "iconClass" : "ti-icon ti-icon-file",
                "isExpanded" : false
            }
        ],
        "iconClass" : "ti-icon ti-icon-file",
        "isExpanded" : false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5 API 参考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46



    }
]

● 参数说明

表 5-12 Body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id 否 String 当前节点的ID，
该节点的ID在后
台不生效。

pId 否 String 当前节点的父节
点的ID。

label 否 String 标签信息。

desc 是 String 描述信息。

isMetaDataInfo 否 boolean 是否是数据集。

isAllPublish 是 boolean 是否全部为内部
可见。

autoPublish 是 boolean 是否是自动化接
口发布的数据
集。

timeLimitAuto 是 boolean 时域是否自动生
成。

children 是 Object 该节点下面的字
节点的信息。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 true,
    "returnData" : [{
            "id" : "dr-a2aa098f20264f24bbb413b68fd9847e",
            "pId" : "dr-4319a8ff97f245479f8be8e5be1b8be0",
            "label" : "测量对象",
            "disabled" : false,
            "isMetaDataInfo" : true,
            "secretLevel" : "2",
            "isAllPublish" : false,
            "dataFrom" : "DR",
            "autoPublish" : false,
            "timeLimitAuto" : false,
            "children" : []
        }
    ]
}

● 失败响应样例
{
"success": false,
"errorMs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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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Code": "23469349.30000.01036"
}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3 目录管理接口

5.5.3.1 查询用户所能看到的目录结构

功能介绍

查询用户所能看到的目录结构。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catalogs/tree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v1.0/catalogs/tree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 true,
    "returnData" : [{
            "id" : "402898ac672b54fd016744f23fbb0050",
            "pId" : "0",
            "label" : "一方数据_HW",
            "children" : [{
                    "id" : "402898ac672b54fd0167450accee005a",
                    "pId" : "402898ac672b54fd016744f23fbb0050",
                    "label" : "主题数据--网络状态",
                    "children" : [{
                            "id" : "402898ac6782434a016782db8ac1001d",
                            "pId" : "402898ac672b54fd0167450accee005a",
                            "label" : "周期性测量",
                            "children" : []
                        }
                    ]
                }
            ]
        }
    ]
}

● 要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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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id String 目录ID。

pId String 父目录ID。

label String 目录的显示名称。

children JSON 子目录类表。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3.2 创建目录

功能介绍

管理员创建目录。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v1.0/catalog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aissowulanalpha.inhuawei.com/dataset/softcomai/datalake/v1.0/catalogs
[
{
"nodeName": "接入网",
"parentNodeId": "4558837511291541433",
"secretLevel": "3",
"comment": "",
"message": ""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nodeName 是 String 目录名称。

parentNodeI
d

是 String 目录父节点的ID。

secretLevel 是 String 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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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comment 是 String 备注。

message 是 String 备注。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String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3.3 修改目录

功能介绍

管理员修改目录。

URI
● URI格式

PUT /softcomai/datalake/v1.0/catalog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UT https://aissowulanalpha.inhuawei.com/dataset/softcomai/datalake/v1.0/catalogs
[
{
"nodeId": "3749271058946006501",
"nodeName": "无线接入网01",
"parentNodeId": "4558837511291541433",
"secretLevel": "3",
"comment": "描述信息",
"message": ""
}]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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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nodeId 是 String 目录节点ID。

nodeName 是 String 目录名称。

parentNodeI
d

是 String 目录父节点的ID。

secretLevel 是 String 密级。

comment 是 String 备注。

message 是 String 备注。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String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3.4 数据管理者查询目录

功能介绍

数据管理者查看能管理的目录树。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catalogs/admin/tree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catalogs/admin/tree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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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
"id": "4832665986944823199",
"pId": "0",
"label": "iMaster NAIE数据集",
"secretLevel": "3",
"secretLevelShow": "秘密",
"children": [
{
"id": "3343759697104414348",
"pId": "4832665986944823199",
"label": "AI应用数据集",
"secretLevel": "3",
"secretLevelShow": "秘密",
"children": [
{
"id": "9066151065890594972",
"pId": "3343759697104414348",
"label": "云核心网",
"secretLevel": "3",
"secretLevelShow": "秘密",
"children": []
},
{
"id": "233354352536725172",
"pId": "3343759697104414348",
"label": "园区网络",
"secretLevel": "3",
"secretLevelShow": "秘密",
"children": []
},
{
"id": "5960466819173103601",
"pId": "3343759697104414348",
"label": "固定接入",
"secretLevel": "3",
"secretLevelShow": "秘密",
"children": []
},
{
"id": "1930965109629857097",
"pId": "3343759697104414348",
"label": "承载网络",
"secretLevel": "3",
"secretLevelShow": "秘密",
"children": []
},
{
"id": "375252172027615631",
"pId": "3343759697104414348",
"label": "无线接入",
"secretLevel": "3",
"secretLevelShow": "秘密",
"children": []
},
{
"id": "105492919821655068",
"pId": "3343759697104414348",
"label": "流程IT",
"secretLevel": "3",
"secretLevelShow": "秘密",
"childr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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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d": "6787554429672580131",
"pId": "3343759697104414348",
"label": "能源和IT",
"secretLevel": "3",
"secretLevelShow": "秘密",
"children": []
},
{
"id": "6113299040457399155",
"pId": "3343759697104414348",
"label": "跨域网络",
"secretLevel": "3",
"secretLevelShow": "秘密",
"children": []
},
{
"id": "5519414930355963485",
"pId": "3343759697104414348",
"label": "运营商BG",
"secretLevel": "3",
"secretLevelShow": "秘密",
"children": []
}]
},
{
"id": "4558837511291541433",
"pId": "4832665986944823199",
"label": "主题数据集",
"secretLevel": "3",
"secretLevelShow": "秘密",
"children": [

{
"id": "7039271394963952752",
"pId": "4558837511291541433",
"label": "云核心网",
"secretLevel": "3",
"secretLevelShow": "秘密",
"children": []
},
{
"id": "4126756165299645493",
"pId": "4558837511291541433",
"label": "接入网",
"secretLevel": "3",
"secretLevelShow": "秘密",
"children": []
},
{
"id": "3749271058946006501",
"pId": "4558837511291541433",
"label": "无线接入网01",
"secretLevel": "3",
"secretLevelShow": "秘密",
"comment": "描述信息",
"children": []
}]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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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id String 目录ID。

pId String 父ID。

label String 目录名称。

secretLevel String 密级。

secretLevelShow String 业务名称。

comment String 描述信息。

children JSON 子节点。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3.5 删除目录

功能介绍

管理员删除目录。

URI
● URI格式

DELETE /softcomai/datalake/v1.0/catalog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DELETE https://aissowulanalpha.inhuawei.com/dataset/softcomai/datalake/v1.0/catalogs
[{"nodeId":"3749271058946006501"}]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nodeId 是 String 目录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5 API 参考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54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String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3.6 自动创建目录

功能介绍

根据用户信息自动创建目录。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v1.0/catalogs/autoMgr/create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v1.0/catalogs/autoMgr/create
{
"userId": "xxxx",
"userName": "xxxx",
"tenantName": "xxxx",
"tenantId": "xxxx",
"projectId": "xxxx"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userId 是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是 String 用户名称。

tenantId 是 String 租户ID。

tenantName 是 String 租户名称。

projectId 是 String 项目ID。

 

响应
● 响应样例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5 API 参考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55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DataGenerate_4e10259f54a340b4bdde616cdec732d6"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String 自动生成的目录。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4 数据集管理接口

5.5.4.1 根据数据集 ID 查询数据集描述信息

功能介绍

根据数据集ID查询数据集描述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id 是 String 数据集的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1189460467306660722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id": "2845412935691619309",
        "name": "Christmas1",
        "businessName": "Christmas1",
        "scheme": "",
        "url": "375252172027615631--3343759697104414348--4832665986944823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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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setType": "HIVE",
        "comment": "Christmas1",
        "syncSampleData": "false",
        "source": "402880a76e91e909016eceadcaec1324",
        "dataAmount": "",
        "secretLevel": "15",
        "secretLevelShow": "",
        "expireDate": "2022-12-14 23:59:59",
        "publishRange": 
        {
            "userRangeList": [],
            "tenantRangeList": []
        },
        "appendMetadata": "{}",
        "dataFrom": "DG",
        "classCode": "TABLE",
        "tenantId": "aitrainalpha_wulan3_test1",
        "simpleCount": "96",
        "timeLimit": "2028.0~3093.0",
        "subscriptionFlag": "0",
        "addCartFlag": "0",
        "timeLimitAuto": false,
        "subscriptionCounts": 0,
        "downloadCounts": 0,
        "viewCounts": 2,
        "dataTags":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id String 数据集ID。

name String 数据集名称。

businessName String 数据集名称。

scheme String 模式，暂无用。

url String 由目录ID组成的从树根部到节点
目录的路径字符串。

datasetType String 数据集数据存储类型。

comment String 数据集备注信息。

source String 数据集来源。

dataAmount String 数据量。

secretLevel String 密级等级。

secretLevelShow String 密级等级，用于显示。

expireDate String 到期时间。

publishRange String 发布范围。

appendMetadata String 扩展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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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From String 数据来源。

timeLimit String 时域。

subscriptionFlag String 是否订阅，取值包括如下：

● 0：代表没有订阅。

● 1：代表已经订阅。

● 2：代表申请中。

addCartFlag String 是否已加入购物车，取值包括如
下：

● 0：代表已加入购物车。

● 1：代表没有加入购物车。

subscriptionCounts Int 订阅量。

downloadCounts Int 下载量。

viewCounts Int 查看量。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4.2 消费侧根据目录查询目录下的数据集

功能介绍

根据目录查询目录下的数据集，目录的路径是由目录ID组成的字符串。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
dirUrl={dirUrl}&pageNum={pageNum}&pageSize={pageSize}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irUrl 是 String 目录ID组成的字
符串或目录的
ID。

pageNum 否 int 分页用到的起始
页。

pageSize 否 int 每页数据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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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
dirUrl=4028841c692286f90169486c17f90170&pageNum=1&pageSize=5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irUrl 是 String 目录ID组成的字
符串或目录的
ID。

pageNum 否 int 分页用到的起始
页。

pageSize 否 int 每页数据条数。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page": 
        {
            "currentPageNum": 1,
            "lastPageNum": 1,
            "totalPageNum": 1,
            "startRowIndex": 0,
            "gotoPageNum": 0,
            "pageSize": 6,
            "recordCount": 5
        },
        "dataList": [
            {
                "id": "68159416589380534",
                "name": "test01",
                "businessName": "光纤施工数据",
                "scheme": "",
                "url": "9066151065890594972--3343759697104414348--4832665986944823199",
                "datasetType": "HIVE",
                "comment": "产品子域/网元覆
盖:ATS,CSC,CG,ENS,DNS,HSS,SBC,MSC,MGW,UGW,UIM,UEIR,TGW,SPSV3，UPCC,USN共16中IMS网元类
型；
特征覆盖：覆盖200+个KPI指标，包含业务接入类，话务模型类，业务完整类等类型的KPI;
时域覆盖：覆盖2019.03.07到2019.03.15连续时域；
采集精度：15分钟
修改数据：2019年12月14日",
                "syncSampleData": "false",
                "source": "402880a76e91e909016ed036d24024db",
                "dataAmount": "",
                "secretLevel": "3",
                "secretLevelShow": "秘密",
                "expireDate": "2022-12-14 23:59:59",
                "publishRange": 
                {
                    "userRangeList": [],
                    "tenantRangeList": []
                },
                "appendMetadata": "{}",
                "dataFrom": "DG",
                "classCode":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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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pleCount": "192",
                "timeLimit": "10745.0~9692.0",
                "subscriptionFlag": "1",
                "addCartFlag": "1",
                "timeLimitAuto": false,
                "subscriptionCounts": 1,
                "downloadCounts": 1,
                "viewCounts": 13,
                "dataTags": "施工数据",
                "dataSource": "2",
                "publishType": "SINGLE_PUBLISH"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page JSON 分页信息。

dataList JSON 数据集列表。

id String 数据集ID。

name String 数据集名称。

businessName String 数据集名称。

scheme String 模式，暂无用。

url String 由目录ID组成的从树根部
到节点目录的路径字符
串。

datasetType String 数据集数据存储类型。

comment String 数据集备注信息。

source String 数据集来源。

dataAmount String 数据量。

secretLevel String 密级等级。

secretLevelShow String 密级等级，用于显示。

expireDate String 到期时间。

publishRange String 发布范围。

appendMetadata String 扩展字段。

dataFrom String 数据来源。

timeLimit String 时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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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bscriptionFlag String 是否订阅，取值包括如
下：

● 0：代表没有订阅。

● 1：代表已经订阅。

● 2：代表申请中。

addCartFlag String 是否已加入购物车，取值
包括如下：

● 0：代表已加入购物
车。

● 1：代表没有加入购物
车。

subscriptionCounts Int 订阅量。

downloadCounts Int 下载量。

viewCounts Int 查看量。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4.3 管理侧根据目录查看目录下的数据集列表

功能介绍

根据目录查询目录下的数据集，目录的路径是由目录ID组成的字符串。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admin?
dirUrl={dirUrl}&pageNum={pageNum}&pageSize={pageSize}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irUrl 是 String 目录ID组成的字
符串或目录的
ID。

pageNum 否 int 分页用到的起始
页。

pageSize 否 int 每页数据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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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aissowulanalpha.inhuawei.com/datase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
admin?dirUrl=3343759697104414348&pageNum=1&pageSize=10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irUrl 是 String 目录ID组成的字
符串或目录的
ID。

pageNum 否 int 分页用到的起始
页。

pageSize 否 int 每页数据条数。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page":
{
"currentPageNum": 1,
"lastPageNum": 1,
"totalPageNum": 1,
"startRowIndex": 0,
"gotoPageNum": 0,
"pageSize": 10,
"recordCount": 5
},
"dataList": [
{
"id": "7393318883446249187",
"name": "NEWdata1",
"businessName": "NEWdata1",
"scheme": "",
"url": "233354352536725172--3343759697104414348--4832665986944823199",
"datasetType": "HDFS",
"comment": "产品子域/网元覆盖：ATS，CSC，CG，ENS，DNS，HSS，SBC，MSC，MGW，UGW，
UIM，UEIR，TGW，SPSV3，UPCC，USN共16种IMS网元类型；
覆盖告警类别：communication、quality_of_servicesecurity_or_mech_violation、Software system等共
8+种
时域覆盖：2018.05到2018.06",
"syncSampleData": "false",
"source": "402880a76e91e909016ec99a88f55899",
"dataAmount": "",
"secretLevel": "15",
"secretLevelShow": "绝密",
"expireDate": "2022-12-14 23:59:59",
"publishRange":
{
"userRangeList": [],
"tenantRangeList": []
},
"appendMetadata": "{}",
"dataFrom": "DG",
"classCode": "TABLE",
"timeLimit": "2000/02/01~2099/12/31",
"subscriptionFlag":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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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CartFlag": "0",
"timeLimitAuto": false,
"subscriptionCounts": 0,
"downloadCounts": 0,
"viewCounts": 0,
"dataTags":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page JSON 分页信息。

dataList JSON 数据集列表。

id String 数据集ID。

name String 数据集名称。

businessName String 数据集名称。

scheme String 模式，暂无用。

url String 由目录ID组成的从树根
部到节点目录的路径字
符串。

datasetType String 数据集数据存储类型。

comment String 数据集备注信息。

source String 数据集来源。

dataAmount String 数据量。

secretLevel String 密级等级。

secretLevelShow String 密级等级，用于显示。

expireDate String 到期时间。

publishRange String 发布范围。

appendMetadata String 扩展字段。

dataFrom String 数据来源。

timeLimit String 时域。

subscriptionFlag String 是否订阅，取值包括如
下：

● 0：代表没有订阅。

● 1：代表已经订阅。

● 2：代表申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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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addCartFlag String 是否已加入购物车，取
值包括如下：

● 0：代表已加入购物
车。

● 1：代表没有加入购
物车。

subscriptionCounts Int 订阅量。

downloadCounts Int 下载量。

viewCounts Int 查看量。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4.4 根据数据集 ID 获取数据属性信息

功能介绍

根据数据集ID获取数据属性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id}/datafields?
pageNum={pageNum}&pageSize={pageSize}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id 是 String 数据集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1189460467306660722/
datafields?pageNum=1&pageSize=5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ageNum 否 int 分页用到的起始
页。

pageSize 否 int 每页数据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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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 true,
    "returnData" : {
        "page" : {
            "currentPageNum" : 1,
            "lastPageNum" : 1,
            "totalPageNum" : 1,
            "startRowIndex" : 0,
            "gotoPageNum" : 0,
            "pageSize" : 10,
            "recordCount" : 3
        },
        "dataList" : [{
                "datasetId" : "1658940099067789417",
                "sourceId" : "402898ac6782434a01678323968b007e",
                "attrId" : "402898ac6782434a0167832396920080",
                "attrName" : "ReportID",
                "attrDesc" : "测量报告标识",
                "attrType" : "STRING",
                "dataLen" : 50,
                "sn" : "0.0",
                "entityId" : "402898ac6782434a01678323968b007e",
                "createOper" : "sysadmin",
                "createTime" : "2018-12-20T08:26:23.764+0000",
                "modifyOper" : "xxxxxx",
                "modifyTime" : "2018-12-20T08:26:23.764+0000",
                "status" : "1"
            }, {
                "datasetId" : "1658940099067789417",
                "sourceId" : "402898ac6782434a01678323968b007e",
                "attrId" : "402898ac6782434a0167832396920081",
                "attrName" : "DescriptionID",
                "attrDesc" : "描述标识",
                "attrType" : "STRING",
                "dataLen" : 50,
                "sn" : "1.0",
                "entityId" : "402898ac6782434a01678323968b007e",
                "createOper" : "sysadmin",
                "createTime" : "2018-12-20T08:26:23.765+0000",
                "modifyOper" : "xxxxx",
                "modifyTime" : "2018-12-20T08:26:23.765+0000",
                "status" : "1"
            }, {
                "datasetId" : "1658940099067789417",
                "sourceId" : "402898ac6782434a01678323968b007e",
                "attrId" : "402898ac6782434a0167832396930082",
                "attrName" : "Description",
                "attrDesc" : "描述内容",
                "attrType" : "STRING",
                "dataLen" : 1000,
                "sn" : "2.0",
                "entityId" : "402898ac6782434a01678323968b007e",
                "createOper" : "sysadmin",
                "createTime" : "2018-12-20T08:26:23.767+0000",
                "modifyOper" : "xxxxxxx",
                "modifyTime" : "2018-12-20T08:26:23.767+0000",
                "status" : "1"
            }
        ]
    }
}

● 要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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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page JSON 分页信息。

dataList JSON 数据属性列表。

datasetId String 所属数据集ID。

sourceId String 所属数据表ID。

attrId String 属性ID。

attrName String 属性名称。

attrDesc String 属性描述。

attrType String 属性类型。

dataLen Int 属性长度。

sn String 属性SN。

entityId String 所属数据表ID。

createOper String 创建者。

create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modifyOper String 修改者。

modifyTime String 修改时间。

status String 状态。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4.5 根据数据集 ID 获取样例数据信息

功能介绍

根据数据集ID获取样例数据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id}/simpledatas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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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id 是 String 数据集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1189460467306660722/
simpledatas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 true,
"returnData" : {
"page" : {
"currentPageNum" : 1,
"lastPageNum" : 1,
"totalPageNum" : 1,
"startRowIndex" : 0,
"gotoPageNum" : 0,
"pageSize" : 10,
"recordCount" : 3
},
"dataList" : [{
"datasetId" : "1658940099067789417",
"sourceId" : "402898ac6782434a01678323968b007e",
"attrId" : "402898ac6782434a0167832396920080",
"attrName" : "ReportID",
"attrDesc" : "测量报告标识",
"attrType" : "STRING",
"dataLen" : 50,
"sn" : "0.0",
"entityId" : "402898ac6782434a01678323968b007e",
"createOper" : "sysadmin",
"createTime" : "2018-12-20T08:26:23.764+0000",
"modifyOper" : "xxxxxxx",
"modifyTime" : "2018-12-20T08:26:23.764+0000",
"status" : "1"
}, {
"datasetId" : "1658940099067789417",
"sourceId" : "402898ac6782434a01678323968b007e",
"attrId" : "402898ac6782434a0167832396920081",
"attrName" : "DescriptionID",
"attrDesc" : "描述标识",
"attrType" : "STRING",
"dataLen" : 50,
"sn" : "1.0",
"entityId" : "402898ac6782434a01678323968b007e",
"createOper" : "sysadmin",
"createTime" : "2018-12-20T08:26:23.765+0000",
"modifyOper" : "xxxxxxxx",
"modifyTime" : "2018-12-20T08:26:23.765+0000",
"status" : "1"
}, {
"datasetId" : "1658940099067789417",
"sourceId" : "402898ac6782434a01678323968b007e",
"attrId" : "402898ac6782434a0167832396930082",
"attrName" : "Description",
"attrDesc" : "描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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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Type" : "STRING",
"dataLen" : 1000,
"sn" : "2.0",
"entityId" : "402898ac6782434a01678323968b007e",
"createOper" : "sysadmin",
"createTime" : "2018-12-20T08:26:23.767+0000",
"modifyOper" : "xxxxxxx",
"modifyTime" : "2018-12-20T08:26:23.767+0000",
"status" : "1"
}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page JSON 分页信息。

dataList JSON 样例数据列表。

datasetId String 所属数据集ID。

content String 数据或者表结构信息。

isHeader String 判断是数据还是表结构信息
（true：表结构）。

sourceId String 数据来源表的ID。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4.6 刷新数据集样例数据

功能介绍

管理员在数据集详情页面样例数据分页下刷新样例数据。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id}/simpledatas/refresh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aissowulanalpha.inhuawei.com/datase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
6382142675778847936/simpledatas/refr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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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id 是 String 数据集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String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4.7 查询样例数据刷新状态

功能介绍

根据数据集ID查询样例数据刷新状态。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id}/simpledatas/refresh/querystatus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id 是 String 数据集的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aissowulanalpha.inhuawei.com/datase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
metadata/status/2845412935691619309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Id 是 String 数据集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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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RUNNING"}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String 运行状态。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4.8 提交数据分析请求

功能介绍

管理员在数据集详情页面数据分析分页，提交数据分析请求。

URI
● URI格式

PU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Statistic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UT https://console.ulanqab.huawei.com/datase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Statistics
[{"id":"3991591119804335595"}]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id 是 String 数据集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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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String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4.9 查询数据分析状态

功能介绍

根据数据集ID查询数据集的分析任务状态。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Statistics/status/{dataset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Id 是 String 数据集的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console.ulanqab.huawei.com/datase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Statistics/
status/3991591119804335595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Id 是 String 数据集的ID。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RUNNING"}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String 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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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4.10 查询数据分析结果

功能介绍

根据数据集ID查询数据集的分析任务结果。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Statistics/{dataset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Id 是 String 数据集的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console.ulanqab.huawei.com/datase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Statistics/
3963270325235164575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Id 是 String 数据集的ID。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XXXXXXXX"}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运行结果。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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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11 根据数据集的 entitiesId 获取数据集的特征信息

功能介绍

管理侧根据数据集entitiesId获取数据集的特征信息。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v1.0/originDataModels/{entitiesId}/entitysattr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entitiesId 是 String 数据集的ID。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telcloud.huawei.com/dataset/softcomai/datalake/v1.0/originDataModels/
8a8032fc6e69ccfd016ef41c6db225e3/entitysattr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entitiesId 是 String 数据集的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
"attrId": "8a8032fc6e69ccfd016ef41c6db925e5",
"attrName": "time",
"attrDesc": "时间",
"dataType": "STRING",
"dataLen": "128",
"dataPrec": "0",
"sn": 0,
"entityId": "8a8032fc6e69ccfd016ef41c6db225e3",
"createOper": "dg4odp",
"createTime": "2019-12-11T09:16:44.186+0000",
"modifyOper": "dg4odp",
"modifyTime": "2019-12-11T09:16:44.186+0000",
"status": "1"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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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returnData JSON 特征信息。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4.12 提交样本量或者时域分析任务

功能介绍

管理员在数据集详情页面提交样本量或者时域探索任务。

URI
● URI格式

PU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metadata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UT https://telcloud.huawei.com/datase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metadata
[
{
"id": "4300280838090543444",
"appendParam":
{
"FUNCTION": [ "SIMPLE_COUNT"]
}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id 是 String 数据集ID。

timeLimit 否 String 时域信息。

appendPara
m

是 JSON 扩展参数。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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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String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4.13 查询样本量或者时域分析任务状态

功能介绍

根据数据集ID查询数据集的样本量或时域分析任务状态。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metadata/status/{dataset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Id 是 String 数据集的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aissowulanalpha.inhuawei.com/datase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
metadata/status/2845412935691619309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Id 是 String 数据集的ID。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RUNNING"}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String 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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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4.14 修改数据集

功能介绍

管理员对已发布的数据集提交修改申请。

URI
● URI格式

PU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UT https://aissowulanalpha.inhuawei.com/datase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
[
{
"id": "6382142675778847936",
"expireDate": "2022-12-15 23:59:59",
"comment": "Christmas2修改",
"syncSampleData": "false",
"ownerContactList": [

{
"tenantId": "aitrainalpha_wulan3_test1",
"tenantName": "aitrainalpha_wulan3_test1",
"userId": "aitrainalpha_wulan3_test1__0123456789",
"userName": "0123456789",
"email": "***@huawei.com"
}]
}]

● 参数说明

表 5-13 Body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id 是 String 节点的ID。

expireDate 是 String 过期时间。

comment 是 String 描述信息。

syncSampleData 是 String 是否同步样例数
据。

ownerContactList 否 JSON 联系人信息。

tenantId 否 String 租户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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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enantName 否 String 租户名称。

userId 否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否 String 用户名称。

email 否 String 邮箱。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 true,
            "returnData" : "true
}

● 失败响应样例
{
            "success" : false,
}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4.15 搜索数据集

功能介绍

指定搜索内容来搜索数据集。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search?
search={searchStr}&pageNum={pageNum}&pageSize={pageSize}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endpoin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search?search=无线
&pageNum=1&pageSize=10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search 是 String 搜索内容。

pageNum 否 int 分页用到的起始页。

pageSize 否 int 每页数据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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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 true,
"returnData" : {
"page" : {
"currentPageNum" : 0,
"lastPageNum" : 1,
"totalPageNum" : 1,
"startRowIndex" : 0,
"gotoPageNum" : 0,
"pageSize" : 2,
"recordCount" : 2
},
"dataList" : [{
"id" : "1658940099067789417",
"name" : "SS_Report_Line_Description",
"businessName" : "事件性测量报表描述的内容",
"scheme" : "",
"url" : 
"402898ac6782434a016782db8ac1001d-402898ac672b54fd0167450accee005a-402898ac672b54fd016
744f23fbb0050",
"datasetType" : "HIVE",
"comment" : "xxxxxx",
"source" : "402898ac6782434a01678323968b007e",
"dataAmount" : "",
"secretLevel" : "3",
"secretLevelShow" : "秘密",
"expireDate" : "2019-12-15",
"appendMetadata" : "{}"
}, {
"id" : "4271669953646277069",
"name" : "SS_Periodic_Measurment_Report",
"businessName" : "周期性测量报告",
"scheme" : "",
"url" : 
"402898ac6782434a016782db8ac1001d-402898ac672b54fd0167450accee005a-402898ac672b54fd016
744f23fbb0050",
"datasetType" : "HIVE",
"comment" : "周期性测量报告d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fsf",
"source" : "402898ac6782434a016782e4940d0043",
"dataAmount" : "",
"secretLevel" : "3",
"secretLevelShow" : "秘密",
"expireDate" : "2021-12-24",
"appendMetadata" : "{}"
}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page JSON 分页信息。

dataList JSON 数据集列表。

id String 数据集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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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name String 数据集物理名称。

businessName String 数据集名称。

scheme String 模式，暂无用。

url String 由目录ID组成的从树根
部到节点目录的路径字
符串。

datasetType String 数据集数据存储类型。

comment String 数据集备注信息。

source String 数据集来源。

dataAmount String 数据量。

secretLevel String 密级等级。

secretLevelShow String 密级等级，用于显示。

expireDate String 到期时间。

publishRange String 发布范围。

appendMetadata String 扩展字段。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4.16 获取数据集的联系人信息

功能介绍

根据数据集ID查询数据集的联系人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id}/contactinfo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id 是 String 数据集的ID。

 

请求
● 请求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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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https://aissowulanalpha.inhuawei.com/datase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
2845412935691619309/contactinfo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id 是 String 数据集的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
            "id": "8",
            "datasetId": "2845412935691619309",
            "userId": "aitrainalpha_wulan3_test1__0123456789",
            "userName": "0123456789",
            "tenantId": "aitrainalpha_wulan3_test1",
            "tenantName": "aitrainalpha_wulan3_test1",
            "email": "***@huawei.com"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id String 序号。

datasetId String 数据集ID。

userId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String 用户名称。

tenantId String 租户ID。

tenantName String 租户名称。

email String 邮件。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4.17 根据数据集 ID 获取数据集分类信息

功能介绍

根据数据集ID查询数据集分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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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dataType/{dataset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Id 是 String 数据集的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dataType/1189460467306660722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datasetId": "5150909593554670498",
"networkType": "2",
"deviceType": "4",
"dataType": "3",
"dataSource": "1",
"businessType": "1",
"labelType": "3",
"algorithmType": "2"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datasetId String 数据集ID。

networkType String 网路域类别。

deviceType String 设备类型类别。

dataType String 数据类型。

dataSource String 数据来源。

businessType String 数据所属业务场景。

labelType String 标注类别。

algorithmType String 算法类别。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5 API 参考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81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4.18 修改数据集分类信息

功能介绍

修改数据集分类信息。

URI
● URI格式

PU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dataType}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U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dataType
{
    "datasetId": "6250524987736810235",
    "networkType": "1",
    "deviceType": "2",
    "dataType": "2",
    "dataSource": "1",
    "businessType": "2",
    "labelType": "3",
    "algorithmType": "1"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Id String 数据集ID。

networkType String 网路域类别。

deviceType String 设备类型类别。

dataType String 数据类型。

dataSource String 数据来源。

businessType String 数据所属业务场景。

labelType String 标注类别。

algorithmType String 算法类别。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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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String 返回体。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4.19 根据数据集分类过滤查询数据集

功能介绍

指定搜索内容来搜索数据集。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filter?
pageNum={pageNum}&pageSize={pageSize}&networkType=1&deviceType=2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endpoin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filter?
pageNum={pageNum}&pageSize={pageSize}&networkType=1&deviceType=2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ageNum 否 int 分页用到的起始页。

pageSize 否 int 每页数据条数。

networkType 否 String 网路域类别。

deviceType 否 String 设备类型类别。

dataType 否 String 数据类型。

dataSource 否 String 数据来源。

businessType 否 String 数据所属业务场景。

labelType 否 String 标注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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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algorithmTyp
e

否 String 算法类别。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page": {
"currentPageNum": 1,
"lastPageNum": 1,
"totalPageNum": 1,
"startRowIndex": 0,
"gotoPageNum": 0,
"pageSize": 6,
"recordCount": 1
},
"dataList": [{
"id": "6250524987736810235",
"name": "newbigdata",
"businessName": "流量性能数据",
"scheme": "",
"url": "7702903199619424255",
"datasetType": "HIVE",
"comment": "流量性能数据",
"syncSampleData": "false",
"source": "402880a76e91e909016f0d74425b0d5e",
"dataAmount": "",
"secretLevel": "3",
"secretLevelShow": "秘密",
"expireDate": "2022-12-16 23:59:59",
"publishRange": {
"userRangeList": [],
"tenantRangeList": []
},
"appendMetadata": "{}",
"dataFrom": "DG",
"classCode": "TABLE",
"timeLimit": "2009/02/01~2099/12/31",
"subscriptionFlag": "0",
"addCartFlag": "0",
"timeLimitAuto": false,
"subscriptionCounts": 1,
"downloadCounts": 0,
"viewCounts": 14,
"dataTags": "",
"dataSource": "1",
"publishType": "SINGLE_PUBLISH"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page JSON 分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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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List JSON 数据集列表。

id String 数据集ID。

name String 数据集名称。

businessName String 数据集名称。

scheme String 模式，暂无用。

url String 由目录ID组成的从树根
部到节点目录的路径字
符串。

datasetType String 数据集数据存储类型。

comment String 数据集备注信息。

source String 数据集来源。

dataAmount String 数据量。

secretLevel String 密级等级。

secretLevelShow String 密级等级，用于显示。

expireDate String 到期时间。

publishRange String 发布范围。

appendMetadata String 扩展字段。

dataFrom String 数据来源。

timeLimit String 时域。

subscriptionFlag String 是否订阅，取值包括如
下：

● 0：代表没有订阅。

● 1：代表已经订阅。

● 2：代表申请中。

addCartFlag String 是否已加入购物车，取
值包括如下：

● 0：代表已加入购物
车。

● 1：代表没有加入购
物车。

subscriptionCounts Int 订阅量。

downloadCounts Int 下载量。

viewCounts Int 查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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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4.20 根据数据集 ID 查询所有属性信息

功能介绍

根据数据集ID获取数据属性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id}/alldatafields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id 是 String 数据集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1189460467306660722/
alldatafields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id": "307",
"attrId": "402880a76f27eb4c016f315d15777f2c",
"attrName": "name",
"attrType": "STRING",
"dataLen": 64,
"sn": "0"
},
{
"id": "308",
"attrId": "402880a76f27eb4c016f315d15787f2d",
"attrName": "time",
"attrType": "STRING",
"dataLen": 64,
"sn": "1"
},
{
"id": "309",
"attrId": "402880a76f27eb4c016f315d15787f2e",
"attrName": "age",
"attrType": "STRING",
"dataLen": 64,
"sn": "2"
}]
}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5 API 参考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86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id String 所属数据集ID。

attrId String 属性ID。

attrName String 属性名称。

attrType String 属性类型。

dataLen Int 属性长度。

sn String 属性SN。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4.21 根据数据集 ID 查询数据集的详细内容

功能介绍

根据数据集ID查询数据集相关的详细内容。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catalogs/api/dataset/{dataset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Id 是 String 数据集ID。

searchContent 否 String 如果数据集的类
型是ES，则支持
用户输入ES的查
询内容。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v1.0/catalogs/api/dataset/{datasetId}

● 参数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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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详细的ElasticSearch返回的内容"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id String 所属数据集ID。

attrId String 属性ID。

attrName String 属性名称。

attrType String 属性类型。

dataLen Int 属性长度。

sn String 属性SN。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5 数据集可视授权接口

5.5.5.1 添加已发布数据集的可视权限

功能介绍

管理员在授权中心授权用户或者租户某个数据集的权限。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catalog/order/offline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
"datasetId": "1042477415055907963",
"type": "tenant",
"expireDate": "2021-12-25",
"userId": "e054d2117b3b4458a5f5a9b8e901e4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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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Id 是 String 数据集ID。

type 是 String 用户或者租户。

expireDate 是 String 授权到期时间。

userId 是 String 要添加的用户或者租户ID。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5.2 查询已授权数据集的可视范围

功能介绍

查看哪些租户和用户被授予了指定数据集的可视权限。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visiblePermission/users/{id}?
visiblePermissionType=tenant&pageNum={ pageNum }&pageSize={ pageSize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id 是 String 数据集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visiblePermission/users/
1189460467306660722?visiblePermissionType=tenant&pageNum=1&pageSize=5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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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visiblePermission
Type

是 String 类型，取值包括用户和租
户。

pageNum 否 int 分页用到的起始页。

pageSize 否 int 每页数据条数。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 true,
        "returnData" : {
            "page" : {
                "currentPageNum" : 1,
                "lastPageNum" : 1,
                "totalPageNum" : 1,
                "startRowIndex" : 0,
                "gotoPageNum" : 0,
                "pageSize" : 10,
                "recordCount" : 1
            },
            "dataList" : [{
                    "name" : "Softcomai_0123456789",
                    "id" : "b36d4616460843939eb1cac4cf7a1ff9",
                    "time" : "2021-02-12 23:59:59",
                    "createTime" : "2019-02-12 16:19:25",
                    "extentName" : "",
                    "operateType" : "VIEW"
                }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returnData JSON 用户信息。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name String 租户或者用户名称。

id String 租户或用户ID。

time String 到期时间。

create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extentName String 扩展名。

operateType String 操作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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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5.3 删除已发布数据集的可视权限

功能介绍

管理员在授权中心删除用户或者租户某个数据集的权限。

URI
● URI格式

DELETE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catalog/order/offline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
"datasetId": "1042477415055907963",
"type": "tenant",
"expireDate": "2021-12-25",
"userId": "e054d2117b3b4458a5f5a9b8e901e489"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Id 是 String 数据集ID。

type 是 String 用户或者租户。

expireDate 是 String 授权到期时间。

userId 是 String 要添加的用户或者租户ID。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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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4 添加已发布目录的可视权限

功能介绍

管理员在授权中心授权用户或者租户某个数据目录的权限。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v1.0/catalogs/offline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
"datasetId": "1042477415055907963",
"type": "tenant",
"expireDate": "2021-12-25",
"userId": "e054d2117b3b4458a5f5a9b8e901e489"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Id 是 String 数据目录ID。

expireDate 是 String 授权到期时间。

type 是 String 用户或者租户。

userId 是 String 要添加的用户或者租户ID。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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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 删除已发布目录的可视权限

功能介绍

管理员在授权中心删除用户或者租户某个数据目录的权限。

URI
● URI格式

DELETE /softcomai/datalake/v1.0/catalogs/offline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
"datasetId": "1042477415055907963",
"type": "tenant",
"expireDate": "2021-12-25",
"userId": "e054d2117b3b4458a5f5a9b8e901e489"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Id 是 String 数据目录ID。

type 是 String 用户或者租户。

expireDate 是 String 授权到期时间。

userId 是 String 要添加的用户或者租户ID。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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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6 查询已授权目录的可视范围

功能介绍

查看哪些租户和用户被授予了指定目录的可视权限。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catalogs/visiblePermission/users/{id}?
visiblePermissionType=tenant&pageNum={ pageNum }&pageSize={ pageSize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id 是 String 目录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visiblePermission/users/
4028841c692286f9016946c0168e0151?
visiblePermissionType=tenant&pageNum=1&pageSize=5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visiblePermissi
onType

是 String 类型，取值包括用户和租户。

pageNum 否 int 分页用到的起始页。

pageSize 否 int 每页数据条数。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 true,
"returnData" : {
"page" : {
"currentPageNum" : 1,
"lastPageNum" : 1,
"totalPageNum" : 1,
"startRowIndex" : 0,
"gotoPageNum" : 0,
"pageSize" : 10,
"recordCount" : 1
},
"dataList" : [{
"name" : "Softcomai_0123456789",
"id" : "b36d4616460843939eb1cac4cf7a1ff9",
"time" : "2021-02-12 23:59:59",
"createTime" : "2019-02-12 16:19:25",
"extentName" : "",
"operateType" : "VI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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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returnData JSON 用户信息。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name String 用户或者租户名称。

id String 目录ID。

time String 到期时间。

create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extentName String 扩展名称。

operateType String 操作类型。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5.7 设置秘密及以上密级的数据集可视范围为全部可视

功能介绍

设置秘密、机密或绝密等级的数据集可视范围为全部可视。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visibility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
"datasetId":"3394276173977438557",
"isPublicVisableInternal":true
},{
"datasetId":"4534766445462669413",
"isPublicVisableInternal":true
}]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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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ssetId 是 String 数据集ID。

isPublicVisableIn
ternal

是 String 是否公开为内部可见，取值包
括：ture、false。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true}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Boolean 是否设置成功。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6 订阅和审批接口

5.5.6.1 查询数据集订阅类型

功能介绍

查询订阅类型是申请订阅还是立即订阅，数据集的密级为外部公开时订阅类型为立即
订阅，数据集的密级为秘密、机密或绝密时订阅类型为申请订阅。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subscribtions/applyNeed/{dataset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Id 是 String 数据集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endpoint/softcomai/datalake/v1.0/subscribtions/applyNeed/
1189460467306660722

● 参数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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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needApply": true,
"isAddCar": false，
"applyStatus": 2,
"tenantSubscribe": false,
"approvalLevel": 2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needApply boolean 是否需要审批，取值包括如下：

● True：需要审批。

● false：立即订阅，不需要审
批。

isAddCar boolean 是否加入购物车，取值包括如
下：

● True：已经加入购物车。

● false：没有加入购物车。

applyStatus Integer 数据集的申请状态，取值包含如
下：

● 0：未申请。

● 1：申请中。

● 2：申请已经审批通过。

tenantSubscrib
e

boolean 是否可以按照租户方式订阅，取
值包括如下：

● True：可以租户订阅。

● false：不可以租户订阅。

approvalLevel Integer 数据集的审批层级。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6.2 申请订阅单个数据集

功能介绍

用于消费者申请订阅单个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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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v1.0/subscribtion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endpoint/softcomai/datalake/v1.0/subscribtions
{
"datasetId": "1628030629775762807",
"expireDate": "2022-03-05 23:59:59",
"approver":"xxxxx",
"applyDescription":"工作原因申请",
"applyRange":"user",
"userEmail":"***@sina.com"
}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Id 否 String 数据集ID。

expireDate 否 String 到期时间。

applyDescription 否 String 申请订阅数据集的原因描
述。

applyRange 否 String 申请订阅范围，取值范围
为user、tenant。user订
阅后只有订阅用户可以下
载；tenant订阅后当前应
用下的消费者都可以下载
使用。

userEmail 否 String 填写用户个人邮箱，用于
接收订阅审批结果。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true}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值，取值包括如下：

● true：表示申请成功。

● false：表示申请失败。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5 API 参考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98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6.3 查询已经订阅的数据集

功能介绍

数据消费者查看已经订阅下载成功的数据集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subscribtions?pageNum=1&pagesize=10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endpoint/softcomai/datalake/v1.0/subscribtions?pageindex=1&pagesize=10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ageindex 是 Int 页码。

pagesize 是 Int 每页上数据条
数。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page": {
"currentPageNum": 1,
"lastPageNum": 1,
"totalPageNum": 1,
"startRowIndex": 0,
"gotoPageNum": 0,
"pageSize": 10,
"recordCount": 1
},
"dataList": [{
"applyId": "20190414180833-1562680877",
"datasetId": "1431623325736069777",
"datasetName": "气象信息测试表",
"userId": "pub_xxxxxxx__xxxxxxx",
"createDate": "2019-04-14 18:08:35",
"expireDate": "2022-03-27 23:59:59",
"targetPath": "s3a://obs-public-test/face354d84d9459281c8e34923921086/TEST_XY/",
"targetFileName": "test.csv",
"applyStatu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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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Status": "success"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applyId String 申请单号。

datasetId String 数据集ID。

datasetName String 数据集名称。

userId String 用户ID。

createDate String 下载开始时间。

expireDate String 订阅到期时间。

targetPath String 订阅下载的OBS路径。

targetFileName String 订阅下载的文件名。

applyStatus int 申请状态：

● 大于0为待审批。

● 等于0为审批通过。

● -1为审批被拒绝。

taskStatus String 数据集下载状态。

applyRange String 订阅申请的范围：

● user：用户粒度订阅。

● tenant：租户粒度订阅。

downloadLocalAppl
yFlag

int 是否可以申请本地下载：

● 0：不可以申请本地下载。

● 1：可以申请本地下载。

downloadLocalFlag int 是否可以本地下载：

● 0：不可以本地下载。

● 1：可以本地下载。

datasetStatus int 订阅数据集的可视状态：

● 0：没有可视权限。

● 1：有可视权限。

totalProgress int 订阅数据集的下载进度，取值范
围是0~100。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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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4 将需要订阅的数据集加入购物车

功能介绍

消费者将需要订阅的数据集加入购物车，便于后续进行批量订阅。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v1.0/subscriptionCar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endpoint/softcomai/datalake/v1.0/subscriptionCar
{
"datasetId": "1628030629775762807"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Id 是 String 数据集ID。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true}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 True：表示加入购物车成
功。

● false：表示加入购物车失
败。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6.5 删除加入购物车的内容

功能介绍

数据消费者删除加入购物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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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
● URI格式

DELETE /softcomai/datalake/v1.0/subscriptionCar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DELETE https://endpoint/softcomai/datalake/v1.0/subscriptionCar
{
"datasetIds":["4525901914463650696","1067869195233890157"]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Ids 是 List 加入购物车的数据集ID列表。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true}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 True：表示删除加入购物车
的内容成功。

● false：表示删除加入购物车
的内容失败。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6.6 查询加入购物车的内容

功能介绍

数据消费者查询已经加入购物车的数据集内容。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subscriptionCar?pageNum=1&pageSize=10

● 参数说明

无。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5 API 参考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02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endpoint/softcomai/datalake/v1.0/subscriptionCar?pageNum=1&pageSize=10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ageNum 是 Integer 当前页数。

pageSize 是 Integer 每页显示条数。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page": {
"currentPageNum": 1,
"lastPageNum": 1,
"totalPageNum": 1,
"startRowIndex": 0,
"gotoPageNum": 0,
"pageSize": 10,
"recordCount": 1
},
"dataList": [{
"datasetId": "8514336640478998506",
"userId": "061a1ebe4200d36c1ff7c003867502fa",
"datasetName": "table3",
"needApprover": "0",
"tenantSubscribe": false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userId String 用户ID。

datasetId String 数据集ID。

datasetName Stirng 数据集名称。

needApprover String 是否需要填写审批人：

● 0：不需要填写审批人。

● 1：需要填写审批人。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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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7 申请人员查看申请信息

功能介绍

申请人员查看自己申请订阅和申请发布数据集的申请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apply?pageNum=1&pageSize=10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ageNum 是 Integer 当前页数。

pageSize 是 Integer 每页显示条数。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endpoint/softcomai/datalake/v1.0/apply?pageNum=1&pageSize=10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page": {
"currentPageNum": 1,
"lastPageNum": 1,
"totalPageNum": 1,
"startRowIndex": 0,
"gotoPageNum": 0,
"pageSize": 10,
"recordCount": 5
},
"dataList": [{
"applyId": "20190414175028-1706242430",
"applyType": "Subscription",
"applyUser": "xxx",
"approveUser": "yyy",
"applyTime": "2019-04-14 17:50:28",
"applyContent": "{\"datasetId\":\"1628030629775762807\",\"expireDate\":\"2022-03-05 23:59:59\",
\"targetPath\":\"s3a://obs-test-data/face354d84d9459281c8e34923921086/TEST_XY/\",\"datasetName
\":\"挑战赛-15分钟周期网元性能数据\"}",
"approveTime": "2019-04-14 20:42:02",
"applyStatus": 0,
"approvalComments": "OK",
"taskStatus": "success"
}, {
"applyId": "20190414175932-1727061950",
"applyType": "Subscription",
"applyUser": "xxx",
"approveUser": "yyy",
"applyTime": "2019-04-14 17:59:32",
"applyContent": "{\"datasetId\":\"1628030629775762807\",\"expireDate\":\"2022-03-05 23: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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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Path\":\"s3a://obs-test-data/face354d84d9459281c8e34923921086/TEST_XY/\",\"datasetName
\":\"挑战赛-15分钟周期网元性能数据\"}",
"applyStatus": 1,
"taskStatus": "unstart"
}, {
"applyId": "20190414180833-1562680877",
"applyType": "Subscription",
"applyUser": "xxx",
"approveUser": "AUTO",
"applyTime": "2019-04-14 18:08:33",
"applyContent": "{\"datasetId\":\"1431623325736069777\",\"expireDate\":\"2022-03-27 23:59:59\",
\"targetPath\":\"s3a://obs-public-data/face354d84d9459281c8e34923921086/TEST_XY/\",
\"datasetName\":\"气象信息表\"}",
"approveTime": "2019-04-14 18:08:33",
"applyStatus": 0,
"approvalComments": "",
"taskStatus": "success"
}, {
"applyId": "20190414191117-2106967991",
"applyType": "Subscription",
"applyUser": "xxx",
"approveUser": "yyy",
"applyTime": "2019-04-14 19:11:17",
"applyContent": "{\"datasetId\":\"1628030629775762807\",\"expireDate\":\"2022-03-05 23:59:59\",
\"targetPath\":\"s3a://obs-test-data/face354d84d9459281c8e34923921086/TEST_XY/\",\"datasetName
\":\"挑战赛-15分钟周期网元性能数据\"}",
"applyStatus": 1,
"taskStatus": "unstart"
}, {
"applyId": "20190414191117-1608799434",
"applyType": "Subscription",
"applyUser": "xxx",
"approveUser": "yyy",
"applyTime": "2019-04-14 19:11:18",
"applyContent": "{\"datasetId\":\"7301462038783926408\",\"expireDate\":\"2022-03-07 23:59:59\",
\"targetPath\":\"s3a://obs-public-data/face354d84d9459281c8e34923921086/TEST_XY/\",
\"datasetName\":\"挑战赛-60分钟周期网元性能数据\"}",
"applyStatus": 1,
"taskStatus": "unstart"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加入购物车详情。

applyId String 申请单号。

applyType String 申请类型。

applyUser String 申请人员用户名。

approveUser Stirng 审批人员用户名。

applyTime String 申请时间。

applyContent String 申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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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applyStatus Int 申请状态包括如下：

● 0：审批通过。

● 大于0：审批中。

● -1：审批被拒绝。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6.8 查看具体的申请内容

功能介绍

申请人员或者审批人员查看具体的申请单号对应的申请内容以及对应的审批日志。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apply/{apply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applyId 是 String 数据集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endpoint/softcomai/datalake/v1.0/apply/20190420180924-1148176140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content": "{\"datasetId\":\"1628030629775762807\",\"expireDate\":\"2022-03-05 23:59:59\",
\"targetPath\":\"s3a://obs-public-data/face354d84d9459281c8e34923921086/TEST_XY/\",
\"datasetName\":\"挑战赛-15分钟周期网元性能数据\"}",
"applyRecords": [{
"applyId": "20190414175028-1706242430",
"applyType": "Subscription",
"operateUser": "xxx",
"operateTime": "2019-04-14 17:50:28",
"operateType": "APPLY"
}, {
"applyId": "20190414175028-1706242430",
"applyType": "Subscription",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5 API 参考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06



"operateUser": "yyy",
"operateTime": "2019-04-14 20:42:02",
"operateType": "APPROVE",
"operateResult": "PASS",
"comments": "OK"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content String 具体的申请内容。

applyId String 申请单号。

applyType String 申请类型。

operateUser String 操作用户的名称。

operateTime String 操作时间。

operateType String 操作类型，取值包括：申请、审
批。

operateResult String 审批结果。

comments String 审批意见。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6.9 添加审批人员信息

功能介绍

添加审批人信息。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v1.0/approver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v1.0/approver
{
  "userName":"test01",
  "approverGrad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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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userName 是 String 审批人名称。

email 否 String 审批人邮箱地
址。

approverGrade 是 Integer 审批人等级。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String 添加是否成功。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6.10 查看审批人员信息

功能介绍

根据审批等级查看审批人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approver/query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v1.0/approver/query?
approverGrade=2&pageNum=1&pageSize=10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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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approverGrade 是 Integer 审批等级。

pageNum 否 Integer 当前页数。

pageSize 否 Integer 每页显示条数。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 true,
"returnData" : {
"page" : {
"currentPageNum" : 1,
"lastPageNum" : 1,
"totalPageNum" : 1,
"startRowIndex" : 0,
"gotoPageNum" : 0,
"pageSize" : 10,
"recordCount" : 1
},
"dataList" : [{
"id" : 756,
"userName" : "test01",
"tenantId" : "b75b2a8b76be47b884d56dc17cfcd8c9",
"tenantName" : "SoftComAI_wl_0123456789",
"email" : "***@huawei.com",
"isApprover" : true,
"approverGrade" : 1
}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id String 审批人ID。

userName String 审批人名称。

tenantId String 租户ID。

tenantName String 租户名称。

email String 邮箱地址。

isApprover String 是否为审批人。

approverGrade String 审批等级。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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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11 删除审批人员信息

功能介绍

删除审批人信息。

URI
● URI格式

DELETE /softcomai/datalake/v1.0/approver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DELETE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v1.0/approver
{"id":"1"}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id 是 String 审批人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String 删除是否成功。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6.12 审批人员查看待审批或者已经审批的申请信息

功能介绍

审批人员查看待审批或者已经审批的申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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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approve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endpoint/softcomai/datalake/v1.0/approve?
pageNum=1&pageSize=10&isPending=true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ageNum 是 Integer 当前页数。

pagesize 是 Integer 每页显示条数。

isPending 是 Boolean ● True：待审批。

● False：已审批。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page": {
"currentPageNum": 1,
"lastPageNum": 1,
"totalPageNum": 1,
"startRowIndex": 0,
"gotoPageNum": 0,
"pageSize": 10,
"recordCount": 3
},
"dataList": [{
"applyId": "20190414175932-1727061950",
"applyType": "Subscription",
"applyUser": "xxx",
"applyUserId": "23123213",
"approveUser": "yyy",
"applyTime": "2019-04-14 17:59:32",
"applyStatus": 1,
"taskStatus": "unstart"
}, {
"applyId": "20190414191117-2106967991",
"applyType": "Subscription",
"applyUser": "xxx",
"applyUserId": "312312312",
"approveUser": "yyy",
"applyTime": "2019-04-14 19:11:17",
"applyStatus": 1,
"taskStatus": "unstart"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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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加入购物车详情。

applyId String 申请单号。

applyType String 申请类型。

applyUser String 申请人员用户名。

approveUser Stirng 审批人员用户名。

applyTime String 申请时间。

applyStatus Int 申请状态：

● 0：审批通过。

● 大于0：审批中。

● -1：审批被拒绝。

taskStatus String 下载或发布数据集的状态。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6.13 审批人员审批申请信息

功能介绍

审批人员审批数据集的发布申请、订阅申请、本地下载申请、下架申请、修改申请。

URI
● URI格式

PUT /softcomai/datalake/v1.0/approve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UT https://endpoint/softcomai/datalake/v1.0/approve
{
"isApproval": true,
"applyIds": ["20190414175028-1706242430","20190414175028-1706242455"],
"comments": "OK",
"isCkeck":"true",
"approver":"xxxx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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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isApproval 是 Boolean ● True：审批通过。

● false：审批被拒绝。

applyIds 是 数组 申请单号。

comments 是 String 审批意见。

isCheck 否 Boolean 审批时是否勾选相应的审批
checklist。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true}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 True：审批成功。

● false：审批失败。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6.14 查询订购用户信息

功能介绍

根据用户ID获取订购用户的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userinfo/consumer/{user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userId 是 String 订购租户的ID。

 

请求
● 请求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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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https://endpoint/softcomai/datalake/v1.0/userinfo/consumer/
0497311b940036971fdec012xxxx4812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 true,
"returnData" : {
'userId' : 'XXXXXXX',
'appId' : '',
'employeeNumber' : '',
'userEnglishName' : 'XXXXXXX',
'userChineseName' : 'XXXXXXX',
'email' : '***@huawei.com',
'l0DepName' : '华为技术',
'l1DepName' : '产品与解决方案',
'l2DepName' : 'XXXXXXXX',
'l3DepName' : 'XXXXXXXXX',
'l4DepName' : 'XXXXXXXXXX',
'l5DepName' : 'XXXXXXXXX'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结果。

userId String 用户ID。

appId String 应用ID。

userEnglishName String 用户的英文名称。

userChineseName String 用户的中文名称。

email String 邮箱地址。

l0DepName String 部门信息。

l1DepName String 部门信息。

l2DepName String 部门信息。

l3DepName String 部门信息。

l4DepName String 部门信息。

l5DepName String 部门信息。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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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15 查询用户订阅并下载成功的数据集信息

功能介绍

查询指定用户在数据集中订阅成功并且下载成功的所有数据集的简要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north/v1.0/subscribeRecord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endpoint/softcomai/datalake/north/v1.0/subscribeRecords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 true,
"returnData" : [{
"datasetId" : "1231321312",
"businessName" : "无线LTE性能数据集",
"name" : "WireLine",
"comment" : "无线数据集",
},
{
"datasetId" : "456456454654",
"businessName" : "测量指标",
"name" : "SS_Measurment_Metric",
"comment" : "测量指标数据集",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结果。

datasetId String 数据集ID。

businessName String 数据集的业务名称。

name String 数据集的物理表名。

comment String 数据集的评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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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6.16 根据数据集 ID 查询用户订阅成功数据集详情信息

功能介绍

根据数据集ID查询用户订购该数据集的详情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north/v1.0/dataset/{dataset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Id 是 String 数据集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endpoint/softcomai/datalake/north/v1.0/dataset/4279458279923209397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datasetName": "wireless",
"targetPath": "s3a://bucket-aoxqx527/",
"targetFileName": "algo_wireless.csv",
"fieldDelimiter": ",",
"dataFields": [
{
"datasetId": "8852416987545541095",
"sourceId": "402898ac67e972140167f7bf9a150be0",
"attrId": "402898ac67e972140167f7bf9a1f0be5",
"attrName": "moi",
"attrDesc": "moi",
"attrType": "STRING",
"dataLen": 512,
"sn": "3.0",
"entityId": "402898ac67e972140167f7bf9a150be0",
"createOper": "sysadmin",
"createTime": "2018-12-29T02:17:28.562+0000",
"modifyOper": "xxxxxxx",
"modifyTime": "2018-12-29T02:17:28.562+0000",
"status": "1"
},
{
"datasetId": "8852416987545541095",
"sourceId": "402898ac67e972140167f7bf9a150be0",
"attrId": "402898ac67e972140167f7bf9a1d0be4",
"attrName": "n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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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Desc": "nename",
"attrType": "STRING",
"dataLen": 512,
"sn": "2.0",
"entityId": "402898ac67e972140167f7bf9a150be0",
"createOper": "sysadmin",
"createTime": "2018-12-29T02:17:28.560+0000",
"modifyOper": "xxxxxxxxx",
"modifyTime": "2018-12-29T02:17:28.560+0000",
"status": "1"
}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结果。

datasetName String 数据集名称。

targetPath String 数据集在OBS的路径。

targetFileName String 数据集在OBS的文件名称。

dataFields JSON 数据集属性信息。

datasetId String 数据集ID。

sourceId String 数据集原始ID。

attrId String 属性ID。

attrName String 属性名称。

attrDesc String 属性描述。

attrType String 属性类型。

dataLen String 属性长度。

sn String 属性序列。

entityId String 属性实体ID。

createOper String 属性创建人。

create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modifyOper String 修改人。

modifyTime String 修改时间。

status String 属性状态。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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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17 查看给定数据集的订阅情况

功能介绍

根据数据集ID获取数据集的订购情况，仅管理员权限可用。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subscribtions/{id}?pageNum=1&pageSize=5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id 是 String 数据集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v1.0/subscribtions/9064237163193019636?
pageNum=1&pageSize=5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ageNum 否 int 分页用到的起始
页。

pageSize 否 int 每页数据条数。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page": {
"currentPageNum": 1,
"lastPageNum": 1,
"totalPageNum": 1,
"startRowIndex": 0,
"gotoPageNum": 0,
"pageSize": 5,
"recordCount": 1
},
"dataList": [
{
"applyId": "20190430094203-1315648980",
"datasetId": "9064237163193019636",
"datasetName": "测量周期",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xxxxxx__xxxxxxxx",
"createDate": "2019-04-30 09:42:21",
"expireDate": "2020-04-02 23:59:59",
"targetPath": "s3a://obs-public-data3/85e30e0b6e454acaa0748b3466c21f9c/",
"targetFileName": "t_SMeasurementPeriod.csv",
"applyStatus": 0,
"taskStatus":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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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idStatus": "VALID"
}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page JSON 分页信息。

dataList JSON 数据属性列表。

datasetId String 所属数据集ID。

applyId String 申请单号。

datasetName String 数据集名称。

userId String 订阅用户信息。

createDate String 创建时间。

expireDate String 过期时间。

targetPath Int 数据集下载的目标路径。

targetFileName String 目标文件名称。

applyStatus String 审批状态。

taskStatus String 任务状态。

validStatus String 订阅有效性。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6.18 撤销未审批完成的订单

功能介绍

在订单完成审批之前，对发布、订阅或下架的订单进行撤销操作。

URI
● URI格式

DELETE /softcomai/datalake/v1.0/apply

● 参数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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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 请求样例

DELETE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v1.0/apply
{
"applyIds":["20190701111702-2066891836"]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applyIds 是 String 待撤销的订单
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 true：表示申请成功。

● false：表示申请失败。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6.19 申请本地下载数据集

功能介绍

申请下载数据集到本地。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v1.0/download/local/apply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v1.0/download/local/app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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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setId": "6250524987736810235"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Id 是 String 数据集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 true：表示申请成功。

● false：表示申请失败。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6.20 获取用户订阅申请状态

功能介绍

获取用户的订阅申请状态。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north/v1.0/subscriptionInfo?pageNum=1&pageSize=10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north/v1.0/subscriptionInfo?
pageNum=1&pageSize=10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ageNum 否 Int 页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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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ageSize 否 Int 每页数据条数。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page": {
"currentPageNum": 1,
"lastPageNum": 1,
"totalPageNum": 1,
"startRowIndex": 0,
"gotoPageNum": 0,
"pageSize": 10,
"recordCount": 8
},
"dataList": [
{
"approveUser": "test",
"approveUserAppId": "b75b2a8b76be47b884d56dc17cfcd8c9",
"dataFrom": "DG",
"applyId": "20191218163209-1883904408",
"datasetId": "6250524987736810235",
"datasetName": "流量性能数据",
"userId": "061a1ebe4200d36c1ff7c003867502fa",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createDate": "2019-12-18 16:32:09",
"expireDate": "2022-12-16 23:59:59",
"applyStatus": 0,
"taskStatus": "unstart",
"applyRange": "user",
"validStatus": "VALID"
},
{
"approveUser": "test01",
"approveUserAppId": "b75b2a8b76be47b884d56dc17cfcd8c9",
"dataFrom": "DG",
"applyId": "20191218163200-51898149",
"datasetId": "3147152098228294796",
"datasetName": "test0809",
"userId": "061a1ebe4200d36c1ff7c003867502fa",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createDate": "2019-12-18 16:32:00",
"expireDate": "2022-12-16 23:59:59",
"applyStatus": 0,
"taskStatus": "unstart",
"applyRange": "user",
"validStatus": "VALID"
}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approveUser String 审批用户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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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approveUserAppId String 审批人的租户ID或者应用
ID。

dataFrom String 数据集的来源。

applyId String 申请的订单号。

datasetName String 数据集名称。

userId String 申请订阅的用户ID。

tenantId String 申请订阅的租户ID。

createDate String 订阅申请时间。

expireDate String 订阅数据集的到期时间。

applyStatus Int 申请状态包括如下：

● 0：审批通过。

● 大于0：审批中。

● -1：审批被拒绝。

applyRange String 申请订阅范围，取值包括如
下：

● user：用户范围订阅。

● tenant：租户范围订
阅。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6.21 自动订阅数据集

功能介绍

自动订阅和下载所在租户下的数据集，此接口为机机接口，需要管理token来调用。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north/v1.0/subscription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north/v1.0/subscrip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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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setIds": [
        "7927962334276018535"
    ],
    "targetPath": "s3a://bucket-hvnngyjf/061a1e886e80d5ba1f69c003ab5d8c04/Dataset/",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userId": "061a1ebe4200d36c1ff7c003867502fa",
    "projectId": "051fb6d19780d5312f41c003c7e7258d",
    "isNotify":1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Ids 是 List 数据集的列表。

targetPath 是 String 数据集下载的
OBS路径。

tenantId 否 String 需要订阅的租户
ID。

userId 否 String 需要订阅的用户
ID。

projectId 否 String 需要订阅的用户
项目ID。

isNotify 否 int 是否需要将订阅
结果发送到
kafka，取值包括
如下：

● 1：需要。

● 0：不需要。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subscriptionIds": ["3498627788030040269"]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subscriptionIds List 订阅的ID列表，用来查询任
务结果。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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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22 查询自动订阅的数据集的下载状态

功能介绍

查询自动订阅的数据集的下载状态。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north/v1.0/subscription/statu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north/v1.0/subscription/status
{
    "subscriptionIds": ["8880043260324424681"]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subscriptionIds 是 List 自动订阅返回的
订阅ID列表。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subscriptionId": "3519375247652444881",
"datasetId": "2300941846357089626",
"datasetName": "AL_DEMO_训练数据集",
"userId": "04f6fbf47880d5b01f99c01377bf53dd",
"tenantId": "b75b2a8b76be47b884d56dc17cfcd8c9",
"targetPath": "s3a://bucket-dmgjww8p/04f6fbf47880d5b01f99c01377bf53dd/Dataset/",
"targetFileName": "test.csv",
"taskResult": "success"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subscriptionId String 订阅ID。

tenantId String 下载用户的租户ID。

userId String 下载用户的ID。

datasetName String 数据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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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excuteDate String 下载开始时间。

targetPath String 下载路径。

targetFileName String 下载的文件名。

taskResult String 下载结果。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6.23 批量申请订阅数据集

功能介绍

批量申请订阅数据集。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v1.0/subscribtions/batch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v1.0/subscribtions/batch
{
    "datasetIds": ["5150909593554670498",
    "7393318883446249187",
    "5515793131167029034"],
    "applyDescription": "测试申请",
    "applyRange": "user",
    "approver": "0123456789"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Ids 是 List 数据集的列表。

applyDescription 是 String 订阅申请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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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applyRange 是 String 订阅范围，取值
包括如下：

● user：用户粒
度订阅。

● tenant：租户
粒度订阅。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6.24 数据集订阅到期续订和确认销毁

功能介绍

数据集订阅到期续订或确认销毁功能。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v1.0/notifications/notifyConfirmDestory/{notificationId}/
{confirmDestoryStatu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v1.0/notifications/notifyConfirmDestory/1/1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notificationId 是 Int 通知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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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confirmDestorySt
atus

是 Int 确认销毁状态，取值
包括如下：

● 1：确认销毁。

● 2：到期续订。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String 返回值，取值包括如下：

● true：数据集订阅到期后
续订或确认销毁成功。

● false：数据集订阅到期后
续订或确认销毁失败。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6.25 数据集订阅到期续订

功能介绍

数据集订阅到期后续订功能。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v1.0/subscribtions/expireSubscription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softcomai/datalake/v1.0/subscribtions/expireSubscription
{
    "nid":"1",
    "applyId":"20191214174733-1485798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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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ireDate":"2019-12-25 11:11:11"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nid 是 String 通知ID。

applyId 是 String 数据集订阅申请
的ID。

expireDate 是 String 续订到期时间。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String 返回值，取值包括如下：

● true：数据集订阅到期后
续订成功。

● false：数据集订阅到期后
续订失败。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6.26 重复提交校验

功能介绍

数据集订阅到期后对于续订和确认销毁功能的重复提交校验接口。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subscribtions/checkRepeatCommit/{notify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notifyId 是 Int 通知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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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v1.0/subscribtions/checkRepeatCommit/1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false
}

● 失败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2019-12-12 11:12:13"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String 返回值，取值包括如下：

● false：重复提交。

● 非false：表示非重复提交。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6.27 订阅付费数据集

功能介绍

订阅付费的数据集。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datasetOrder/resource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datasetOrder/resource

● 参数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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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 true,
"returnData" : {
    "hasRight":true,
    "resourceSpecificationList":
        [{
        "resourceSpecCode":"xxx",
        "resourceType":"xxx",
        "cloudServiceType":"xxx",
        "originalAmount":100,
        "amount":1000,
        "resourceZhDesc":"xxxxx",
        "resourceEnDesc":"xxxxx"
    }
    ...]}
}

● 失败响应样例
{            
"success" : false,
"errorMsg":"intetnal error",
"errorCode":"ErrorCode1",
"returnData":500
}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6.28 根据 ID 订阅付费数据集

功能介绍

根据ID订阅付费的数据集。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datasetOrder/resource/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id 是 String 待订购的数据集
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datasetOrder/resource/
dr-20e53c4249464282ba9d11c2478fa9cd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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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id 是 String 待订购的数据集
ID。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 true,
"returnData" : "OK"
}

● 失败响应样例
{            
"success" : false,
"errorMsg":"intetnal error",
"errorCode":"ErrorCode1",
"returnData":500
}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7 数据集下载接口

5.5.7.1 下载数据集到 OBS

功能介绍

下载数据集到OBS桶中。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v1.0/download/ob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endpoint/softcomai/datalake/v1.0/download/obs
{
"datasetIds": ["6173066337018461152"],
"targetPath": "s3a://obs-public-data/050889c2a300d2761f4dc014173f2d6b/
aitrainalpha_wulan3_test1__0123456789/Dataset/",
"isSignAgreement": true
}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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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Ids 是 List 需要下载的数据集列表。

targetPath 是 String 下载的OBS路径。

isSignAgreem
ent

是 boolean 是否签署下载协议。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true}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值，取值包括如下：

● True：提交下载成功。

● false：提交下载失败。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7.2 查询 OBS 桶下的目录

功能介绍

查询用户用于保存下载数据的OBS文件目录。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download/obs/listobjs?
serviceType={serviceType}&preFolder={preFolder}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serviceType 否 String OBS所属服务
名。

preFolder 是 String 桶下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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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endpoint/softcomai/datalake/v1.0/download/obs/listobjs?preFolder=Test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commonPrefixs": [
"Test/Test1/",
"Test/data_test/",
"Test/hdfs_test2/",
"Test/kpi_data_period_15_hdfs/"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returnData JSON 返回结果。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commonPrefixs 数组 指定OBS目录下的文件。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7.3 查看数据集的 OBS 下载历史记录

功能介绍

对于指定数据集查看数据集下载到OBS的历史记录。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download/obs/records?
datasetId={datasetId}&pageNum={pageNum}&pageSize={pageSize}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Id 是 String 数据集ID。

pageNum 否 String 页码数。

pageSize 否 String 每页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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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endpoint/softcomai/datalake/v1.0/download/obs/records?
datasetId=86698531823214&pageNum=1&pageSize=10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page": {
            "currentPageNum": 1,
            "lastPageNum": 1,
            "totalPageNum": 1,
            "startRowIndex": 0,
            "gotoPageNum": 0,
            "pageSize": 10,
            "recordCount": 8
        },
        "dataList": [{
            "id": "936",
            "tenantId": "05017923f58026b70f94c00b98ff0660",
            "userId": "05019f6f81000ff41fdfc00bcb9301c4",
            "applyId": "20191213211041-276739756",
            "datasetId": "1941276690294202358",
            "datasetName": "数据_05017923f58026b70f94c00b98ff0660",
            "excuteDate": "2019-12-16 22:12:56",
            "targetPath": "s3a://obs-1d7f-dami/05019f6f81000ff41fdfc00bcb9301c4/Dataset/",
            "targetFileName": "t_spipline.csv",
            "taskResult": "success"
        },
        {
            "id": "929",
            "tenantId": "05017923f58026b70f94c00b98ff0660",
            "userId": "05019f6f81000ff41fdfc00bcb9301c4",
            "applyId": "20191213211041-276739756",
            "datasetId": "1941276690294202358",
            "datasetName": "数据_05017923f58026b70f94c00b98ff0660",
            "excuteDate": "2019-12-16 21:32:00",
            "targetPath": "s3a://obs-1d7f-dami/05019f6f81000ff41fdfc00bcb9301c4/Dataset/",
            "targetFileName": "t_spipline.csv",
            "taskResult": "success"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tenantId String 下载用户的租户ID。

userId String 下载用户的ID。

applyId String 申请订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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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Name String 数据集名称。

excuteDate String 下载开始时间。

targetPath String 下载路径。

targetFileName String 下载的文件名。

taskResult String 下载结果。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7.4 查看是否对数据集有本地下载的权限

功能介绍

查看是否对数据集有本地下载权限。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download/local/check/{dataset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Id 是 String 数据集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endpoint/softcomai/datalake/v1.0/download/local/check/
1345454338976564677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fals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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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returnData String 是否有权限，取值包括如下：

● true：对此数据有本地下载
权限。

● false：对此数据集没有本地
下载权限。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7.5 查询指定数据集的下载到 OBS 状态

功能介绍

查询指定数据集的下载状态。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north/v1.0/download/status/{dataset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Id 是 String 数据集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endpoint/softcomai/datalake/north/v1.0/download/status/
1345454338976564677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id": "1077",
"recordId": "8667683741922742151",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userId": "061a1ebe4200d36c1ff7c003867502fa",
"applyId": "20191218163209-1883904408",
"datasetId": "6250524987736810235",
"datasetName": "流量性能数据",
"excuteDate": "2019-12-18 16:48:19",
"targetPath": "s3a://bucket-hvnngyjf/061a1ebe4200d36c1ff7c003867502fa/Dataset/",
"targetFileName": "t_olttrainingdata_001.c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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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Result": "success"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tenantId String 下载用户的租户ID。

userId String 下载用户的ID。

applyId String 申请订单号。

datasetName String 数据集名称。

excuteDate String 下载开始时间。

targetPath String 下载路径。

targetFileName String 下载的文件名。

taskResult String 下载结果。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7.6 本地下载申请授权

功能介绍

授予数据集本地下载申请权限给指定用户或者租户。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v1.0/download/local/permission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endpoint/softcomai/datalake/v1.0/download/local/permission
[{
"datasetId": "6250524987736810235",
"userId": "50531697b4c047888a33ce214da4d11f",
"authType": "tenant",
"tenantId": "50531697b4c047888a33ce214da4d11f",
"expireDate": "2022-12-18 23:59:59"
}]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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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Id 是 String 授权的数据集ID。

userId 是 String 需要被授权的用户ID。

authType 是 String 授权类型。

tenantId 是 String 需要被授权的租户ID。

expireDate 是 String 授权到期时间。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String 授权是否成功。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7.7 取消本地下载申请授权

功能介绍

取消本地下载申请授权。

URI
● URI格式

DELETE /softcomai/datalake/v1.0/download/local/permission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DELETE https://endpoint/softcomai/datalake/v1.0/download/local/permission
{
"permissionIds": ["43"]
}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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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ermissionIds 是 String 授权的ID列表。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String 取消授权是否成功。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7.8 查看指定数据集本地下载申请授权记录

功能介绍

查看指定数据集的本地下载申请授权记录。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download/local/permission/{datasetId}?
pageNum={pageNum}&pageSize={pageSize}&authType={authType}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Id 是 String 数据集ID。

pageNum 否 Int 页码数。

pageSize 否 Int 每页大小。

authType 否 String 授权范围。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endpointsoftcomai/datalake/v1.0/download/local/permission/
2703306610576467626?pageNum=1&pageSize=10&authType=ten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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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page": {
"currentPageNum": 1,
"lastPageNum": 1,
"totalPageNum": 1,
"startRowIndex": 0,
"gotoPageNum": 0,
"pageSize": 10,
"recordCount": 2
},
"dataList": [{
"id": "46",
"datasetId": "2703306610576467626",
"createDate": "2019-12-22 15:25:34",
"expireDate": "2022-12-22 23:59:59",
"authType": "tenant",
"userId": "testuser"
},
{
"id": "45",
"datasetId": "2703306610576467626",
"createDate": "2019-12-22 15:22:53",
"expireDate": "2022-12-22 23:59:59",
"authType": "tenant",
"userId": "testuser1",
"tenantId": "softcomai_0123456789_03"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id String 授权记录ID。

datasetId String 数据集ID。

createDate String 授权时间。

expireDate String 授权到期时间。

authType String 授权范围。

userId String 授权的用户名。

tenantId String 授权的租户名。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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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9 查看数据集的 OBS 下载进度

功能介绍

查看数据集的OBS下载进度。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v1.0/download/obs/statu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endpoint/softcomai/datalake/v1.0/download/obs/status
{
    "applyIds": ["20191223101909-1146132466",
    "20191218163209-1883904408",
    "20191218163200-51898149",
    "20191218163153-460318591",
    "20191130194600-1335617798",
    "20190830162403-1982640392"]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applyIds 是 List 订阅数据集的申请单号列表。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applyId": "20191223101909-1146132466",
"status": "success",
"totalProcess": 100
},
{
"applyId": "20191218163153-460318591",
"status": "failed",
"totalProcess": 100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applyId String 申请的订单号。

status String 任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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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totalProcess Int 任务进度。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7.10 下载数据集到本地

功能介绍

下载数据集到本地。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download/local/download/datasetId={dataset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Id 是 String 数据集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endpoint/softcomai/datalake/v1.0/download/local/download/
datasetId={dataset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Id 是 String 数据集ID。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7.11 下载数据集到本地 2.0

功能介绍

当数据集的前台的配置项optimizedDownloadFlag=“1”的时候，下载数据集到本地
采用的是优化后的方案，即通过OBS的分享链接方式将数据集下载到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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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download/local/optimized/{dataset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Id 否 String 数据集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endpoint/softcomai/datalake/v1.0/download/local/optimized/
4208379974102136852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https://obs-public-data.obs.cn-north-7.ulanqab.huawei.com:
443/050889c2a300d27f4dc014173f2d6b/l00411/Dataset/t_trainset_ftt_kpi.csv?
AWSAccessKeyId=HeDUoJfOyyF80OG&Expires=161039460&Signature=AQfEJEhhlW1F8hKdzVhhEM
%3D"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String 返回的临时链接。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8 计量统计接口

5.5.8.1 注册用户登录信息

功能介绍

将用户登录信息写入数据库。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statics/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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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dataset/softcomai/datalake/v1.0/statics/login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8.2 获取数据集的授权和订阅量信息

功能介绍

管理员获取数据集的授权和订阅量信息。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usage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datase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usage
[{
    "datasetId": "8151877027181666381"
},{
    "datasetId": "8962646317382872971"
},{
    "datasetId": "7968762378452148975"
},{
    "datasetId": "90642371631930196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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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Id 是 String 数据集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8151877027181666381": [
{
"id": "8151877027181666381",
"userPermissionCount": 2,
"tenantPermissionCount": 0,
"subscribeCount": 2
}
],
"9064237163193019636": [
{
"id": "9064237163193019636",
"userPermissionCount": 2,
"tenantPermissionCount": 0,
"subscribeCount": 2
}
],
"7968762378452148975": [
{
"id": "7968762378452148975",
"userPermissionCount": 2,
"tenantPermissionCount": 0,
"subscribeCount": 2
}
],
"8962646317382872971": [
{
"id": "8962646317382872971",
"userPermissionCount": 2,
"tenantPermissionCount": 0,
"subscribeCount": 2
}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统计结果。

id String 数据集的ID。

userPermissionCou
nt

int 用户授权的数量。

tenantPermissionC
ount

int 租户授权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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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bscribeCount int 订阅量。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8.3 北向获取用户信息

功能介绍

北向获取用户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north/v1.0/statics/user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dataset/softcomai/datalake/north/v1.0/statics/users?
starttime=20100430000000&endtime=20190930000000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starttime 是 String 统计周期的开始
时间。

endtime 是 String 统计周期的结束
时间。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tenantCount": 1,
        "activeUserCount": 0,
        "loginUserDetail": [
            {
                "tenantId": "b75b2a8b76be47b884d56dc17cfcd8c9",
                "tenantName": "SoftComAI_wl_0123456789",
                "users": [
                    {
                        "userId": "04f6fe7b5880d3291fa4c0135bde0e4c",
                        "userName": "test01",
                        "count":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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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tenantId": "b75b2a8b76be47b884d56dc17cfcd8c9",
                "tenantName": "SoftComAI_wl_0123456789",
                "users": [
                    {
                        "userId": "04f6fe7b5880d3291fa4c0135bde0e4c",
                        "userName": "test01",
                        "count": "7"
                    }
                ]
            }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统计结果。

tenantCount int 登录的租户数。

loginUserDetail Json 登录用户详情。

activeUserCount int 活跃用户数。

tenantId String 登录租户ID。

tenantName String 登录租户名称。

users Json 登录用户详情。

userId String 登录用户ID。

userName String 登录用户名。

count int 用户登录次数。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8.4 北向获取数据集基本信息

功能介绍

北向获取数据集的基本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north/v1.0/statics/dataset

● 参数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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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dataset/softcomai/datalake/north/v1.0/statics/dataset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count": 9,
        "sampleCount": 0,
        "fieldCount": 50,
        "coldDataset": [
            "8885619168435900153",
            "6134242795425624094"
        ],
        "downloadEntries": 0,
        "detail": [
            {
                "tenantId": "b75b2a8b76be47b884d56dc17cfcd8c9",
                "tenantName": "SoftComAI_wl_0123456789",
                "datasets": [
                    {
                        "datasetName": "PF",
                        "datasetId": "7028152218843617704"
                    },
                    {
                        "datasetName": "test_wy",
                        "datasetId": "5879441991835444873"
                    }
                ]
            }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统计结果。

count Int 数据集数量。

sampleCount int 样例数量。

fieldCount int 字段数量。

coldDataset List 冷数据集ID列表。

downloadEntries int 下载条目数。

detail Json 数据集详情。

tenantId String 租户ID。

tenantName String 租户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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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s Json 数据集详情。

datasetName String 数据集名称。

datasetId String 数据集ID。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8.5 北向获取数据集浏览信息

功能介绍

北向获取数据集的浏览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north/v1.0/statics/dataset/query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dataset/softcomai/datalake/north/v1.0/statics/dataset/query?
starttime=20190101000000&endtime=20190801000000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starttime 是 String 统计周期的开始
时间。

endtime 是 String 统计周期的结束
时间。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count": 15,
        "detail": [
            {
                "tenantId": "b75b2a8b76be47b884d56dc17cfcd8c9",
                "tenantName": "SoftComAI_wl_0123456789",
                "dataset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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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setName": "xxxType",
                        "count": "1",
                        "datasetId": "4979583540288254651"
                    },
                    {
                        "datasetName": "PF",
                        "count": "10",
                        "datasetId": "7028152218843617704"
                    }
                ]
            }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统计结果。

count Int 浏览总次数。

detail Json 浏览详情。

tenantId String 浏览的租户ID。

tenantName String 浏览的租户名称。

datasets Json 浏览的数据集详情。

datasetName String 浏览的数据集名称。

datasetId String 浏览的数据集ID。

count Int 浏览的数据集数量。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8.6 北向获取数据集订阅信息

功能介绍

北向获取数据集订阅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north/v1.0/statics/dataset/subscription

● 参数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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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dataset/softcomai/datalake/north/v1.0/statics/dataset/subscription?
starttime=20190101000000&endtime=20190801000000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starttime 是 String 统计周期的开始
时间。

endtime 是 String 统计周期的结束
时间。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count": 0,
        "detail": [
            {
                "tenantId": "b75b2a8b76be47b884d56dc17cfcd8c9",
                "tenantName": "SoftComAI_wl_0123456789",
                "datasets": [
                    {
                        "datasetName": "PF",
                        "count": "1",
                        "datasetId": "7028152218843617704"
                    }
                ]
            }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统计结果。

count Int 订阅总次数。

detail Json 订阅详情。

tenantId String 订阅的租户ID。

tenantName String 订阅的租户名称。

datasets Json 订阅的数据集详情。

datasetName String 订阅的数据集名称。

datasetId String 订阅的数据集ID。

count Int 订阅的数据集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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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8.7 北向获取用户登录信息

功能介绍

北向获取用户登录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north/v1.0/statics/userEnhance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dataset/softcomai/datalake/north/v1.0/statics/userEnhance?
starttime=20190101000000&endtime=20190701000000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starttime 是 String 统计周期的开始
时间。

endtime 是 String 统计周期的结束
时间。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
            "loginTime": "20190612",
            "userId": "04f6fe7b5880d3291fa4c0135bde0e4c",
            "userName": "test",
            "tenantId": "b75b2a8b76be47b884d56dc17cfcd8c9",
            "tenantName": "SoftComAI_wl_0123456789",
            "loginCount": "9"
        },
        {
            "loginTime": "20190612",
            "userId": "052f3aa77880d5911f1cc01389ce7151",
            "userName": "test",
            "tenantId": "b75b2a8b76be47b884d56dc17cfcd8c9",
            "tenantName": "SoftComAI_wl_0123456789",
            "loginCount":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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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统计结果。

loginTime String 登录时间。

userId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String 用户名称。

tenantId String 租户ID。

tenantName String 租户名称。

loginCount Int 登录次数。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8.8 北向获取数据集密级信息

功能介绍

北向获取数据集的密级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north/v1.0/statics/dataset/secretlevel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dataset/softcomai/datalake/north/v1.0/statics/dataset/secretlevel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
"datasetId": "5879441991835444873",
"businessName": "test_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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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Level": "4",
"datasetName": "test_wy"
},
{
"datasetId": "8885619168435900153",
"businessName": "test_hive",
"secretLevel": "3",
"datasetName": "test_hive_dws"
},
{
"datasetId": "4979583540288254651",
"businessName": "xxxType",
"secretLevel": "3",
"datasetName": "xxxType"
},
{
"datasetId": "6134242795425624094",
"businessName": "test_awx",
"secretLevel": "3",
"datasetName": "test_awx"
},
{
"datasetId": "5746641205713800404",
"businessName": "test_dws",
"secretLevel": "5",
"datasetName": "test_dws"
},
{
"datasetId": "3248923352830420658",
"businessName": "test_hive",
"secretLevel": "1",
"datasetName": "test_hive"
},
{
"datasetId": "7223435362916195960",
"businessName": "Typex",
"secretLevel": "1",
"datasetName": "Typex"
},
{
"datasetId": "369351693437448313",
"businessName": "typelimitxxx",
"secretLevel": "3",
"datasetName": "typelimitxxx"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统计结果。

datasetId String 数据集ID。

businessName String 数据集业务名称。

secretLevel int 数据集的密级。

datasetName String 数据集的名称。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5 API 参考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55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8.9 北向获取数据集目录结构信息

功能介绍

北向获取数据集目录结构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north/v1.0/statics/dataset/catalog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dataset/softcomai/datalake/north/v1.0/statics/dataset/catalogs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
            "catalogId": "402880a76b0684a7016b0ce174220121",
            "catalogName": "wj_test",
            "datasets": [
                {
                    "dataAmount": "",
                    "datasetName": "test_wy",
                    "businessName": "test_wy",
                    "datasetId": "5879441991835444873"
                },
                {
                    "dataAmount": "",
                    "datasetName": "test_hive_dws",
                    "businessName": "test_hive",
                    "datasetId": "8885619168435900153"
                }
            ],
            "subCatalogs": []
        },
        {
            "catalogId": "402880a76bd5631e016bdeaa62ca1d4c",
            "catalogName": "PFtest",
            "datasets": [],
            "subCatalogs": []
        }
    ]
}

● 要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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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统计结果。

catalogId String 目录ID。

catalogName String 目录名称。

datasets List 数据集列表。

subCatalogs List 子目录列表。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8.10 北向获取数据集下载信息

功能介绍

北向获取数据集下载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north/v1.0/statics/dataset/download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dataset/softcomai/datalake/north/v1.0/statics/dataset/download?
starttime=20190101000000&endtime=20190701000000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starttime 是 String 统计周期的开始
时间。

endtime 是 String 统计周期的结束
时间。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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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inessName": "test_hive",
            "tenantId": "",
            "datasetId": "3521499387281613039",
            "startTime": "20190614",
            "userId": "04f6fe7b5880d3291fa4c0135bde0e4c",
            "downloadCount": "2"
        },
        {
            "businessName": "OLT训练数据",
            "tenantId": "",
            "datasetId": "4172959817736346581",
            "startTime": "20190614",
            "userId": "04f6fe7b5880d3291fa4c0135bde0e4c",
            "downloadCount": "2"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统计结果。

tenantId String 租户ID。

businessName String 数据集业务名称。

datasetId String 数据集ID。

startTime int 下载日期。

userId String 用户ID。

downloadCount Int 下载数量。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8.11 北向获取用户执行动作信息

功能介绍

北向获取用户执行动作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north/v1.0/statics/dataset/operation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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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softcomai/datalake/north/v1.0/statics/dataset/operation?
starttime=20190101000000&endtime=20190701000000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startTime 是 List 开始查找时间。

endTime 是 String 结束查找时间。

pageNum 是 String 当前页数。

pageSize 是 Long Int 每页显示条数。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page": {
            "currentPageNum": 1,
            "lastPageNum": 1,
            "totalPageNum": 1,
            "startRowIndex": 0,
            "gotoPageNum": 0,
            "pageSize": 300,
            "recordCount": 25
        },
        "dataList": [
            {
                "userName": "0123456789",
                "createTime": "20191217104321",
                "resourceName": "",
                "statisticsType": "LOGIN",
                "resourceId": "",
                "tenantId": "aidomainalpha_wulan3_dcpuedev",
                "tenantName": "aidomainalpha_wulan3_dcpuedev",
                "userType": "W3USER",
                "resourceType": "USER"
            },
            {
                "userName": "0123456789",
                "createTime": "20191217142514",
                "resourceName": "",
                "statisticsType": "LOGIN",
                "resourceId": "",
                "tenantId": "aitrainalpha_wulan3_test1",
                "tenantName": "aitrainalpha_wulan3_test1",
                "userType": "W3USER",
                "resourceType": "USER"
            }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userName String 用户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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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create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resourceName String 资源名称。

statisticsType String 操作类型。

resourceId String 资源ID。

tenantId String 租户ID。

tenantName String 租户名称。

userType String 用户类型。

resourceType String 资源类型。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8.12 数据权限通知数据目录当前模型的样本量接口

功能介绍

数据权限通知数据目录当前模型的样本量接口。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v1.0/notify/entityAmount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dataset/softcomai/datalake/v1.0/notify/entityAmount
{
    "dataSetRecords": [{
        "datasetId": "402880a76a9bc65a016a9c67e71700a2",
        "datasetName": "kpi_data_period_15_hdfs",
        "sampleNum": 35039,
        "increase": false
    },
    {
        "datasetId": "402880a76a9bc65a016aa1346de40206",
        "datasetName": "data_test",
        "sampleNum": 81,
        "increase": false
    }]
}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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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Records 是 List 封装通知的对
象。

datasetId 是 String 数据集ID。

datasetName 是 String 数据集名称。

sampleNum 是 Long Int 当前模型的样本
量。

increase 是 Boolean 是否是增量数
据，取值包括如
下：

● false：表示全
量数据。

● true：表示增
量数据。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8.13 获取被调用接口的统计信息

功能介绍

获取被调用接口的统计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sla/statistics

● 参数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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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10.63.234.56:3333/softcomai/datalake/v1.0/sla/statistics?
startPeriod=2019-12-10 00:00:00&endPeriod=2019-12-15 00:00:00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startPeriod 是 String 开始查找时间。

endPeriod 是 String 结束查找时间。

serviceList 否 String 被调用接口的
URL和请求方
式。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serviceName": "/softcom/datalake/v1.0",
"method": "POST/DELETE/GET/PUT",
"requestCount": 0,
"responseCount": 0,
"successRate": "0%",
"aveDelay": 0,
"aveRequestCount": 0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serviceName String 请求接口名称。

method String 请求接口方法。

requestCount long 请求总数。

responseCount long 响应成功数。

successRate String 响应成功率。

aveDelay int 平均时延。

aveRequestCount Double 平均请求量。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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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8.14 统计数据集订阅量 TOP5

功能介绍

统计数据集订阅量排名前五的数据集。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statics/top?operateType={operateType}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operatorType 是 String 统计top类型。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endpoint/softcomai/datalake/v1.0/statics/top?operateType=SUBSCRIBE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operatorType 是 String 统计top类型。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id": "5515793131167029034",
"businessName": "eSight",
"statisticsCount": 2,
"isVisiable": "1"
},
{
"id": "8570469169411859849",
"businessName": "iMesh网络数据",
"statisticsCount": 2,
"isVisiable": "1"
},
{
"id": "6670303835585354768",
"businessName": "eSpace",
"statisticsCount": 2,
"isVisiable": "1"
},
{
"id": "2874007212131791399",
"businessName": "光纤数据",
"statisticsCount": 2,
"isVisiable": "1"
},
{
"id": "6662618999431869772",
"businessName": "5G流量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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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sCount": 1,
"isVisiable": "1"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响应体。

id String 数据集ID。

businessName String 数据集名称。

statisticsCount int 订阅量。

isVisiable String 数据集是否对当前用户可视。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9 用户信息管理接口

5.5.9.1 获取用户角色

功能介绍

获取用户角色。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auth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dataset/softcomai/datalake/v1.0/auth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CUSTOM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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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String 角色名，取值包括如下：

● CUSTOMER：表示数据消费
者。

● OPERATOR：表示数据运营
工程师。

● ADMINSTRATOR：表示数据
集管理员。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9.2 获取用户信息

功能介绍

获取订阅了数据集的用户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userinfo/user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dataset/softcomai/datalake/v1.0/userinfo/users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 true,
"returnData" : [{
"userId" : "0f1b4ab35a67483b99678fbeb2546f42",
"userName" : "softcom_0123456789",
"tenantId" : "97d2b7d3f1334608b88a6218b83e1aa7",
"tenantName" : "softcom_0123456789",
"w3Id" : ""
}, {
"userId" : "aa9455bcafe949219d6c8cf8fa9801e6",
"userName" : "SoftComAI_Train_0123456789",
"tenantId" : "04e123107fe34fb88f6a4b770437a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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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antName" : "SoftComAI_Train_0123456789",
"w3Id" : ""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结果。

userId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String 用户名。

tenantId String 租户ID。

tenantName String 租户名。

w3Id String W3账户ID。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9.3 获取租户信息

功能介绍

获取订阅了数据集的租户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tenanteUser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v1.0/tenanteUsers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 true,
"returnData" : [{
"name" : "SoftComAI_0123456789",
"id" : "9befed678fd249908ee8758bac1d4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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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ame" : "southchina_batch_0123456789",
"id" : "9d499f8a6f3a46d7ab2b139b59a83ece"
}, {
"name" : "showcase1",
"id" : "e054d2117b3b4458a5f5a9b8e901e489"
}, {
"name" : "SoftComAI_01_0123456789",
"id" : "8dac022d64504e1d993b1ccb39fc847a"
}, {
"name" : "SoftComAI_0123456789",
"id" : "fa2498facaa848eeb871f98406e5b6e3"
}, {
"name" : "SoftCOMAI_DataLake_0123456789",
"id" : "85f027d1822647bd9ff23d94a2d5346d"
}, {
"name" : "southchina_softcom_0123456789",
"id" : "e301478ab44d4f7eb8bab8081aa38af9"
}, {
"id" : "1911cae3ea25438f9c8484c0a31f78f6"
}, {
"name" : "AI_0123456789",
"id" : "970a41eaa274431c89829d623074e949"
}, {
"name" : "SoftCOMAI_0123456789",
"id" : "e9ff93a97fba4248b28053bf4e798e62"
}, {
"name" : "AI_0123456789_2",
"id" : "f0ee54c62c1f4dc48721fa9ab418ee64"
}, {
"name" : "test01",
"id" : "5db6f39d50944274b600ffcc0ac0262f"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结果。

name String 租户名。

id String 租户ID。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9.4 获取所属该应用 ID 的用户列表

功能介绍

根据应用ID获取所属该应用ID的用户列表。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userinfo/app/consumers/{ap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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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appId 是 String 应用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v1.0/userinfo/app/consumers/
SoftcomAI_Integration_per3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 true,
"returnData" : [{
'userId' : '0123456789',
'tenantId' :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
'w3Id' : '0123456789',
'projectId' :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
'appId' : '',
'employeeNumber' : '',
'userEnglishName' : '',
'userChineseName' : '',
'email' : '',
'l0DepName' : '',
'l1DepName' : '',
'l2DepName' : '',
'l3DepName' : '',
'l4DepName' : '',
'l5DepName' : ''
}, {
'userId' : '0123456789',
'tenantId' :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
'w3Id' : '0123456789',
'projectId' :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
'appId' : '',
'employeeNumber' : '',
'userEnglishName' : '',
'userChineseName' : '',
'email' : '',
'l0DepName' : '',
'l1DepName' : '',
'l2DepName' : '',
'l3DepName' : '',
'l4DepName' : '',
'l5DepName' : ''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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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userId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String 用户名称。

appId String 应用ID。

tenantId String 租户ID。

tenantName String 租户名称。

w3Id String W3账户ID。

userEnglishName String 用户的英文名称。

userChineseName String 用户的中文名称。

email String 邮箱地址。

l0DepName String 部门信息。

l1DepName String 部门信息。

l2DepName String 部门信息。

l3DepName String 部门信息。

l4DepName String 部门信息。

l5DepName String 部门信息。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9.5 查询用户是否已订购数据集

功能介绍

查看数据消费者是否已订购数据集。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dlserviceorder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endpoint/softcomai/datalake/v1.0/dlserviceorde

● 参数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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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isBuyDCService": true,
        "appMarketUrl": "https://telcloud.huawei.com/#/products/dataCatalog",
        "buyStatus": "",
        "isBuyDataAssertService": true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isBuyDCService boolean ● True：已订购数据集。

● false：未订购数据集。

appMarketUrl String 在NAIE平台上订购数据集的地
址。

buyStatus String 服务订购状态。

isBuyDataAssertSer
vice

boolean 是否订购数据服务，取值包括如
下：

● True：已订购数据服务。

● false：未订购数据服务。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10 通知接口

5.5.10.1 变更通知

功能介绍

通知数据集数据模型发生变更。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v1.0/notify

● 参数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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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endpoint/softcomai/datalake/v1.0/notify
{
    "changeType" : "UPDATE",
    "notifySource" : "DR",
    "changeModelType" : "ENTITY",
    "notifyOrignalModels" : {
        "entityId" : "4028841c6999d0e2016999f207770048",
        "businessName" : "CopyOf_hive_test001",
        "entityName" : "CopyOf_hive_test001",
        "layerId" : "4028841c699f47030169bde1f3110254",
        "tenantId" :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
        "dclId" : "4",
        "modify_oper" :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_0123456789"
    }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changeType 是 String 取值包括：UPDATE、ADD、
DELETE。

notifySource 否 String 通知的来源。

changeModel
Type

是 String 取值包括：ENTITY、LAYER、
ATTR。

notifyOrignal
Models

是 String 详细的变更内容。

entityId 是 String 实体ID。

businessNam
e

是 String 业务名称。

entityName 否 String 实体名称。

layerId 是 String 层次ID。

dclId 是 String 秘密级别。

modify_oper 否 String 修改人。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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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10.2 查询变更通知内容

功能介绍

查询数据模型的变更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notifications/notifyDataChangeMsg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v1.0/notifications/notifyDataChangeMsg?
pageNum=1&pageSize=10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ageNum 是 Int 分页查询中的第几页。

pageSize 是 Int 分页查询中页的大小。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changeModelType" : "ENTITY",
"changeObjId" : "12222222",
"changeObjName" : "Miide",
"changeTime" : "2019-04-10",
"changeType" : "DELETE",
"isSecretChange" : false
}, {
"changeModelType" : "ENTITY",
"changeObjId" : "12254222",
"changeObjName" : "Miide",
"changeTime" : "2019-04-10",
"changeType" : "DELETE",
"isSecretChange" : false
}
]
}

● 要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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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changeObjId String 变化的主体的ID。

changeObjName String 变化的主体的名称。

ChangTime String 主体变化的时间。

changeType String 主体变化的类型，取值包括：
DELETE、UPDATE。

isSecretChange String 是否为密级发生变更。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10.3 查看到期的通知

功能介绍

查看订阅到期提醒和数据集可视权限到期提醒的内容。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notification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v1.0/notifications?pageNum=1&pageSize=5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ageNum 是 Int 分页查询中的第几页。

pageSize 是 Int 分页查询中页的大小。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 true,
"returnData" : [{
"id"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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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Id" : "1816033749546839721",
"resourceName" : "hdfs测试数据",
"resourceType" : "DATASET",
"createTime" : "2019-04-08 16:25:16",
"userId" : "SoftcomAI_Integration_per3__0123456789",
"tenantId" : "SoftcomAI_Integration_per3__0123456789",
"notificationType" : "EXPIRY_VISUAL_PERMISSION_NOTIFICATION",
"notificationContent" : "{" id ":2," userId ":" SoftcomAI_Integration_per3__0123456789 "," resources ":" 
1816033749546839721 "," resourceType ":" DATASET "," createDate ":" 2019 - 04 - 04 14 : 32 : 23 "," 
expireDate ":" 2019 - 04 - 04 23 : 59 : 59 "," policyAction ":" VIEW "}"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id String 通知记录的ID。

resourceId String 资源ID。

resourceName String 资源名称。

resourceType String 资源类型。

create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userId String 用户ID。

tenantId String 租户ID。

notificationType String 通知类型。

notificationContent String 通知内容。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11 标签接口

5.5.11.1 根据数据集查询标签

功能介绍

根据数据集查询标签。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id}/datasetTag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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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id 是 String 数据集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datase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5047964233663024150/
datasetTag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myTags":[],"otherTags":[]}}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myTags List 数据集的标签列表。

otherTags List 其他标签列表。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11.2 修改和添加标签

功能介绍

修改和添加数据集的标签。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id}/datasetTag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id 是 String 数据集ID。

 

请求
● 请求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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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https://ipaddr:port/datase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
5047964233663024150/datasetTag
["sfsd","qwq"]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sfsd","qwq"
]

是 List 变化的数据内容。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true}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Boolean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11.3 返回使用前 10 的标签

功能介绍

返回首页上使用前10的标签。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Tags/tagsSort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datase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Tags/tagsSort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noLine","MO","q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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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值。

["noLine","MO","q
qq"]

List 标签列表。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11.4 根据标签查询数据集

功能介绍

根据标签查询匹配的数据集。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Tag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datase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Tags?
tagName=545454&pageNum=1&pageSize=6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agName 是 String 标签名。

pageNum 是 Int 页数。

pageSize 是 Int 页面大小。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page":{"currentPageNum":0,"lastPageNum":0,"totalPageNum":
0,"startRowIndex":0,"gotoPageNum":0,"pageSize":6,"recordCount":0},"dataList":[]}}

● 要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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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值。

page JSON 分页相关项。

dataList List 数据集列表。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12 数据集评论接口

5.5.12.1 加载评论

功能介绍

根据数据集ID查询匹配的数据集评论。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comment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datase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comment?
datasetId=445688&commentLevel=5&pageNum=1&pageSize=6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Id 是 String 数据集ID。

commentLev
el

否 Integer 评论等级，取值包括如下：

● 1：表示差评，代表1和2。

● 3：表示中评，代表3和4。

● 5：表示好评，代表5。

如果未设置，则返回该数据集下
所有评论。

pageNum 是 Integer 页数。

pageSize 是 Integer 页面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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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page": {
"currentPageNum": 1,
"lastPageNum": 1,
"totalPageNum": 1,
"startRowIndex": 0,
"gotoPageNum": 0,
"pageSize": 10,
"recordCount": 9
},
"dataList": [
{
"id": "107",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
"tenantName": "softcomai_43243_03",
"userId": "061a1ebe4200d36c1ff7c",
"userName": "jack",
"datasetId": "5726551366",
"commentTime": "2020-05-11 15:05:33",
"commentLevel": 5,
"extollmentCount": 1,
"content": "分页测试3",
"couldDel": 0,
"extollmentUsers": "[{\"userId\":\"06e78bdcf400d4811f68\",\"tenantId\":\"04f4a7cd8800d2470f14c\",
\"extollmentFlag\":-1},{\"userId\":\"061a1ebe4200d36c1ff7\",\"tenantId\":\"051fb6cf4c00d33d0f85c\",
\"extollmentFlag\":1}]",
"isExtollmented": 0
}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page JSON 分页相关项。

dataList List 数据集列表。

id String 评论ID。

tenantId String 租户ID。

tenantName String 租户名。

userId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String 用户名。

datasetId String 数据集ID。

commentLevel String 评论等级，取值范围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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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commentTime String 评论时间。

extollmentCount Integer 点赞数量。

content text 评论内容。

extollmentUsers String json格式的字符串，表示点赞用
户记录。取值包括如下：

● 1：点赞。

● -1：点赞后取消点赞。

isExtollmented Integer 当前用户是否对该条评论点赞，
取值包括：

● 0：未点赞。

● 1：点赞。

● -1：取消点赞。

couldDel Integer 当前用户是否有权限删除评论。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12.2 发表评论

功能介绍

指定数据集发表新评论。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comment/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aissowulanalpha.inhuawei.com/dataset/softcomai/datalake/v1.0/comment
[
{
"datasetId": "52862959016",
"commentLevel": "3",
"content": "这个是test内容512"
}]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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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Id 是 String 数据集ID。

commentLev
el

是 Integer 评论等级。

content 是 String 评论内容。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1}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1表示发表成功。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12.3 删除评论

功能介绍

删除指定的数据集下的评论。

URI
● URI格式

DELETE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comment/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DELETE https://ipaddr:port/datase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comment/
{
    "datasetId": "5286295901",
    "id": 108,
    "userId": "061a1d780c00d3751f63",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
}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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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Id 是 String 数据集ID。

id 是 String 评论ID。

userId 是 String 该评论的用户ID。

tenantId 是 String 该评论的租户ID。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true}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page JSON 分页相关项。

dataList List 数据集列表。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12.4 更新评论

功能介绍

根据数据集更新该数据集下的评论内容，当前只涉及到“点赞”与“取消点赞”。

URI
● URI格式

PU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comment/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UT https://ipaddr:port/datase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comment/
{
    "datasetId": "572655136641",
    "id": 107
}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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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Id 是 String 数据集ID。

id 是 String 评论ID。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1}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Integer 返回体，更新记录的条数。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12.5 评论统计

功能介绍

根据数据集ID统计该数据集下的评论。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comment/statistic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datase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comment/statistics?
datasetId=572655136641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etId 是 String 数据集ID。

 

响应
● 响应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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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sum": 11,
        "medium": 1,
        "positive": 9,
        "bad": 1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Integer 返回体，更新记录的条数。

sum Integer 评论总数。

medium Integer 中评数量。

positive Integer 好评数量。

bad Integer 差评数量。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13 网图服务数据集查询接口

5.5.13.1 查询主题元数据

功能介绍

为网图服务提供查询主题元数据。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querySubjectMetadata?
pdDomain={pdDomain}&clsID={clsID}&level={level}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dDomain 是 String 产品域，取值包括无线、云核、
固定接入、传送、数通、网能、
IT。

clsID 否 String 主题类别，取值包括时空、站
点、资源、业务、拓扑、供应
商、营商、客户、故障、测量、
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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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level 否 String 主题分层，取值包括时空、物
理、逻辑、业务、体验。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datase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querySubjectMetadata?
pdDomain=无线&clsID=资源&level=逻辑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subjectModels": [
            {
                "id": "dr-4686d97920bc4e9bb9db9df1186c122b",
                "name": "showcase模型",
                "pdDomain": "无线",
                "clsID": "资源",
                "level": "逻辑",
                "fields": [
                    {
                        "attrId": "dr-6aa8ddb63f9141e58de0ca6ead82fd3a",
                        "attrName": "City",
                        "attrDesc": "城市",
                        "attrType": "AIVCHAR",
                        "dataLen": 50
                    },
                    {
                        "attrId": "dr-167838c8d2594294b939e55ec6a002cb",
                        "attrName": "District",
                        "attrDesc": "行政区",
                        "attrType": "AIVCHAR",
                        "dataLen": 50
                    },
                    {
                        "attrId": "dr-66f0244ee4d4465586ff51680d495822",
                        "attrName": "Altitude",
                        "attrDesc": "Altitude",
                        "attrType": "AIVCHAR",
                        "dataLen": 50
                    }
                ]
            }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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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bjectModels JSON 主题模型列表。

Id String 主题模型的标识。

Name String 主题模型的名称。

pdDomain String 产品域。

clsID String 主题类别。

level String 主题分层。

fields JSON 主题模型的字段定义。

attrId String 属性ID。

attrName String 属性名称。

attrDesc String 属性描述。

attrType String 属性类型。

dataLen Int 属性长度。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13.2 查询主题数据

功能介绍

为网图服务提供查询主题数据接口。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querySubjectData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endpoin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querySubjectData
{
    "data": {
        "logicalEntitys": [
            {
                "entityId": "dr-4686d97920bc4e9bb9db9df1186c122b",
                "name": "showcase_0331"
            }
        ],
        "sqlStatement": "SELECT a1.City, a1.NEName, a1.BTSID, a1.PCI, a1.LocalCellID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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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case_0331 a1;",
        "output": {
            "type": "OBS",
            "address": ""
        }
    }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logicalEntitys 是 JSON 逻辑实体列表，需要请求的逻辑
实体来自元数据查询接口。

entityId 是 String 逻辑实体ID。

name 是 String 逻辑实体名称。

sqlStatement 是 String SQL表达式，只支持SELECT查询
语句。

output 是 JSON 数据查询结果输出方式。

type 是 String 输出类型，目前仅支持OBS输
出。

address 否 String 执行任务所存储的OBS地址。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taskId": "1592183909946_0852"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值。

taskId String 成功时返回的查询任务ID。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13.3 查询任务状态

功能介绍

获取查询任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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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getTaskStatus?taskId={task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askId 是 String 已经启动的主题数据查询任务
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datase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s/getTaskStatus?
taskId=1592183909946_0852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askId 是 String 已经启动的主题数据查询任务
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taskId": "1592183909946_0852",
        "taskStatus": 3,
        "progressRate": 100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值。

taskId String 查询任务的ID。

taskStatus Int 任务的执行状态，取值包括如
下：

● 0：表示成功。

● 1：表示执行中。

● 2：表示不存在。

● 3：表示执行失败。

progressRate Int 任务的执行进度，取值范围是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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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14 数据集备份恢复接口

5.5.14.1 数据集备份

功能介绍

为防止数据服务异常后用户数据丢失，数据服务通过该接口定期向数据集下发数据备
份的命令，数据集受到备份的命令后以租户粒度将各租户下的数据备份。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catalog/backup/start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datase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catalog/backup/start
{
"backupId": "4558837511291541433",
"ak": "asdsafjashdfkjasdlfjahsd",
"sk": "fgdrgdrgedrghrtg",
"endPoint": "https://end-point",
"bucketName": " obs:xxxx",
"prefixPath": "/public/backup/serviceData/4558837511291541433",
"tenantList": [
"aidomainalpha_wulan3_dcpuedev"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backupId 是 String 备份ID。

ak 是 String 访问OBS的AK信息。

sk 是 String 访问OBS的SK信息。

endPoint 是 String OBS的IP和端口信息。

bucketName 是 String OBS桶名称。

prefixPath 是 String 备份文件存储的OBS路径前 。

tenantList 是 List<Strin
g>

待执行备份的租户列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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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14.2 数据集恢复

功能介绍

恢复数据集数据库中的数据到上一次备份的时刻。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catalog/backup/restore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datase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catalog/backup/restore
{
"backupId": "20210101220000001",
"ak": "IZUIQUR4783K1UMX7",
"sk": "fsdfsdfsdfsd",
"endPoint": "fsdfsdfs",
"bucketName": "pub-backup-obs",
"prefixPath": "serviceData/2021232320000001/",
"tenantList": [
"050698b7d4543d5e80f12c005e801c980"
],
"restoreId": "202101012200000023"
}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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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backupId 是 String 备份ID。

ak 是 String 访问OBS的AK信息。

sk 是 String 访问OBS的SK信息。

endPoint 是 String OBS的IP和端口信息 。

bucketName 是 String OBS桶名。

prefixPath 是 String 存储备份文件的OBS路径前 。

tenantList 是 List<Strin
g>

待恢复租户列表。

restoreId 是 String 恢复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15 数据资产账本接口

5.5.15.1 查询租户信息

功能介绍

从数据权限查询当前场景的租户信息（租户名称和租户ID）。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v1.0/ledger/tenantInfo

● 参数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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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v1.0/ledger/tenantInfo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tenantNum": 4,
        "tenantId": [
            "08733f0f4d774c0386b68dbbbdbffe2d",
            "05fdf9f4c480d4952f8ac00a90fc397b",
            "04f471568000d2502f05c01ab67988a7",
            "04f99e597100d2462f0ac014fe2dfa3b"
            ],
        "tenantName": [
            "ai_train_test01_roma",
            "ai_train_test01_roma2",
            "ai_train_test01_01",
            "ai_train_test01_02"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值。

tenantNum Int 租户数量。

tenantId String 租户ID。

tenantName String 租户ID对应的租户。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15.2 获取所有租户的资产账本信息

功能介绍

从数据权限获取当前场景下所有租户的资产信息概览，包括数据模型、数据模板以及
业务数据数。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v1.0/ledger/statis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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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v1.0/ledger/statistical
{
    "ledgerDate": "2021-01-08"
}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tenantNumOfTemplate": 1,
        "tenantNumOfLdm": 1,
        "tenantNumOfData": 1,
        "totalData": 3.63806159E8,
        "totalEntityNum": 1964,
        "totalTemplateNum": 0,
        "templateReturnModels": [
            {
                "tenantId": "06199423d580d2e02f70c00d9c615d38",
                "totalTemplateNum": 0,
                "tenantName": "ai_train_test01_03"
            }
                 },
                "ledgerLdmModels": [
            {
                "ledgerTime": "Jan 8, 2021 8:51:50 AM",
                "tenantId": "051fb6d19780d5312f41c003c7e7258d",
                "totalEntityNum": 1964,
                "tenantName": "softcomai_test01_03"
            }
                 ],

                 "dataByTenantModel": [
            {
                "tenantId": "06463b144f80d2df2fb2c01ccc1e0c94",
                "totalData": 3.63806159E8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值。

tenantNumOfTemp
late

Int 租户数量。

tenantNumOfLdm Int 租户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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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tenantNumOfData Int 租户ID对应的租户。

totalData Double 所有租户总的业务数据量。

totalEntityNum Int 所有租户总的实体数。

totalTemplateNum Int 所有租户总的模板数。

templateReturnMo
dels

TemplateReturnMod
el

● String tenantId：租户ID。

● int totalTemplateNum：该
租户在当前输入时刻总模板
数。

● String tenantName：租户名
称。

ledgerLdmModels LedgerLdmModel ● Timestamp ledgerTime：记
账时间。

● String tenantId：租户ID。

● int totalEntityNum：该租户
在当前输入时刻总实体数。

● String tenantName：租户名
称。

dataByTenantMode
l

dataByTenantModel ● String tenantId：租户ID。

● totalData：该租户在当前输
入时刻总业务数据量。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5.15.3 获取当前租户的资产账本信息

功能介绍

从数据权限获取当前场景下当前租户在某个时间段内的资产信息统计情况，包括数据
模型、数据模板以及业务数据数。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v1.0/ledger/tenant/statistical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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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v1.0/ledger/statistical
{
    "startTime":"2021-01-08",
    "endTime":"2021-01-08"
}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ledgerTemplateModels": [
            {
                "ledgerTime": "Jan 7, 2021 10:18:38 AM",
                "tenantId": "051fb6d19780d5312f41c003c7e7258d",
                "totalTemplateNum": 0,
                "tenantName": "softcomai_test01_03",
                                "templateList":[{templateId: 模板ID1: templateName: 模板名称1}]
                "ledgerType": "CHECK"
            },
            {
                "ledgerTime": "Jan 8, 2021 8:51:51 AM",
                "tenantId": "051fb6d19780d5312f41c003c7e7258d",
                "totalTemplateNum": 0,
                "tenantName": "softcomai_test01_03",
                                "templateList":[{templateId: 模板ID1: templateName: 模板名称1}]
                "ledgerType": "CHECK"
            }
                  ],
               "ledgerLdmModels": [
            {
                "ledgerTime": "Jan 7, 2021 10:18:38 AM",
                "tenantId": "051fb6d19780d5312f41c003c7e7258d",
                "totalEntityNum": 1964,
                "tenantName": "softcomai_test01_03",
                "entityList": "[{\"entityId\":\"dr-145b0cb49c194b1ba264c02115704728\",\"entityName\":
\"aiops1609313983377_1609314040709\",\"dcl\":\"3\"}]",
                                "ledgerType": "CHECK"                       
                         }
                        {
                "ledgerTime": "Jan 8, 2021 10:18:38 AM",
                "tenantId": "051fb6d19780d5312f41c003c7e7258d",
                "totalEntityNum": 1964,
                "tenantName": "softcomai_test01_03",
                "entityList": "[{\"entityId\":\"dr-145b0cb49c194b1ba264c02115704728\",\"entityName\":
\"aiops1609313983377_1609314040709\",\"dcl\":\"3\"}]",
                                "ledgerType": "CHECK"
                         }
                  ],
                 "dataLedgerModels": [
            {
                "ledgerTime": "2021-01-07 10:18:46 ",
                "fsObjectStatisticDto": {
                    "filesNum": 456,
                    "filesSize": 2.22745079E8
                },
                "ldmObjectStatisticDto": {
                    "totalSize": 0.0
                },
                "totalFileNumRawData": 456,
                "totalSizeRawData": 2.22745079E8,
                "rawDataStatistics": "[{\"taskId\":\"000729\",\"num\":\"6\",\"size\":\"362.7998\"}],
                            "totalFileNumStruData": 0,
                "totalSizeStruData":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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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ledgerTime": "2021-01-08 10:18:46 ",
                "fsObjectStatisticDto": {
                    "filesNum": 456,
                    "filesSize": 2.22745079E8
                },
                "ldmObjectStatisticDto": {
                    "totalSize": 0.0
                },
                "totalFileNumRawData": 456,
                "totalSizeRawData": 2.22745079E8,
                "rawDataStatistics": "[{\"taskId\":\"000729\",\"num\":\"6\",\"size\":\"362.7998\"}],
                            "totalFileNumStruData": 0,
                "totalSizeStruData": 0.0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值。

ledgerTemplateMo
dels

List<Led
gerTemp
latePo>

● Timestamp ledgerTime：记账时间。

● String tenantId：租户ID。

● int totalTemplateNum：当前模板总数。

● String tenantName：租户名称。

● String templateList：模板列表。

● String ledgerType：记账类型。

ledgerLdmModels List<Led
gerLdmP
o>

● Timestamp ledgerTime：记账时间。

● String tenantId：租户ID。

● int totalEntityNum：当前实体总数。

● String tenantName：租户名称。

● String entityList：实体列表。

● String ledgerType：记账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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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LedgerModels List<Dat
aLedger
Dto>

● String ledgerTime：记账时间。

● Integer filesNum：文件总数。

● Double filesSize：文件总大小。

● Integer totalRowNum：总记录数。

● double totalSize：OBS文件的总大小。

● Integer totalFileNum：OBS里的总文件
数。

● int totalFileNumRawData：原始数据总
文件数。

● double totalSizeRawData：非结构化数
据总大小。

● String rawDataStatistics：原始数据统
计。

● int totalFileNumStruData：结构化数据
总文件数。

● double totalSizeStruData：结构化数据
总大小。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 数据接入

5.6.1 管理软件包

5.6.1.1 上传采集机软件包

功能介绍

上传采集机软件包。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Package/saveCollectorPackage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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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类型，无请求样例。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file 是 MultipartFile 文件流。

remarks 否 String 备注。

guid 是 String 文件唯一标识。

chunk 是 Int 当前分片序号（从1开
始）。

realName 是 String 真实文件名。

chunkSize 是 Long 每一个分片大小。

totalSize 是 long 文件总大小。

totalChunk 是 Int 文件分片总数。

complete 是 boolean 是否是 后一个分片文
件。

startByteOfFil
e

是 Long 切片开始位置。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 success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1.2 取消上传采集机软件包

功能介绍

上传过程中取消采集机软件包上传。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Package/cancelUp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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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Package/cancelUpload?
guid=f20d67ca-aacb-6247-
f210-542021fd4b0e&packageName=NAIE_Collector_20.5.3_Linux_x64.tar.gz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guid 是 String 唯一标识。

packageName 是 String 探针包名称。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1.3 检查采集机软件包是否存在

功能介绍

检查采集机软件包是否已经存在。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Package/checkPackageRepeat

● 参数说明

无。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5 API 参考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99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Package/
checkPackageRepeat?fileName=CollectionMetadata_SN.xml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fileName 是 String 文件名称。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1.4 查询采集机软件包列表

功能介绍

查询租户下的采集机软件包。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Package/list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Package/list?
collectorPackageId=Collector_V21.5.1_Linux_x64&status=usable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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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collectorPackageId 否 String 采集机软件包ID。

status 否 String 采集机软件包状
态。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
"id": "29",
"tenantName": "NAIE_datalake_xxxx_01",
"tenantId": "07c0712c6e00d55e0fbec01f9709fe20",
"collectorPackageId": "Collector_VV1.0",
"collectorPackageName": "NAIE_Collector_20.5.1.tar.gz",
"collectorPackageVersion": "V1.0",
"description": "V1.0",
"packageStatus": "usable",
"packageUrl": "NAIE_datalake_xxxx_01/20200401165741/xxxx",
"updateTime": 1585731606576,
"createTime": 1585731606576,
"remarks": "testwml"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id string 主键ID。

tenantName string 租户名称。

tenantId string 租户ID。

collectorPackageId string 采集机软件包ID。

collectorPackageNa
me

string 采集机软件包名称。

collectorPackageVer
sion

string 采集机软件包版本。

description string 描述信息。

packageStatus string 采集机状态。

packageUrl string 软件包保存路径。

updateTime int 更新时间戳。

createTime int 创建时间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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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remarks String 备注。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1.5 删除采集机软件包

功能介绍

删除采集机软件包。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Package/deleteCollectorPackage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Package/ 
deleteCollectorPackage?collectorPackageId= Collector_V1.26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collectorPackageIds 是 String 多个采集机软件包ID，以逗
号隔开。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 success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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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6 查询采集机软件包详情

功能介绍

查询某一个采集机软件包的详细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Package/packageInfo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Package/packageInfo?
collectorPackageId=Collector_V1.26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collectorPackag
eId

是 String 采集机软件包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id": "29",
"tenantName": "NAIE_datalake_xxxx_01",
"tenantId": "07c0712c6e00d55e0fbec01f9709fe20",
"collectorPackageId": "Collector_VV1.0",
"collectorPackageName": "NAIE_Collector_20.5.1.tar.gz",
"collectorPackageVersion": "V1.0",
"description": "V1.0",
"packageStatus": "usable",
"packageUrl": "NAIE_datalake_xxxx_01/20200401165741/xxxx",
"updateTime": 1585731606576,
"createTime": 1585731606576,
"remarks": "testwml"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id string 主键ID。

tenantName string 租户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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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tenantId string 租户ID。

collectorPackageId string 采集机软件包ID。

collectorPackageName string 采集机软件包名称。

collectorPackageVersio
n

string 采集机软件包版本。

description string 描述信息。

packageStatus string 采集机状态。

packageUrl string 软件包保存路径。

updateTime Int 更新时间戳。

createTime Int 创建时间戳。

remarks String 备注。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1.7 发布采集机软件包

功能介绍

将上传的采集机软件包进行发布，便于其他租户使用该软件包。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Package/publish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Package/publish?
collectorPackageId=Collector_V1.26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collectorPackageId 是 String 采集机软件包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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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1.8 取消发布采集机软件包

功能介绍

对已经发布的采集机软件包取消发布。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Package/cancelPublish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Package/cancelPublish?
collectorPackageId=Collector_V1.26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collectorPackageI
d

是 String 采集机软件包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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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2 管理采集机（运维）

5.6.2.1 获取采集机未授权的租户列表

功能介绍

获取采集机未授权的租户列表。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tenant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tenants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collectorId 是 String 采集机ID。

pageNum 是 String 页码。

pageSize 是 String 每页条数。

conditional 否 String 搜索条件。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page": {
"currentPageNum": 1,
"lastPageNum": 1,
"totalPageNum": 1,
"startRowIndex":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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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toPageNum": 0,
"pageSize": 10,
"recordCount": 10
},
"dataList": [
{
"projectId": "06199423d580d2e02f70c00d9c615d38",
"domainId": "06199423ca80d2e00f6dc00d83569f80",
"userName": "ai_train_test_03",
"user": {
"id": "061994247d00d4be1f29c00d6b6fcb81",
"type": "hec"
}
}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page Object 分页信息。具体参数说明请
参见表5-14。

dataList list 采集机列表。具体参数说明
请参见表5-15。

 

表 5-14 page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currentPageNum Int 当前页数。

lastPageNum Int 后一页页数。

totalPageNum Int 总页数。

startRowIndex Int 起始页数。

gotoPageNum Int 当前页数。

pageSize Int 每页总条数。

recordCount Int 总记录数。

 

表 5-15 dataList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tenantId String 租户ID。

tenantName String 租户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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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operateTime String 操作时间。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2.2 获取采集机已授权的租户列表

功能介绍

获取采集机已授权的租户列表。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authorize/tenant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authorize/tenants?
collectorId=Collector-df1687eb&pageNum=1&pageSize=10&conditional=xa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collectorId 是 String 采集机ID。

pageNum 是 String 页码。

pageSize 是 String 每页条数。

conditional 否 String 搜索条件。

 

响应
● 响应样例

{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ip": "xx.xx.xx.xx",
        "collectorStatus": "running",
        "userName": "xxxx",
        "collectorVersion": "21.3.5",
        "createTime": "2021-02-03 14:39:35",
        "page": {
            "currentPageNum": 1,
            "lastPageNum": 2,
            "totalPageNu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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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tRowIndex": 0,
            "gotoPageNum": 0,
            "pageSize": 10,
            "recordCount": 11
        },
        "dataList": [{
            "tenantId": "04f99e596780d2460f07c01468be8e60",
            "tenantName": "ai_train_test_02",
            "operateTime": "2021-03-12 10:19:55"
        },
        {
            "tenantId": "05c9afb8e980d4120fafc00c2e227ea0",
            "tenantName": "Softcomai_test",
            "operateTime": "2021-02-20 17:44:15"
        }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page Object 分页信息。具体参数说明请
参见表5-16。

dataList list 采集机列表。具体参数说明
请参见表5-17。

 

表 5-16 page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currentPageNum Int 当前页数。

lastPageNum Int 后一页页数。

totalPageNum Int 总页数。

startRowIndex Int 起始页数。

gotoPageNum Int 当前页数。

pageSize Int 每页总条数。

recordCount Int 总记录数。

 

表 5-17 dataList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tenantId String 租户ID。

tenantName String 租户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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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operateTime String 操作时间。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2.3 获取授权与取消授权的操作记录

功能介绍

获取授权与取消授权的操作记录。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authorize/record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authorize/record?
collectorId=Collector-6efeda5c&pageNum=1&pageSize=10&operateType=all&conditional=x
a

●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collectorId 是 String 采集机ID。

pageNum 是 String 页码。

pageSize 是 String 每页条数。

conditional 否 String 搜索条件。

operateType 是 String 类别：全部、授权、取消授
权。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page": {
            "currentPageNum": 1,
            "lastPageNum": 2,
            "totalPageNum": 2,
            "startRowIndex":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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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toPageNum": 0,
            "pageSize": 10,
            "recordCount": 18
        },
        "dataList": [{
            "id": "239",
            "collectorId": "Collector-a7932e65",
            "tenantId": "062c243ee700d3cb0f72c00b26e71b00",
            "tenantName": "SoftCom_AIMarket_test_001",
            "operateType": "authorize",
            "operateTime": "2021-02-20 11:04:36",
            "userName": "xxxx"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page Object 分页信息。具体参数说明请
参见表5-18。

dataList list 采集机列表。具体参数说明
请参见表5-19。

 

表 5-18 page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currentPageNum Int 当前页数。

lastPageNum Int 后一页页数。

totalPageNum Int 总页数。

startRowIndex Int 起始页数。

gotoPageNum Int 当前页数。

pageSize Int 每页总条数。

recordCount Int 总记录数。

 

表 5-19 dataList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id String ID。

collectorId String 采集机ID。

tenantId String 租户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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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tenantName String 租户名称。

operateType String 操作类型。

operateTime String 操作时间。

userName String 用户名。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2.4 采集机加入资源池

功能介绍

将采集机加入资源池。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resource/add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
    "CollectorIds": "Collector-df1687eb"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collectorIds 是 String 采集机ID。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
"returnData":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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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2.5 采集机移出资源池

功能介绍

将采集机移出资源池。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resource/del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
    "CollectorIds": "Collector-df1687eb"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collectorIds 是 String 采集机ID。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
"returnData":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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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6 采集机授权

功能介绍

采集机授权给特定租户。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authorize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authorize/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collectorId 是 String 采集机ID。

tenantUserList 是 List 租户信息列表。具体参数
说明请参见表5-20。

 

表 5-20 tenantUserList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name 是 String 租户名。

id 是 String 租户ID。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
"returnData":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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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7 采集机取消授权

功能介绍

取消采集机和租户的授权关系。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lake/collection/v1.0/v1.0/collector/deauthorize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v1.0/collector/deauthorize/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collectorId 是 String 采集机ID。

tenantUserList 是 List 租户信息列表。具体参数
说明请参见表5-21。

 

表 5-21 tenantUserList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name 是 String 租户名。

id 是 String 租户ID。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
"returnData":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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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管理采集机（用户）

5.6.3.1 获取采集机升级参数

功能介绍

在采集机升级的时候，需要先获取采集机升级的参数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upgrade/parameter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upgrade/parameters?
collectorId=Collector-b8d7839a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collectorId 是 String 采集机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params": [
{
"chinese": "参数一",
"english": "param1",
"isNeed": "true",
"consoleType": "input",
"value": ""
},
{
"chinese": "参数二",
"english": "param2",
"isNeed": "false",
"consoleType": "input",
"value": ""
},
{
"chinese": "参数三",
"english": "param1",
"isNeed": "true",
"consoleType": "input",
"value":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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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params List 参数列表。

chinese String 中文名。

english String 英文名。

isNeed String 该字段是否为必填字段。

consoleType String console输入框类型。

value String 默认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3.2 升级采集机（数据面）

功能介绍

对采集机进行升级。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upgrade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upgrade?
collectorId=Collector-b8d7839a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collectorId 是 String 采集机ID。

parameters 否 Map 升级参数。

 

响应
● 响应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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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ccess":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3.3 升级采集机（控制面）

功能介绍

对采集机进行升级。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service/collector/upgrade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upgrade?
collectorId=Collector-b8d7839a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collectorId 是 String 采集机ID。

parameters 否 Map 升级参数。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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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3.4 获取采集机升级信息

功能介绍

获取采集机相关升级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upgrade/information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port/datacollec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upgrade/
information?collectorId=Collector-0baf0a9b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collectorId 是 String 采集机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id": 170,
"collectorId": "Collector-0baf0a9b",
"createTime": "2021-03-05 16:35:37",
"endTime": "2021-03-05 16:39:15",
"upgradeNode": "ONLINE",
"upgradeStatus": "upgradeSuccess",
"userName": "xxxx",
"oldPackageName": "21.3.5",
"newPackageName": "21.3.5",
"oldVersionTimestamp": "20210305104427",
"newVersionTimestamp": "20210305154029",
"operationType": "upgrade"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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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id String 主键。

collectorId String 采集机ID。

create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endTime String 结束时间。

upgradeNode String 升级节点。

upgradeStatus String 升级状态。

userName String 用户名称。

oldPackageName String 旧采集机软件包名称。

newPackageName String 新采集机软件包名称。

oldVersionTimestam
p

String 旧采集机版本时间戳。

newVersionTimesta
mp

String 新采集机版本时间戳。

operationType String 操作类型。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3.5 下载采集机日志（数据面）

功能介绍

下载对应采集机上的采集机日志。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download/collectorLog/{collectorId}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localhost: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download/collectorLog/
Collector_202006181699313847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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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collectorId 是 String 采集机ID。

 

响应
● 响应样例

成功下载的文件压缩包。

● 要素说明

无。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3.6 下载采集机日志（控制面）

功能介绍

下载对应采集机上的采集机日志。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service/task/collectorLog/{collectorId}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localhost: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download/collectorLog/
Collector_202006181699313847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collectorId 是 String 采集机ID。

 

响应
● 响应样例

成功下载的文件压缩包。

● 要素说明

无。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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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7 查询采集机分页

功能介绍

查询采集机列表。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Console/search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Console/search?
pageNum=1&pageSize=10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ageNum 否 Int 当前页数。

pageSize 否 Int 每页条数。

collectorId 否 String 采集机ID。

conditional 否 String 搜索条件。

publicResourceFl
ag

否 String 资源池标志。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page": {
"currentPageNum": 1,
"lastPageNum": 1,
"totalPageNum": 1,
"startRowIndex": 0,
"gotoPageNum": 0,
"pageSize": 10,
"recordCount": 2
},
"dataList": [
{
"id": "Collector_20200401322177784",
"cusName": "ICEKEBJ5Y71LP9QSVEO3",
"cusId": "******",
"ip": xx.xx.xx.xx",
"port": "8668",
"collectorVersion": "1.26",
"userId": "07c081711f80d2941fc3c01f50e62517",
"userName": "xxxx",
"tenantId": "07c0712c6e00d55e0fbec01f9709fe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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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antName": "NAIE_datalake_xxxx_01",
"projectId": "07c0712d4f00d28e2fd5c01fce99ce8b",
"probes": [],
"collectorStatus": "FAULT",
"name": "test_wml",
"packageName": "NAIE_Collector_v001.tar.gz",
"createTime": "2020-04-01 10:54:58",
"nginxParas": ",,"
},
{
"id": "Collector_202004021613082898",
"ossid": "test",
"cusName": "ICEKEBJ5Y71LP9QSVEO3",
"cusId": "******",
"ip": "xx.xx.xx.xx",
"port": "8668",
"collectorVersion": "V1.0",
"userId": "07c081711f80d2941fc3c01f50e62517",
"userName": "xxxx",
"tenantId": "07c0712c6e00d55e0fbec01f9709fe20",
"tenantName": "NAIE_datalake_xxxx_01",
"projectId": "07c0712d4f00d28e2fd5c01fce99ce8b",
"probes": [],
"collectorStatus": "FAULT",
"name": "0402test",
"packageName": "NAIE_Collector_20.5.1.tar.gz",
"createTime": "2020-04-02 09:25:11",
"nginxParas": "ip1,ip2,test",
"resourceUserName": "resUser_5pd1mknz6ubxuq06",
"resourceTenantName": "op_svc_softcomai_07c0712c6e00d55e0fbec01f9709fe20"
}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dataList list 采集机列表。具体参数说明
请参见表5-22。

 

表 5-22 dataList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id String 采集机主键。

ossid String Ossid。

cusName String AK。

cusId String SK。

ip String 主机IP地址。

port String 端口。

collectorVersion String 采集机版本。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5 API 参考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423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userId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String 用户名称。

tenantId String 租户ID。

tenantName String 租户名称。

projectId String 项目ID。

probes list 具体参数说明请参见表
5-23。

 

表 5-23 probes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collectorStatus String 采集机状态。

name String 采集机名称。

packageName String 采集机软件包名称。

create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nginxParas String Nginx参数。

resourceUserName String 资源用户名称。

resourceTenantNam
e

String 资源租户名称。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3.8 查询所有采集机

功能介绍

查询所有采集机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Console/searchAllCollector

● 参数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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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Console/searchAllCollector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
"id": "Collector_20200401322177784",
"cusName": "ICEKEBJ5Y71LP9QSVEO3",
"cusId": "******",
"ip": "xx.xx.xx.xx",
"port": "8668",
"collectorVersion": "1.26",
"userId": "07c081711f80d2941fc3c01f50e62517",
"userName": "xxxx",
"tenantId": "07c0712c6e00d55e0fbec01f9709fe20",
"tenantName": "NAIE_datalake_xxxx_01",
"projectId": "07c0712d4f00d28e2fd5c01fce99ce8b",
"probes": [],
"collectorStatus": "FAULT",
"name": "test_wml",
"packageName": "NAIE_Collector_v001.tar.gz",
"createTime": "2020-04-01 10:54:58",
"nginxParas": ",,"
},
{
"id": "Collector_202004021613082898",
"ossid": "test",
"cusName": "ICEKEBJ5Y71LP9QSVEO3",
"cusId": "******",
"ip": "xx.xx.xx.xx",
"port": "8668",
"collectorVersion": "V1.0",
"userId": "07c081711f80d2941fc3c01f50e62517",
"userName": "xxxx",
"tenantId": "07c0712c6e00d55e0fbec01f9709fe20",
"tenantName": "NAIE_datalake_xxxx_01",
"projectId": "07c0712d4f00d28e2fd5c01fce99ce8b",
"probes": [],
"collectorStatus": "FAULT",
"name": "0402test",
"packageName": "NAIE_Collector_20.5.1.tar.gz",
"createTime": "2020-04-02 09:25:11",
"nginxParas": "xx.xx.xx.xx,xx.xx.xx.xx,test",
"resourceUserName": "resUser_5pd1mknz6ubxuq06",
"resourceTenantName": "op_svc_softcomai_07c0712c6e00d55e0fbec01f9709fe20"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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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id String 采集机主键。

ossid String Ossid。

cusName String AK。

cusId String SK。

ip String 主机IP地址。

port String 端口。

collectorVersion String 采集机版本。

userId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String 用户名称。

tenantId String 租户ID。

tenantName String 租户名称。

projectId String 项目ID。

probes list 具体参数说明请参见表
5-24。

 

表 5-24 probes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collectorStatus String 采集机状态。

name String 采集机名称。

packageName String 采集机软件包名称。

create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nginxParas String Nginx参数。

resourceUserName String 资源用户名称。

resourceTenantNam
e

String 资源租户名称。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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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9 删除采集机

功能介绍

删除采集机。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Console/delete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Console/delete?
collectorId=Collector_202002041778941034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collectorId 是 String 采集机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 true,
"returnData" :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4 管理采集任务

5.6.4.1 创建采集任务（数据准备，含机机接口）

功能介绍

创建采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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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create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 请求租户下面的所有采集机上的所有探针创建探针实例，创建采集任务类
型：appmarket。
POS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create
{"taskName": "name","ossId":"oss","collectTaskType":"appmarket"}

– 创建单个采集任务，创建任务类型：dataplan。
POS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create
{
"agreementType": "sftp",
"collectTaskType": "dataplan",
"taskId": "",
"taskName": "12121",
"collectorId": "Collector-883c0575",
"probePackageName": "Probe_NAIE_SFTP_Common_V200R020C50SPC401.zip",
"operate": "operate",
"carrierSubnetsubNet": "",
"country": "China",
"domain": "IT",
"netName": "U2000",
"netWorkInfo": "121",
"collectObjectType": "LIC",
"securityLevel": "Secret",
"authScope": "HWTP",
"validPeriod": 1636041600000,
"progressid": "P_20200522171603_520903745",
"protocolBody": {
"acquisitionCycle": "",
"acquisitionUnit": "day",
"delayTime": 0,
"delayUnit": "min",
"fileFilter": "",
"host": "xx.xx.xx.xx",
"port": "498",
"userName": "fd",
"password": "dkjjffd",
"historyFrom": 1572537620000,
"historyTo": 1604125927000,
"ifInclude": "true",
"isSupportCompress": "false",
"extensionPathName1": "",
"extensionPathName2": "",
"extensionPathName3": "",
"extensionPathName4": "",
"extensionPathValue1": "",
"extensionPathValue2": "",
"extensionPathValue3": "",
"extensionPathValue4": "",
"path": "/tmp/test",
"strategy": "period",
"scanPeriod":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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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创建单个采集任务，创建任务类型：logService。
POS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create
{"collectTaskType":"logService","progressid":"P_20200522171603_520903745"}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askName 是 String 任务名称。

collectTaskType 是 String 创建采集任务方式
（appmarket/dataplan/
consoleServer/logService）。

ossId 否 String 网管UUID。

collectorId 是 String 采集机ID。

progressId 否 String 流程ID。

probePackageName 是 String 探针包名称。

operate 否 String 运营商。

country 否 String 国家。

domain 否 String 领域。

netName 否 String 网管名称。

netWorkInfo 否 String 网元类型。

collectObjectType 否 String 采集对象类型。

securityLevel 否 String 密级。

authScope 否 String 授权范围。

agreementType 否 String 协议类型（SFTP/FTPS）。

validPeriod 否 Long 数据有效期。

protocolBody.scanPer
iod

否 String 采集周期。

protocolBody.host 是 String 主机IP。

protocolBody.port 是 String 端口。

protocolBody.userNa
me

是 String 用户。

protocolBody.passwo
rd

是 String 密码。

protocolBody.path 否 String 采集路径。

protocolBody.strateg
y

否 String 采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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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tocolBody.acquisit
ionUnit

否 String 采集单元。

protocolBody.delayU
nit

否 String 滞后时间单位。

protocolConsoleBody
.protocolList.extensio
nPathName1

否 String 扩展路径类型1（whiteList，
fixedValue，timeType）。

protocolBody.extensi
onPathValue1

否 String 扩展路径值。

protocolBody.extensi
onPathName2

否 String 扩展路径类型1（whiteList，
fixedValue，timeType）。

protocolBody.extensi
onPathValue2

否 String 扩展路径值。

protocolBody.extensi
onPathName3

否 String 扩展路径类型1（whiteList，
fixedValue，timeType）。

protocolBody.extensi
onPathValue3

否 String 扩展路径值。

protocolBody.extensi
onPathName4

否 String 扩展路径4。

protocolBody.extensi
onPathValue4

否 String 扩展路径值。

protocolBody.isSuppo
rtInc

否 String 是否增量上报。

protocolBody.isSuppo
rtFragment

否 String 是否支持分片。

protocolBody.isSuppo
rtCompress

否 String 是否支持压缩。

protocolBody.ifInclud
e

否 String 采集文件是否包含。

protocolBody.sslMod
e

否 String 是否开启SSL认证。

protocolBody.localHo
st

否 String 采集机小网IP。

dataSourceId 否 String 数据源ID。

protocolBody.fileFilte
r

否 String 文件名过滤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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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rrorCode": null,
"returnData": "a2cab4690c41416eae798f8d90abe277"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4.2 创建采集任务

功能介绍

创建采集任务。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
{
"taskName": "sftp协议7",
"collectTaskType": "consoleServer",
"collectionMode": "AGENT",
"collectorId": "Collector-f90e5e07",
"protocolType": "sftp",
"protocolCategory": "",
"note": "我是个备注",
"tag": "12333",
"dataInfo": {
"mainCategory": "pipe",
"subCategory": "access",
"device": "NCE-FAN",
"dataType":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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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common"
},
"strategy": "interval",
"interval":{
"acquisitionUnit":"min",
"acquisitionCycle":"30"
},
"cron": {
"jobType": 3,
"second": 0,
"minute": 15,
"hour": 14
},
"protocolList": [
{
"host": "xx.xx.xx.xx",
"port": "22",
"userName": "root",
"password": "Abc@123",
"path": "/yy"
},
{
"host": "xx.xx.xx.xx",
"port": "22",
"userName": "root",
"password": "Abc@123",
"path": "/opt/test"
}
]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备注

taskName 是 String 任务名称。

collectTaskType 是 String 创建采集任务方式
（appmarket/dataplan/
consoleServer/logService/
netMap）。

tag 否 String ossId（数据准备）。

collectorId 否 String 采集ID。

collectionMode 是 String 采集类型（EIP AGENT
VPN）。

protocolType 是 String 协议类型。

protocolCategory 否 String 协议子类型。

note 否 String 备注。

dataType 否
(collectTas
kType=net
Map必选)

String 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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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备注

taskId 否 String 任务ID。

strategy 是 String 采集周期。

● once：一次性采集。

● period：周期性采集。

● interval：间隔性采集。

serviceNames 否 String 服务名称。

dataInfo 否 Object 数据信息对象。

dataInfo.mainCatego
ry

是 String 主类别。

dataInfo.subCategory 是 String 子类别。

dataInfo.device 是 String 网管、设备信息。

dataInfo.dataType 是 String 数据类型。

dataInfo.version 否 String 版本。

interval 否
（strategy
=interval必
选）

Object 间隔性策略。

interval.acquisitionU
nit

否 String 间隔单位。

● min：分钟。

● hour：小时。

interval.acquisitionCy
cle

否 String 间隔时长。取值范围：
1~10000。

cron 否
（strategy
=period必
选）

Object 周期性策略。

cron.jobType 否 int cron作业类型。取值范围：
0~6。

cron.second 否 int 秒。取值范围：0~59。

cron.minute 否 int 分钟。取值范围：0~59。

cron.hour 否 int 小时。取值范围：0~23。

protocolList 是 List 协议列表。具体参数说明请参
见表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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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5 protocolList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备注

protocolList.host 否 String 数据源IP。

protocolList.port 否 String 数据源端口，取值范围为：
1~65535。

protocolList.userNam
e

否 String 数据源名称。

protocolList.passwor
d

否 String 数据源密码。

protocolList.path 否 String 数据源路径。

protocolList.database 否 String 数据库名（数据源为
Database使用）。

protocolList.tables 否 String 表名（数据源为Database使
用）。

protocolList.protocol
Version

否 String 数据库版本（数据源为
Database使用）。

protocolList.dataTabl
e

否 String 硬盘数据表（数据源为硬盘
使用）。

protocolList.dataId 否 String 硬盘数据ID（数据源为硬盘
使用）。

protocolList.localhost 否 String 采集机IP（数据源为Corba使
用）。

protocolList.sslMode 否 String SSL认证（数据源为Corba使
用）。

protocolList.kafkaId 否 String kafkaId（数据源为Kafka使
用）。

protocolList.brokers 否 String kafka集群地址（数据源为
Kafka使用）。

protocolList.principal 否 String kerberos用户（数据源为
Kafka使用）。

protocolList.truststor
ePassword

否 String truststore证书密码（数据源
为Kafka使用）。

protocolList.keystore
Password

否 String keystore证书密码（数据源为
Kafka使用）。

protocolList.sslMode 否 String SSL认证（数据源为Corba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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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fcbca5cf75394b0295ef099d062d36a3"}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4.3 创建采集任务（控制节点，含机机接口）

功能介绍

创建采集任务。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north/task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north/task
{
"taskName": "sftp协议7",
"collectTaskType": "consoleServer",
"collectionMode": "AGENT",
"collectorId": "Collector-f90e5e07",
"protocolType": "sftp",
"protocolCategory": "",
"note": "我是个备注",
"tag": "12333",
"dataInfo": {
"mainCategory": "pipe",
"subCategory": "access",
"device": "NCE-FAN",
"dataType": "PM",
"version": "common"
},
"strategy": "interval",
"interval":{
"acquisitionUnit":"min",
"acquisitionCycle":"30"
},
"cron": {
"jobTyp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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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0,
"minute": 15,
"hour": 14
},
"protocolList": [
{
"host": "xx.xx.xx.xx",
"port": "22",
"userName": "root",
"password": "Abc@123",
"path": "/yy"
},
{
"host": "xx.xx.xx.xx",
"port": "22",
"userName": "root",
"password": "Abc@123",
"path": "/opt/test"
}
]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askName 是 String 任务名称。

collectTaskType 是 String 创建采集任务方式
（appmarket/dataplan/
consoleServer/logService/
netMap）。

tag 否 String ossId (数据准备)。

collectorId 否 String 采集ID。

collectionMode 是 String 采集类型（EIP AGENT
VPN）。

protocolType 是 String 协议类型。

protocolCatego
ry

否 String 协议子类型。

note 否 String 备注。

dataType 否
(collectTaskT
ype=netMap
必选)

String 数据类型。

taskId 否 String 任务ID。

strategy 是 String 采集周期。

● once：一次性采集。

● period：周期性采集。

● interval：间隔性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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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serviceNames 否 String 服务名称。

dataInfo 否 Object 数据信息对象。

dataInfo.mainC
ategory

是 String 主类别。

dataInfo.subCat
egory

是 String 子类别。

dataInfo.device 是 String 网管、设备信息。

dataInfo.dataTy
pe

是 String 数据类型。

dataInfo.version 否 String 版本。

interval 否
（strategy=in
terval必选）

Object 间隔性策略。

interval.acquisit
ionUnit

否 String 间隔单位。

● min：分钟。

● hour：小时。

interval.acquisit
ionCycle

否 String 间隔时长。取值范围为：
1~10000。

cron 否
（strategy=p
eriod必选）

Object 周性策略。

cron.jobType 否 int cron作业类型。取值范围为：
0~6。

cron.second 否 int 秒。取值范围为：0~59。

cron.minute 否 int 分钟。取值范围为：0~59。

cron.hour 否 int 小时。取值范围为：0~23。

protocolList 是 List 协议列表。具体参数说明请参见
表5-26。

 

表 5-26 protocolList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填 参数类型 备注

protocolList.hos
t

否 String 数据源IP。

protocolList.por
t

否 String 数据源端口。取值范围为：
1~65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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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填 参数类型 备注

protocolList.use
rName

否 String 数据源名称。

protocolList.pas
sword

否 String 数据源密码。

protocolList.pat
h

否 String 数据源路径。

protocolList.dat
abase

否 String 数据库名（数据源为Database
使用）。

protocolList.tabl
es

否 String 表名（数据源为Database使
用）。

protocolList.pro
tocolVersion

否 String 数据库版本（数据源为
Database使用）。

protocolList.dat
aTable

否 String 硬盘数据表（数据源为硬盘使
用）。

protocolList.dat
aId

否 String 硬盘数据ID（数据源为硬盘使
用）。

protocolList.loc
alhost

否 String 采集机IP（数据源为Corba使
用）。

protocolList.ssl
Mode

否 String SSL认证（数据源为Corba使
用）。

protocolList.kaf
kaId

否 String kafkaId（数据源为Kafka使
用）。

protocolList.bro
kers

否 String kafka集群地址（数据源为Kafka
使用）。

protocolList.prin
cipal

否 String kerberos用户（数据源为Kafka
使用）。

protocolList.trus
tstorePassword

否 String truststore证书密码（数据源为
Kafka使用）。

protocolList.key
storePassword

否 String keystore证书密码（数据源为
Kafka使用）。

protocolList.ssl
Mode

否 String SSL认证（数据源为Corba使
用）。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fcbca5cf75394b0295ef099d062d36a3"}

● 要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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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4.4 编辑采集任务（数据节点，console 页面）

功能介绍

编辑采集任务。

URI
● URI格式

PU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taskId}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
7f303d7f0d504266bf98d436f9fbd9c8
{
"taskName": "corba协议0120",
"collectTaskType": "consoleServer",
"collectionMode": "AGENT",
"collectorId": "Collector-3f105a8a",
"protocolType": "corba",
"protocolCategory": "",
"note": "我是个备注2",
"tag": "123332",
"protocolList": [
{
"host": "xx.xx.xx.xx",
"port": "12001",
"userName": "admin",
"password": "Abc@123",
"localHost":"xx.xx.xx.xx",
"sslMode":"true"
}
]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askName 是 String 任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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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collectTaskTyp
e

是 String 创建采集任务方式
（appmarket/dataplan/
consoleServer/logService/
netMap）。

tag 否 String ossId （数据准备）。

collectorId 否 String 采集ID。

collectionMode 是 String 采集类型（EIP AGENT
VPN）。

protocolType 是 String 协议类型。

protocolCatego
ry

否 String 协议子类型。

note 否 String 备注。

dataType 否
(collectTas
kType=net
Map必选)

String 数据类型。

taskId 否 String 任务ID。

strategy 是 String 采集周期。

● once：一次性采集。

● period：周期性采集。

● interval：间隔性采集。

serviceNames 否 String 服务名称。

dataInfo 否 Object 数据信息对象。

dataInfo.mainC
ategory

是 String 主类别。

dataInfo.subCa
tegory

是 String 子类别。

dataInfo.device 是 String 网管、设备信息。

dataInfo.dataT
ype

是 String 数据类型。

dataInfo.versio
n

否 String 版本。

interval 否
（strategy=
interval必
选）

Object 间隔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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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interval.acquisi
tionUnit

否 String 间隔单位。

● min：分钟。

● hour：小时。

interval.acquisi
tionCycle

否 String 间隔时长。取值范围为：
1~10000。

cron 否
（strategy=
period必
选）

Object 周期性策略。

cron.jobType 否 int cron作业类型。取值范围：
0~6。

cron.second 否 int 秒。取值范围为：0~59。

cron.minute 否 int 分钟。取值范围为：0~59。

cron.hour 否 int 小时。取值范围为：0~23。

protocolList 是 List 协议列表。具体参数说明请参
见表5-27。

 

表 5-27 protocolList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tocolList.ho
st

否 String 数据源IP。

protocolList.po
rt

否 String 数据源端口。取值范围为：
1~65535。

protocolList.us
erName

否 String 数据源名称。

protocolList.pa
ssword

否 String 数据源密码。

protocolList.pa
th

否 String 数据源路径。

protocolList.da
tabase

否 String 数据库名（数据源为Database
使用）。

protocolList.ta
bles

否 String 表名（数据源为database使
用）。

protocolList.pr
otocolVersion

否 String 数据库版本（数据源为
database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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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tocolList.da
taTable

否 String 硬盘数据表（数据源为硬盘使
用）。

protocolList.da
taId

否 String 硬盘数据ID（数据源为硬盘使
用）。

protocolList.loc
alhost

否 String 采集机IP（数据源为Corba使
用）。

protocolList.ssl
Mode

否 String SSL认证（数据源为Corba使
用）。

protocolList.kaf
kaId

否 String kafkaId（数据源为Kafka使
用）。

protocolList.br
okers

否 String kafka集群地址（数据源为
Kafka使用）。

protocolList.pri
ncipal

否 String kerberos用户（数据源为
Kafka使用）。

protocolList.tru
ststorePasswor
d

否 String truststore证书密码（数据源为
Kafka使用）。

protocolList.ke
ystorePassword

否 String keystore证书密码（数据源为
Kafka使用）。

protocolList.ssl
Mode

否 String SSL认证（数据源为Corba使
用）。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fcbca5cf75394b0295ef099d062d36a3"}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4.5 启动采集任务（数据准备，含机机接口）

功能介绍

启动采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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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taskId}/start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askId 是 String 任务ID。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 
a2cab4690c41416eae798f8d90abe277/start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rrorCode": null,
"returnData": null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4.6 启动采集任务（控制节点，含机机接口）

功能介绍

启动采集任务。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north/task/start/{task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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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askId 是 String 任务ID。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north/task/start/
a2cab4690c41416eae798f8d90abe277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4.7 启动采集任务（数据节点，console 页面）

功能介绍

启动采集任务。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start/{task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askId 是 String 任务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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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start/
a2cab4690c41416eae798f8d90abe277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4.8 停止采集任务（数据准备，含机机接口）

功能介绍

停止采集任务。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taskId}/stop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askId 是 String 任务ID。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 
a2cab4690c41416eae798f8d90abe277/start

● 参数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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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rrorCode": null,
"returnData": null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4.9 停止采集任务（控制节点，含机机接口）

功能介绍

停止采集任务。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north/task/stop{task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askId 是 String 任务ID。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north/task/stop/
a2cab4690c41416eae798f8d90abe277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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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4.10 停止采集任务(数据节点 console 页面)

功能介绍

停止采集任务。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stop/{task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askId 是 String 任务ID。

 

请求
● 请求样例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stop/
7f303d7f0d504266bf98d436f9fbd9c8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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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4.11 删除采集任务（数据准备，含机机接口）

功能介绍

删除采集任务。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taskId}/delete/{deleteFilesFlag}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askId 是 String 任务ID。

deleteFilesFla
g

否 String 删除文件标识（true/
false）。数据准备调
用时不需要填写该字
段。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 
a2cab4690c41416eae798f8d90abe277/delete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rrorCode": null,
"returnData": null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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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4.12 删除采集任务（控制节点，含机机接口）

功能介绍

删除采集任务。

URI
● URI格式

DELETE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north/task/{taskId}/{deleteFilesFlag}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askId 是 String 任务ID。

deleteFilesFla
g

是 String 删除文件标识（true/
false）。

 

请求
● 请求样例

DELETE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north/task/
a2cab4690c41416eae798f8d90abe277/true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f1f039eaea334feda5da0d6d71544aeb"}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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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4.13 删除采集任务（数据节点，console 页面）

功能介绍

删除采集任务。

URI
● URI格式

DELETE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taskId}/{deleteFilesFlag}（数据面）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service/task/{taskId}/delete/{deleteFilesFlag}（控
制面）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askId 是 String 任务ID。

deleteFilesFla
g

是 String 删除文件标识（true/
false）。

 

请求
● 请求样例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
852fc0b1deef46beb6e3b9fa46fa3a5a/false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f1f039eaea334feda5da0d6d71544aeb"}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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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14 连通性测试（数据准备，含机机接口）

功能介绍

网关连通性测试。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agreement/type/test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
"agreementType": "sftp",
"collectorId": "Collector-883c0575",
"collectTaskType": "dataplan",
"probePackageName": "Probe_NAIE_SFTP_Common_V200R020C50SPC401.zip",
"protocolBody": {
"host": "xx.xx.xx.xx",
"port": "22",
"userName": "root",
"password": "fd",
"localhost": "xx.xx.xx.xx"
}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bePackageName 是 String 探针包名称。

agreementType 是 String 协议类型（SFTP/
FTPS）。

collectTaskType 是 String 创建采集任务方式
（appmarket/
dataplan/
consoleServer）。

collectorId 是 String 采集机ID。

protocolBody.host 否 String 主机IP。

protocolBody.port 否 String 端口。

protocolBody.userNa
me

否 String 用户名。

protocolBody.passwo
rd

否 String 密码。

protocolBody.localHo
st

否 String 采集机小网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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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 success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4.15 连通性测试（数据准备，控制节点，含机机接口）

功能介绍

网关连通性测试。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service/task/dp/agreement/test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
"agreementType": "sftp",
"collectorId": "Collector-883c0575",
"collectTaskType": "dataplan",
"probePackageName": "Probe_NAIE_SFTP_Common_V200R020C50SPC401.zip",
"protocolBody": {
"host": "xx.xx.xx.xx",
"port": "22",
"userName": "root",
"password": "fd",
"localhost": "xx.xx.xx.xx"
}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bePackageNa
me

是 String 探针包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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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agreementType 是 String 协议类型（SFTP/
FTPS）。

collectTaskType 是 String 创建采集任务方式
（appmarket/
dataplan/
consoleServer）。

collectorId 是 String 采集机ID。

protocolBody.hos
t

否 String 主机IP。

protocolBody.por
t

否 String 端口。

protocolBody.use
rName

否 String 用户名。

protocolBody.pas
sword

否 String 密码。

protocolBody.loc
alHost

否 String 采集机小网IP。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 success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4.16 连通性测试（console，数据节点）

功能介绍

网关连通性测试。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connect/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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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
    "collectionMode": "EIP",
    "protocolType": "sftp",
    "protocolCategory": "",
    "protocolList": [{
        "host": "xx.xx.xx.xx",
        "port": "22",
        "userName": "root",
        "password": "Abc@123",
        "path": "/opt/test/ftth",
        "sslMode": "false",
        "localHost": null,
        "protocolVersion": "",
        "database": null,
        "tables": null,
        "dataTable": null,
        "dataId": null
    }]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collectionMo
de

是 String 探针包名称。

protocolType 是 String 协议类型（SFTP/FTPS）。

protocolCate
gory

否 String 协议子类别。

protocolList 是 String 采集机ID。

host 否 String 主机IP。

port 否 String 端口号。

userName 否 String 用户名。

password 否 String 密码。

localHost 否 String 采集机小网IP。

path 否 String 采集文件路径。

sslMode 否 String 是否SSL模式。

protocolVersi
on

否 String 协议版本。

database 否 String 数据库实例。

tables 否 String 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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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dataTable 否 String 硬盘数据采集表名。

dataId 否 String 硬盘数据采集起始采集ID。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collectorId":"Collector-a91c7640"}}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collectorId String 采集机ID。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4.17 连通性测试（console，控制节点）

功能介绍

网关连通性测试。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north/task/connect/test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
"collectionMode": "EIP",
"protocolType": "sftp",
"protocolCategory": "",
"protocolList": [{
"host": "xx.xx.xx.xx",
"port": "22",
"userName": "root",
"password": "Abc@123",
"path": "/opt/test/ftth",
"sslMode": "false",
"localHost": null,
"protocolVers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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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base": null,
"tables": null,
"dataTable": null,
"dataId": null
}]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collectionM
ode

是 String 探针包名称。

protocolTyp
e

是 String 协议类型（SFTP/FTPS）。

protocolCat
egory

否 String 协议子类别。

protocolList 是 String 采集机ID。

host 否 String 主机IP。

port 否 String 端口。

userName 否 String 用户名。

password 否 String 密码。

localHost 否 String 采集机小网IP。

path 否 String 采集文件路径。

sslMode 否 String 是否SSL模式。

protocolVer
sion

否 String 协议版本。

database 否 String 数据库实例。

tables 否 String 表名。

dataTable 否 String 硬盘数据采集表名。

dataId 否 String 硬盘数据采集起始采集ID。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collectorId":"Collector-a91c7640"}}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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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collectorId String 采集机ID。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4.18 判断 VPN 是否打通

功能介绍

判断VPN是否打通。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authorize/collector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authorize/collector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
"returnData":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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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19 发送邮件

功能介绍

当VPN网络没有打通时，填写邮箱，由SRE给当前邮箱发送邮件。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email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email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emailAddress 是 String 邮箱地址。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4.20 查询采集任务列表

功能介绍

查询采集任务列表。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s

● 参数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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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 请求样例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s?
pageNum=1&pageSize=10&mainCategory=&status=&conditional=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askId 否 String 任务ID。

status 否 String 状态。

mainCategor
y

否 String 主类。

conditional 否 String 查询条件。

pageNum 是 Int 当前页数。

pageSize 是 Int 每页总条数。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page": {
            "currentPageNum": 1,
            "lastPageNum": 4,
            "totalPageNum": 4,
            "startRowIndex": 0,
            "gotoPageNum": 0,
            "pageSize": 10,
            "recordCount": 39
        },
        "dataList": [{
            "taskId": "c5c95a4e6bfa45fa8df718c2c0f3ca79",
            "taskName": "sftp_duan",
            "userName": "xxxx",
            "taskStatus": "init",
            "lastStartTime": 0,
            "strategy": "once",
            "currentFilesCount": 0,
            "currentFilesSize": 0,
            "progress": 0,
            "predictEndTime": 0,
            "filesCount": 0,
            "filesSize": 0,
            "mainCategory": "pipe",
            "subCategory": "cloudCore",
            "protocolType": "sftp",
            "protocolCategory": "",
            "taskSource": "console"
        }, {
            "taskId": "d26d98c3b3c247a59b2e18c1c6ffa7f9",
            "taskName": "cmc2",
            "userName": "xxxx",
            "taskStatus": "collecting",
            "lastStartTime": 1616036657414,
            "note": "",
            "strategy": "interval",
            "currentFilesCount":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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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rentFilesSize": 0,
            "progress": 0,
            "predictEndTime": 0,
            "filesCount": 0,
            "filesSize": 0,
            "mainCategory": "cloud",
            "subCategory": "cloudServiceData",
            "protocolType": "rest",
            "protocolCategory": "CMC",
            "taskSource": "console"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page Object 分页信息。具体参数说明请参
见表5-28。

 

表 5-28 page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currentPageNum Int 当前页数。

lastPageNum Int 后一页页数。

totalPageNum Int 总页数。

startRowIndex Int 起始页数。

gotoPageNum Int 当前页数。

pageSize Int 每页总条数。

recordCount Int 总记录数。

dataList List 任务信息。具体参数说明请参
见表5-29。

 

表 5-29 dataList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taskName String 任务名称。

taskId String 任务ID。

userName String 用户名。

taskStatus String 任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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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lastStartTime String 后一次启动时间。

strategy String 周期。

currentFilesCount String 当前采集文件总数。

currentFilesSize String 采集文件大小。

progress String 流程ID。

predictEndTime String 预计完成时间。

filesCount String 总的文件数。

filesSize String 总的采集文件大小。

mainCategory String 主类类型。

subCategory String 子类类型。

protocolType String 协议类型。

protocolCategory String 协议类别。

taskSource String 任务来源。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4.21 采集任务发布数据集

功能介绍

采集任务一键发布数据集。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publish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publish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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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businessNam
e

是 String 数据集名称。

expireDate 是 String 过期时间。

origDatasetUi
d

是 String 来自于数据权限的
datasetUid。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true}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4.22 查询采集任务详情

功能介绍

查询采集任务详情。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task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askId 是 String 任务ID。

 

请求
● 请求样例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c5c95a4e6bfa45fa8df718c2c0f3ca79

● 参数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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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taskName": "sftp_duan",
        "collectionMode": "VPN",
        "collectorId": "Collector-a7932e65",
        "protocolType": "sftp",
        "protocolCategory": "",
        "strategy": "once",
        "dataInfo": {
            "mainCategory": "pipe",
            "subCategory": "cloudCore",
            "device": "MAE-CN",
            "dataType": "performanceData",
            "version": ""
        },
        "history": {
            "historyFrom": 0,
            "historyTo": 0
        },
        "protocolList": [{
            "host": "xx.xx.xx.xx",
            "port": "22",
            "userName": "root",
            "path": "/opt/test",
            "protocolVersion": "",
            "sslMode": "false"
        }],
        "collectorIp": "xx.xx.xx.xx",
        "probeId": "Probe-0015",
        "taskSource": "console"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taskName String 任务名称

collectorId String 采集机ID。

collectionMode String Agent链接方式。

collectorId String AgentID。

protocolType String 采集协议。

protocolCategory String 协议类型。

strategy String 周期。

collectorIp String AgentIP。

probeId String 探针ID。

taskSource String 任务来源。

dataInfo object 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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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mainCategory String 主类别。

subCategory String 子类别。

device String 网管、设备信息。

dataType String 数据类型。

version String 版本。

history object 历史采集策略。

historyFrom String 历史采集开始时间。

historyTo String 历史采集结束时间。

protocolList List 数据源信息。

host String IP地址。

port String 端口。

userName String 用户名。

path String 路径。

protocolVersion String 协议版本。

sslMode String 是否加密。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4.23 更新采集任务（数据节点）

功能介绍

更新采集任务。

URI
● URI格式

PU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task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askId 是 String 任务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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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 请求样例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c5c95a4e6bfa45fa8df718c2c0f3ca79
{
"taskName": "sftp_duan",
"collectTaskType": "consoleServer",
"collectionMode": "AGENT",
"protocolType": "sftp",
"protocolCategory": "",
"tag": "123",
"dataInfo": {
"mainCategory": "pipe",
"subCategory": "cloudCore",
"device": "MAE-CN",
"dataType": "performanceData",
"version": ""
},
"strategy": "once",
"protocolList": [{
"agreementType": {
"id": "SFTP",
"label": "SFTP"
},
"authenticationPwd": "",
"dataSourceName": "数据源1",
"database": "",
"tables": "",
"protocolCategory": "",
"protocolVersion": "",
"encryptionPwd": "",
"hardDiskDataId": "",
"hardDiskDataTable": "",
"host": "xx.xx.xx.xx",
"id": 1,
"isConnectSuccess": true,
"password": "Changeme_123",
"path": "/opt/test",
"port": "22",
"sslMode": "false",
"userName": "root",
"serviceNames": "",
"kafkaCertification": null,
"kafkaTopic": null,
"kafkaOptions": [],
"topicsJsonStr": "[null]"
}]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askName 是 String 任务名称。

collectTaskTyp
e

是 String 创建采集任务方式
（appmarket/dataplan/
consoleServer/logService）。

tag 否 String ossId （数据准备）。

collectionMod
e

是 String 采集Agent类型。

protocolType 是 String 协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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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protocolCateg
ory

否 String 协议子类型。

strategy 是 String 采集周期。

serviceNames 否 String 服务名称（CMC采集使用）。

topicsJsonStr 否 String tpoic（Kafka采集）。

brokers 否 String Kafka集群地址。

groupId 否 String 数据源关联ID。

userName 否 String 用户名。

password 否 String 密码。

dataInfo 否 object 数据信息。

mainCategory 是 String 主类别。

subCategory 是 String 子类别。

device 是 String 网管、设备信息。

dataType 是 String 数据类型。

version 否 String 版本。

protocolList 否 List 数据源信息列表。

id 是 String 协议ID。

dataSourceNa
me

是 String 数据源名称。

agreementTyp
e

否 Object 协议类型。

label 是 String 协议标签。

id 是 String 协议ID。

host 否 String IP地址。

port 否 String 端口号。

path 否 String 采集路径。

databaseType 否 String 数据库采集使用数据类型。

databaseVersi
on

否 String 数据库采集使用数据库版本。

kafkaTopic 否 String kafka topic（需要采集的主
题）。

localHost 否 String 本地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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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netMapCount
ry

否 String 国家信息。

netMapProvin
ce

否 String 省份信息。

netMapCity 否 String 城市信息。

constructionC
ategory

否 String 施工类别。

constructionT
ype

否 String 施工类型。

databaseNam
e

否 String 数据库实例名。

databaseTabl
eName

否 String 数据库表名。

hardDiskData
Table

否 String 硬盘数据采集表名。

hardDiskDataI
d

否 String 硬盘数据采集数据ID。

isConnectSucc
ess

否 String 是否连通性测试成功。

topicList 否 list topic列表。

sslMode 否 String 是否SSL类型。

protocolCateg
ory

否 String 协议子类。

protocolVersio
n

否 String 协议版本。

database 否 String 数据库实例名。

tables 否 String 表名。

snmpFormDat
a

否 object SNMP。

collectionMod
e

否 String 链接方式。

protocolType 否 String 协议类型。

protocolCateg
ory

否 String 协议子类。

protocolList 否 list 网管信息列表。

host 否 String 网管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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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port 否 String 网管端口号。

userName 否 String 网管用户名。

password 否 String 网管密码。

path 否 String 网管路径。

sslMode 否 String 是否加密模式。

localHost 否 String 本地IP。

protocolVersio
n

否 String 协议版本。

database 否 String 数据库实例名。

tables 否 String 表名。

dataTable 否 String 数据库表。

dataId 否 String 数据ID。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 success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4.24 查询采集任务状态列表

功能介绍

查询采集任务状态列表。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s/status

● 参数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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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 请求样例
https://localhost: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s/status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
"status": "init",
"total": 11
},
{
"status": "collecting",
"total": 13
},
{
"status": "finished",
"total": 13
},
{
"status": "error",
"total": 1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status String 状态。

total String 任务数。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4.25 获取任务采集批次信息

功能介绍

获取任务采集批次信息。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5 API 参考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469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batche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port/datacollec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batches?
taskId=23185a3c22c84e849450afda90cdf3a9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askId 是 String 任务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
"taskId": "23185a3c22c84e849450afda90cdf3a9",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createTime": "2021-03-18 14:10:13",
"fileSize": 13855335,
"fileCount": 80,
"batch": "0",
"startTime": 0,
"duration": 0
},
{
"taskId": "23185a3c22c84e849450afda90cdf3a9",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createTime": "2021-03-18 14:14:47",
"fileSize": 193300,
"fileCount": 1,
"batch": "1",
"startTime": 0,
"duration": 0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taskId String 任务ID。

tenantId String 租户ID。

createTime Strng 创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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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fileSize int 采集文件大小。

fileCount int 采集文件数量。

batch String 批次号。

startTime String 开始时间。

duration String 耗时。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4.26 获取任务批次采集信息

功能介绍

获取某一批次采集文件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batch/information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port/datacollec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batch/information?
taskId=23185a3c22c84e849450afda90cdf3a9&fileStatus=save&pageNum=1&pageSize=10&
conditional=&batch=0&createTime=2021-03-18%2014:10:13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askId 是 String 任务ID。

fileStatus 是 String 文件状态。

pageNum 是 int 当前页数。

pageSize 是 int 每页数据条数。

conditional 否 String 查询条件。

batch 否 String 批次号。

createTime 否 String 创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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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collectorStatus": "finished",
        "fileCount": 80,
        "batch": "0",
        "fileSize": 13855335,
        "collectorTime": "2021-03-18 14:10:13",
        "dataModel": {
            "page": {
                "currentPageNum": 1,
                "lastPageNum": 8,
                "totalPageNum": 8,
                "startRowIndex": 0,
                "gotoPageNum": 0,
                "pageSize": 10,
                "recordCount": 79
            },
            "dataList": [
                {
                    "id": 2476832,
                    "taskId": "23185a3c22c84e849450afda90cdf3a9",
                    "fileName": "AC.csv",
                    "bucketNameAndPath": "bucket-hvnngyjf:DataAssets/PLDA/Collection/
Collector-0baf0a9b_23185a3c22c84e849450afda90cdf3a9/data/20210318140940537/10.247.109.86",
                    "fileSize": "3479040",
                    "beginTime": "2021-03-18 14:09:47",
                    "endTime": "2021-03-18 14:09:48",
                    "timeLength": "00h 00min 01s 309ms",
                    "userName": "xxxx",
                    "fileStatus": "save",
                    "isMetaDataFile": "NO"
                }
            ]
        },
        "duration": 29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collectorStatus String 采集状态。

fileCount String 采集文件总数。

batch String 批次号。

fileSize String 采集文件总大小。

collectorTime String 采集时间。

duration String 耗时。

page Object 分页信息。具体参数说明请参见
表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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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List List 采集信息。具体参数说明请参见
表5-31。

 

表 5-30 page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currentPageNum Int 当前页数。

lastPageNum Int 后一页页数。

totalPageNum Int 总页数。

startRowIndex Int 起始页数。

gotoPageNum Int 当前页数。

pageSize Int 每页总条数。

recordCount Int 总记录数。

 

表 5-31 dataList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id String 主键。

taskId String 任务ID。

fileName String 文件名称。

bucketNameAndPat
h

String 桶名和路径。

fileSize String 文件大小。

beginTime String 采集开始时间。

endTime String 采集结束时间。

timeLength String 时长。

userName String 用户名。

fileStatus String 文件状态。

isMetaDataFile String 是否源数据文件。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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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27 查询采集任务日志

功能介绍

查询采集任务日志。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service/task/{taskId}/logCheck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askId 是 String 任务ID。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service/task/
6d8d014fe606496da5ed27e5f4182506/logCheck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
"id": 26,
"taskId": "6d8d014fe606496da5ed27e5f4182506",
"createTime": "2020-06-18 16:20:22",
"taskStatus": "dataSource->(succeed)->HecCollector->(succeed)->collectServer->(succeed)->OBS",
"failedReason": "NA"
},
{
"id": 8,
"taskId": "6d8d014fe606496da5ed27e5f4182506",
"createTime": "2020-06-18 15:35:14",
"taskStatus": "dataSource->(succeed)->HecCollector->(succeed)->collectServer->(succeed)->OBS",
"failedReason": "NA"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id String 主键。

taskId String 任务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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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create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taskStatus String 任务状态。

failedReason String 失败原因。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4.28 删除采集文件记录

功能介绍

删除采集文件记录。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ionRecord/deleteFileList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ionRecord/deleteFileList?
ids=92,93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ids 是 String 多个ID以英文逗
号分割。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failFiles": [],
"successFiles": [
93,
92
]
}
}

● 要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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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failFiles List<Integer> 删除失败文件记录ID列表。

successFiles List<Integer> 删除成功文件记录ID列表。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4.29 根据标签查询采集任务（数据准备）

功能介绍

数据准备根据标签查询采集任务。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Console/task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Console/tasks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askName 是 String 标签。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rrorCode": null,
    "returnData": {
          "taskId": "f1f039eaea334feda5da0d6d71544aeb"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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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4.30 查询采集任务状态（数据准备）

功能介绍

查询采集任务状态。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Console/statusList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https://localhost: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Console/statusList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
"taskId": "12121",
"progressId": "20200326101402_1117403024",
"status": "start"
},
{
"taskId": "wrgj",
"progressId": "20200326101402_1117403024",
"status": "stop"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errorMsg String 错误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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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taskId String 任务ID。

progressId String 流程ID。

status String 任务状态。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4.31 查询项目 OBS 信息（数据准备）

功能介绍

查询OBS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progress/{progress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String 流程ID。

 

请求
● 请求样例

https://ip:por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progress/
P_20201031104905_841184741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obsInfo": [
{
"bucketName": "bucket-hvnngyjf",
"obsPath": "0001BigData/Collector-df0ddbed_8c9f9b8daad0410db9170bf890753c29/data/test"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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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4.32 项目 ID 与采集任务 ID 关联（数据准备）

功能介绍

项目ID与采集任务ID关联。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progress/id/add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progress/id/add
{
"taskId": "1b12e30e1b3c404fb58ae888817754f0",
"progressId": "P_20200901155638_1265840513"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askId 是 String 任务ID。

progressId 是 String 流程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5 API 参考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479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4.33 项目 ID 与采集任务 ID 取消关联（数据准备）

功能介绍

项目ID与采集任务ID取消关联。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progress/id/del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progress/id/del
{
"taskId": "1b12e30e1b3c404fb58ae888817754f0",
"progressId": "P_20200901155638_1265840513"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askId 是 String 任务ID。

progressId 是 String 流程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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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4.34 下载采集数据记录

功能介绍

下载采集数据记录。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download/{task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askId 是 String （下载采集记录）任
务ID。

 

请求
● 请求样例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download/
b164e722c9604a0d9e52565842902529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 失败响应样例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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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4.35 查询 kafkatopic 信息

功能介绍

查询kafkatopic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Console/kafkaInfo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Console/kafkaInfo?
taskId=d75ea6dda2e144bbb6f0289d5c6cac8f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askId 必填 String 任务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topic": "dataCollect_07c0712c6e00d55e0fbec01f9709fe20",
"resources_infos": [
{
"resources": [
{
"type": "Kafka",
"attributes": {
"public_connect_address": "ip:port,ip:port,ip:port",
"instance_id": "57d6b545-4912-418d-9b75-7144bbdceb4e",
"kafka_manager_user": "manager",
"passwd": "Abc@123",
"private_connect_address": "192.168.21.249:9092,192.168.21.196:9092,192.168.21.5:9092",
"name": "kafka-integration",
"ssl_enable": "false",
"management_connect_address": "https://ip:port",
"status": "RUNNING"
}
}
],
"status": "SUCCESS",
"trial": false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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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String 返回值。

topic String Kafka口令。

resources_infos Json 集成鉴权返回信息。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4.36 上传 kafka 证书

功能介绍

上传kafka证书。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datasource/kafka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datasource/kafkas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sslModel 是 String 认证方式。

truststoreType 是 String 证书类型。

keystoreType 是 String 证书类别。

truststoreFile 是 MultipartFile 证书文件。

keystoreFile 是 MultipartFile 证书文件。

keytabFile 是 MultipartFile 证书文件。

krb5File 是 MultipartFile 证书文件。

kafkaId 是 String kafka的主键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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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
"returnData":"b74a793e-c19c-476b-b827-9ccb76a2d86b"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4.37 查询国家或者城市编码

功能介绍

查询国家或者城市编码。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untryCityCode/search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https://ip:port/datacollec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untryCityCode/search
{"parentCode":"100000","level":"province"}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id 否 String 主键。

code 否 String 编码参数。

name 否 String 名称。

parentCode 否 String 父编码参数。

level 否 String 城市级别。

lasted 否 String 是否有子节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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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id": "ed58a73a373f45928aa40b60b3cb2d5e",
"code": "110000",
"name": "北京市",
"parentCode": "100000",
"level": "province",
"lasted": "false"
}, {
"id": "05ecbe6596a64abeb2194d267a4c21b9",
"code": "120000",
"name": "天津市",
"parentCode": "100000",
"level": "province",
"lasted": "false"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id String 主建。

code String 编码。

name String 城市名称。

parentCode String 父节点编码。

level String 级别。

lasted String 是否为 后节点。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4.38 根据协议类型获取协议类别列表

功能介绍

根据协议类型获取协议类别列表。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dataSource/listProtocolCategory/{protocolType}

● 参数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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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dataSource/listProtocolCategory/rest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备注

protocolType 是 String 协议类型（SFTP、FTPS、SNMP、
REST、CORBA）。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NCE",
"NetEco",
"NetMap"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4.39 根据协议和采集机 ID 获取对应的探针包信息

功能介绍

根据协议和采集机ID获取对应的探针包信息。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Console/probe/package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taskConsole/probe/pack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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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collectorId 是 String 采集机ID。

protocol 是 String 协议类型。

protocolCateg
ory

是 String 协议类别。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
"returnData":{
"probePackageName":"Probe_NAIE_REST_NetMap_Common_V200R021C20SPC100.zip",
"probePackageId":"NetMap-Huawei-CommoniManager V600R009C00-rest-Object-
V200R021C20SPC100"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probePackageName String 探针包名称。

probePackageId String 探针包ID。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4.40 根据采集机 ID 获取所有探针包信息

功能介绍

根据采集机ID查询所有探针包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probe/allProbeListByCollectorId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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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probe/allProbeListByCollectorId?
collectorId=Collector-b14377b1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collectorId 是 String 采集机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
"probePackageId": "IT-Huawei-PMV1R1C1-sftp-Object-V1_0",
"probePackageProtocol": "sftp",
"probePackageName": "IT-Huawei-PMV1R1C1-sftp-Object-V1_0"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probePackageId String 探针包ID。

probePackageProtoco
l

String 探针协议。

probePackageName String 探针包名称。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4.41 获取探针自定义参数

功能介绍

获取探针自定义参数。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probeObject/template/param

● 参数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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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 请求样例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probeObject/template/param?
probePackageId=xax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bePackageId 是 String 探针包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templiteParam": [{
"chinese": "admincode",
"english": "行政区域编码",
"isNeed": "true",
"consoleType": "input"
}, {
"chinese": "constructionclass",
"english": "施工类别",
"isNeed": "false",
"consoleType": "input"
}, {
"chinese": "constructiontype",
"english": "施工类型",
"isNeed": "false",
"consoleType": "input"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对象。

templiteParam list 返回List。

chinese String 中文名称。

english String 英文名称。

isNeed String 该字段是否为必填字段。

consoleType String 数据类型。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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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 管理本地上传任务

5.6.5.1 获取本地上传分片上传 URL

功能介绍

获取本地上传分片上传URL。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upload/part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
    "append": false,
    "dataPath": [
        {
            "fullPath": "/1+.sql"
        },
        {
            "fullPath": "/src7792798983675863740.sql"
        }
    ],
    "fileArray": [
        {
            "filePath": "/1+.sql",
            "fileName": "1+.sql",
            "partNumber": 1
        },
        {
            "filePath": "/src7792798983675863740.sql",
            "fileName": "src7792798983675863740.sql",
            "partNumber": 1
        }
    ],
    "fileType": "data",
    "obsPath": "037b1714-5802-6ab5-4c14-45c75994d86a",
    "taskId":"eabc123456acbaee"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append 是 boolean 是否追加场景。

fullPath 是 String 文件全路径。

fileName 是 String 文件名。

filePath 是 String 文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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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partNumber 是 int 分片数。

fileType 是 String 文件类型。

obsPath 是 String OBS路径。

taskId 否 String 上传任务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
"fileName": "1+.sql",
"uploadId": "0000017A7ABF491C4011542EA79070BB",
"headers": {
"property": "property-value",
"Host": "bucket-hvnngyjf.obs.cn-north-7.ulanqab.huawei.com:443",
"Content-Type": "text/plain"
},
"urls": [
{
"filePath": "bucket-hvnngyjf.obs.cn-north-7.ulanqab.huawei.com:443/DataAssets/PLDA/Collection/
LocalUpload/f7c09ebb-4ef6-16a9-6c91-8e686d7834fd/data/",
"fileName": "1%2B.sql",
"fileParam": 
"AccessKeyId003dBV3MN664OE0KLBQECRRZ0026Expires003d16255605940026partNumber003d10026
uploadId003d0000017A7ABF491C4011542EA79070BB0026Signature003dW
%2FhKSdq4YKxdU557zRnPwSVTxFU%3D"
}
],
"filePath": "/1+.sql",
"obsPath": "DataAssets/PLDA/Collection/LocalUpload/f7c09ebb-4ef6-16a9-6c91-8e686d7834fd"
},
{
"fileName": "src7792798983675863740.sql",
"uploadId": "0000017A7ABF494B401154597EBF1BCB",
"headers": {
"property": "property-value",
"Host": "bucket-hvnngyjf.obs.cn-north-7.ulanqab.huawei.com:443",
"Content-Type": "text/plain"
},
"urls": [
{
"filePath": "bucket-hvnngyjf.obs.cn-north-7.ulanqab.huawei.com:443/DataAssets/PLDA/Collection/
LocalUpload/f7c09ebb-4ef6-16a9-6c91-8e686d7834fd/data/",
"fileName": "src7792798983675863740.sql",
"fileParam": 
"AccessKeyId003dBV3MN664OE0KLBQECRRZ0026Expires003d16255605940026partNumber003d10026
uploadId003d0000017A7ABF494B401154597EBF1BCB0026Signature003dCWBnJcYweX3u035qi
%2BcWJ1a6cUM%3D"
}
],
"filePath": "/src7792798983675863740.sql",
"obsPath": "DataAssets/PLDA/Collection/LocalUpload/f7c09ebb-4ef6-16a9-6c91-8e686d7834fd"
}
]
}

● 要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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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fileName String 文件名。

filePath String 文件路径。

obsPath String OBS路径。

uploadId String 文件唯一标识。

headers Object 分片上传请求头信息。具体参
数说明请参见表5-32。

urls Object 分片上传url信息。具体参数说
明请参见表5-33。

 

表 5-32 heads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property String 请求头属性。

Host String OBS主机地址。

Content-Type String 上下文类型。

 

表 5-33 urls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fileName String 文件名。

filePath String 文件路径。

fileParam String 文件请求参数。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5.2 合并本地上传文件

功能介绍

合并本地上传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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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upload/complete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uploadId 是 String 文件唯一标识。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upload/complete?
uploadId=0000017A7B00030D401159685177A0CE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5.3 本地上传文件信息存入数据库

功能介绍

本地上传文件信息存入数据库。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upload/record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
"fileName": "src95156873436249665.sql,src107493942692936010.sql",
"filePath": "DataAssets/PLDA/Collection/LocalUpload/1ab50e7c-b505-12bf-6e01-4bc78d460e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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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Size": "3,3",
"fullFileName": "/src95156873436249665.sql,/src107493942692936010.sql",
"progressId": "",
"serviceName": "dataCatalog",
"uploadTime": 1625620343197,
"usedTime": 725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
填

参数类型 备注

fileName 是 String 文件名，逗号隔开。

filePath 是 String OBS路径。

fileSize 是 String 文件大小，逗号隔开。

fullFileName 是 String 文件全路径。

progressId 否 String 流程ID。

serviceName 是 String 服务名称。

uploadTime 是 long 上传开始时间。

usedTime 是 long 上传耗时。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true}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5.4 通知数据使用方

功能介绍

文件上传完成后，通知数据使用方。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upload/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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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
    "fileName": "src95156873436249665.sql,src107493942692936010.sql",
    "filePath": "DataAssets/PLDA/Collection/LocalUpload/1ab50e7c-
b505-12bf-6e01-4bc78d460e94",
    "fileSize": "3,3",
    "fullFileName": "/src95156873436249665.sql,/src107493942692936010.sql",
    "progressId": "",
    "serviceName": "dataCatalog",
    "uploadTime": 1625620343197,
    "usedTime": 725,
    "expiredTime": "2024-07-07 23:59:59",
    "taskName": "23"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
填

参数类型 备注

fileName 是 String 文件名，逗号隔开。

filePath 是 String OBS路径。

fileSize 是 String 文件大小，逗号隔开。

fullFileName 是 String 文件全路径。

progressId 否 String 流程ID。

serviceName 是 String 服务名称。

uploadTime 是 long 上传开始时间。

usedTime 是 long 上传耗时。

expiredTime 否 String 过期时间。

taskName 是 String 任务名称。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destDatasetUid": "066bc5c1e3d9457aa0434290808d6563",
        "taskId": "490e70277c06402a9f078de3a54d8453"
    }
}

● 要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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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destDatasetUid String 来自数据权限的datasetUid。

taskId String 任务ID。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5.5 获取本地上传文件列表

功能介绍

获取本地上传文件列表。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upload/record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upload/records?
pageNum=1&pageSize=8&conditional=665&taskId=490e70277c06402a9f078de3a54d8453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ageNum 是 Int 当前页数。

pageSize 是 Int 每页条数。

taskId 是 String 任务ID。

conditional 否 String 搜索条件。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page": {
            "currentPageNum": 1,
            "lastPageNu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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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PageNum": 1,
            "startRowIndex": 0,
            "gotoPageNum": 0,
            "pageSize": 8,
            "recordCount": 2
        },
        "dataList": [
            {
                "id": "1720ca2033c948558c28d635d6665fd9",
                "filePath": "bucket-hvnngyjf/DataAssets/PLDA/Collection/LocalUpload/4f70889e-
f6be-8db7-13cb-db7766a7f63e/data",
                "fileName": "src95156873436249665.sql",
                "fileSize": "3",
                "operTime": "2021-07-07 09:34:05",
                "operUser": "pengfeifei",
                "fullFileName": "DataAssets/PLDA/Collection/LocalUpload/4f70889e-f6be-8db7-13cb-
db7766a7f63e/data",
                "bucketName": "bucket-hvnngyjf"
            },
            {
                "id": "0d75865c11e544edb8087412b7a12505",
                "filePath": "bucket-hvnngyjf/DataAssets/PLDA/Collection/LocalUpload/4f70889e-
f6be-8db7-13cb-db7766a7f63e/data",
                "fileName": "src95539275414385437.sql",
                "fileSize": "3",
                "operTime": "2021-07-07 09:34:05",
                "operUser": "pengfeifei",
                "fullFileName": "DataAssets/PLDA/Collection/LocalUpload/4f70889e-f6be-8db7-13cb-
db7766a7f63e/data",
                "bucketName": "bucket-hvnngyjf"
            }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page Object 分页信息。具体参数说明请
参见表5-34。

dataList list 采集机列表。具体参数说明
请参见表5-35。

 

表 5-34 page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currentPageNum Int 当前页数。

lastPageNum Int 后一页页数。

totalPageNum Int 总页数。

startRowIndex Int 起始页数。

gotoPageNum Int 当前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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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pageSize Int 每页总条数。

recordCount Int 总记录数。

 

表 5-35 dataList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id String ID。

filePath String 文件OBS路径。

fileName String 文件名。

fileSize String 文件大小。

operTime String 操作时间。

operUser String 操作用户。

fullFileName String 文件全路径。

bucketName String 桶名。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5.6 查询本地上传任务列表

功能介绍

查询本地上传任务列表。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upload/task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upload/tasks?
pageNum=1&pageSize=8&conditional=33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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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ageNum 是 Int 当前页数。

pageSize 是 Int 每页条数。

conditional 否 String 搜索条件。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page": {
            "currentPageNum": 1,
            "lastPageNum": 44,
            "totalPageNum": 44,
            "startRowIndex": 0,
            "gotoPageNum": 0,
            "pageSize": 8,
            "recordCount": 352
        },
        "dataList": [
            {
                "id": "eeba1fc1cd12488b839d06762d39229c",
                "filePath": "DataAssets/PLDA/Collection/LocalUpload/4f70889e-f6be-8db7-13cb-
db7766a7f63e",
                "uploadTime": "2021-07-07 09:34:05",
                "tenant": "softcomai_z00284297_03",
                "users": "pengfeifei",
                "usedTime": "667",
                "taskId": "490e70277c06402a9f078de3a54d8453",
                "dataSource": "dataCatalog",
                "taskName": "33",
                "expiredTime": "2024-07-07 23:59:59",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destDatasetUid": "066bc5c1e3d9457aa0434290808d6563"
            },
            {
                "id": "9ff4a1b363fd45abb22939f243d20f97",
                "filePath": "DataAssets/PLDA/Collection/LocalUpload/
9ff11850-19d3-40da-5c63-355e86fcf5fa",
                "uploadTime": "2021-06-29 15:17:14",
                "tenant": "softcomai_z00284297_03",
                "users": "pengfeifei",
                "usedTime": "833",
                "taskId": "20cc888f380948648a401cddceebaea5",
                "dataSource": "localDataTransfer",
                "taskName": "2332",
                "expiredTime": "2024-06-29 23:59:59",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destDatasetUid": "b03546a4c2f647df9d65136b9875d2c8"
            }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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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page Object 分页信息。具体参数说明请
参见表5-36。

dataList list 采集机列表。具体参数说明
请参见表5-37。

 

表 5-36 page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currentPageNum Int 当前页数。

lastPageNum Int 后一页页数。

totalPageNum Int 总页数。

startRowIndex Int 起始页数。

gotoPageNum Int 当前页数。

pageSize Int 每页总条数。

recordCount Int 总记录数。

 

表 5-37 dataList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id String ID。

filePath String 文件OBS路径。

uploadTime String 操作时间。

tenant String 租户名称。

users String 操作用户。

usedTime String 上传文件耗时。

taskId String 任务ID。

dataSource String 数据来源。

taskName String 任务名称。

expiredTime String 过期时间。

tenantId String 租户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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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destDatasetUid String 来自于数据权限的
datasetUid。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5.7 删除本地上传文件

功能介绍

删除本地上传文件。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upload/file/delete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
    "fileName": "src44424260148486576.sql",
    "fullFileName": "bucket-hvnngyjf.obs.cn-north-7.ulanqab.huawei.com:443/DataAssets/
PLDA/Collection/LocalUpload/c9d1ba3b-ec0e-aae5-b19c-a8e716d3b923/data/",
    "id": "1720ca2033c948558c28d635d6665fd9"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
填

参数类型 备注

fileName 是 String 文件名。

fullFileName 否 String OBS全路径。

id 否 String 文件ID。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true}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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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5.8 删除本地上传任务

功能介绍

删除本地上传任务。

URI
● URI格式

DELETE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upload/{task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askId 是 String 任务ID。

 

请求
● 请求样例

DELETE https://ip:port/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upload/
490e70277c06402a9f078de3a54d8453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true}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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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9 取消本地上传任务

功能介绍

取消本地上传任务。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upload/cancelk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
    {
        "fileName": "src1359512018718808330.sql",
        "fullFileName": "bucket-hvnngyjf.obs.cn-north-7.ulanqab.huawei.com:443/DataAssets/
PLDA/Collection/LocalUpload/c9085f00-2310-d6ed-2c4d-b75c7055e9b5/data/",
        "status": "completed"
    },
    {
        "fileName": "1.8g文件.zip",
        "fullFileName": "bucket-hvnngyjf.obs.cn-north-7.ulanqab.huawei.com:443/DataAssets/
PLDA/Collection/LocalUpload/c9085f00-2310-d6ed-2c4d-b75c7055e9b5/data/",
        "status": "uncompleted"
    }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fileName 是 String 文件名。

fullFileName 是 String 文件全路径。

status 是 String 文件状态。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true}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5 API 参考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503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6 数据接入备份恢复

5.6.6.1 备份数据库

功能介绍

对系统业务数据进行备份。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backup/start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v1.0/collectservice/backup/start
{
"backupId": "4558837511291541433",
"ak": "asdsafjashdfkjasdlfjahsd",
"sk": "************************************************",
"endPoint": "https://end-point",
"bucketName": " obs:xxxx",
"backBatch": "0",
"prefixPath": "/public/backup/serviceData/{backupId}",
"tenantList": [
"租户1",
"租户2",
"租户3",
"租户4"
]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填 参数类型 备注

backupId 是 String 此次备份ID。

prefixPath 是 String 备份路径前 。

tenantList 是 List<String> 进行备份的租户ID列
表。

bucketName 是 String 存放数据的桶名。

Ak 是 String 存放数据的桶AK。

Sk 是 String 存放数据的桶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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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填 参数类型 备注

endpoint 是 String 桶的EndPoint。

backBatch 是 String 分批下发租户列表
时，标识租户批次。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String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6.2 恢复数据库

功能介绍

数据备份之后对数据进行恢复。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backup/restore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v1.0/collection/backup/restore
{
"backupId": "4558837511291541433",
"ak": "asdsafjashdfkjasdlfjahsd",
"sk": "************************************************",
"endPoint": "https://end-point",
"bucketName": " obs:xxxx",
"prefixPath": "/public/backup/serviceData/{backupId}",
"restoreId":"20201225200000007",
"tenantList": [
"f3f4de45625b4a8690f2a7d74383f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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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f4de45625b4a8690f2a7d74383f335",
"f3f4de45625b4a8690f2a7d74383f335"
]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backupId 是 String 备份ID。

prefixPath 是 String 备份路径前 。

tenantList 是 List<String> 需要恢复的租户ID列表。

bucketNam
e

是 String 存放数据的桶名。

Ak 是 String 存放数据的桶AK。

Sk 是 String 存放数据的桶SK。

endpoint 是 String 桶的EndPoint。

restoreId 是 String 恢复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String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7 采集机相关接口（机机接口）

5.6.7.1 注册采集机

功能介绍

注册采集机到server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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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register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register
{
"id": "Collector-f5df6e9f",
"esn": "ESN1011320959",
"cusName": "PQAMONHO9ITCE3AMRYYH",
"ip": "xx.xx.xx.xx",
"port": "8668",
"country": "China",
"operate": "operate",
"collectorVersion": "21.3.5",
"overWriteSwitch": "on",
"osName": "Linux",
"osArchitecture": "x64",
"versionTimestamp": "20210312160236",
"probes": [
{
"sftpInfo": {
"sftphost": "xx.xx.xx.xx",
"sftport": "22",
"sftpuser": "root",
"sftpath": "/opt/test/ftth",
"sftpScanPeriod": "5",
"sftpIsSupportInc": "true",
"sftpIsSupportCompress": "false",
"sftpIsSupportFragment": "false"
},
"id": "Probe-0001",
"ossId": "ESN1011320959",
"probeName": "probe_sftp",
"probePackageId": "default-package-001",
"probePackageVersion": "V200R021C20SPC100",
"probePackageContractor": "Huawei",
"probePackageProtocol": "sftp",
"domainName": "Common",
"collectObjectType": "Common",
"collectObjectVersion": "iManagerU2000 V200R018C60SPC200",
"dataType": "Object",
"authScope": "Huawei_inners",
"validPeriod": "2020-01-01",
"dataPurpose": "AI_Case_Researchs",
"carrierSubnet": "China_Mobiles",
"netWorkInfo": "eNodeB_V100R018C00SPC01s",
"businessArea": "Wirelesss",
"subsystem": "U2020-M_V100R019C00SPC01s",
"metaDataType": "PMs",
"probePackageName": "Probe_NAIE_SFTP_Common_V200R021C20SPC100.zip"
}
],
"defaultProbePackages": [
{
"collectorId": "Collector-f5df6e9f",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5 API 参考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507



"probePackageId": "U2000-Huawei-FMiManagerU2000 V200R018C60SPC200-corba-
Object-V200R021C20SPC100",
"probePackageName": "Probe_NAIE_CORBA_U2000_FM_V200R021C20SPC100.zip",
"specifications": "default",
"domainName": "U2000",
"systemVender": "Huawei",
"systemName": "FM",
"systemVersion": "iManagerU2000 V200R018C60SPC200",
"probePackageProtocol": "corba",
"type": "Object",
"version": "V200R021C20SPC100",
"remark": "register",
"networkType": "u2000"
},
{
"collectorId": "Collector-f5df6e9f",
"probePackageId": "Common-Huawei-CommoniManager V600R009C00-database-Object-
V200R021C20SPC100",
"probePackageName": "Probe_NAIE_DATABASE_Common_V200R021C20SPC100.zip",
"specifications": "default",
"domainName": "Common",
"systemVender": "Huawei",
"systemName": "Common",
"systemVersion": "iManager V600R009C00",
"probePackageProtocol": "database",
"type": "Object",
"version": "V200R021C20SPC100",
"remark": "register"
},
{
"collectorId": "Collector-f5df6e9f",
"probePackageId": "Common-Huawei-CommoniManagerU2000 V200R018C60SPC200-ftps-
Object-V200R021C20SPC100",
"probePackageName": "Probe_NAIE_FTPS_Common_V200R021C20SPC100.zip",
"specifications": "default",
"domainName": "Common",
"systemVender": "Huawei",
"systemName": "Common",
"systemVersion": "iManagerU2000 V200R018C60SPC200",
"probePackageProtocol": "ftps",
"type": "Object",
"version": "V200R021C20SPC100",
"remark": "register"
},
{
"collectorId": "Collector-f5df6e9f",
"probePackageId": "Common-Huawei-CommoniManager V600R009C00-kafka-Object-
V200R021C20SPC100",
"probePackageName": "Probe_NAIE_KAFKA_Common_V200R021C20SPC100.zip",
"specifications": "default",
"domainName": "Common",
"systemVender": "Huawei",
"systemName": "Common",
"systemVersion": "iManager V600R009C00",
"probePackageProtocol": "kafka",
"type": "Object",
"version": "V200R021C20SPC100",
"remark": "register"
},
{
"collectorId": "Collector-f5df6e9f",
"probePackageId": "NCE-Huawei-FMNCE V100R019C00-rest-Object-V200R021C20SPC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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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ePackageName": "Probe_NAIE_REST_NCE_FM_V200R021C20SPC100.zip",
"specifications": "default",
"domainName": "NCE",
"systemVender": "Huawei",
"systemName": "FM",
"systemVersion": "NCE V100R019C00",
"probePackageProtocol": "rest",
"type": "Object",
"version": "V200R021C20SPC100",
"remark": "register"
},
{
"collectorId": "Collector-f5df6e9f",
"probePackageId": "CMC-Huawei-CommoniManager V600R009C00-rest-Object-
V200R021C20SPC100",
"probePackageName": "Probe_NAIE_REST_CMC_Common_V200R021C20SPC100.zip",
"specifications": "default",
"domainName": "CMC",
"systemVender": "Huawei",
"systemName": "Common",
"systemVersion": "iManager V600R009C00",
"probePackageProtocol": "rest",
"type": "Object",
"version": "V200R021C20SPC100",
"remark": "register"
},
{
"collectorId": "Collector-f5df6e9f",
"probePackageId": "eService-Huawei-CommoniManager V600R009C00-rest-Object-
V200R021C20SPC100",
"probePackageName": "Probe_NAIE_REST_eService_Common_V200R021C20SPC100.zip",
"specifications": "default",
"domainName": "eService",
"systemVender": "Huawei",
"systemName": "Common",
"systemVersion": "iManager V600R009C00",
"probePackageProtocol": "rest",
"type": "Object",
"version": "V200R021C20SPC100",
"remark": "register"
},
{
"collectorId": "Collector-f5df6e9f",
"probePackageId": "NetEco-Huawei-CommoniManager V600R009C00-rest-Object-
V200R021C20SPC100",
"probePackageName": "Probe_NAIE_REST_NetEco_Common_V200R021C20SPC100.zip",
"specifications": "default",
"domainName": "NetEco",
"systemVender": "Huawei",
"systemName": "Common",
"systemVersion": "iManager V600R009C00",
"probePackageProtocol": "rest",
"type": "Object",
"version": "V200R021C20SPC100",
"remark": "register"
},
{
"collectorId": "Collector-f5df6e9f",
"probePackageId": "NetMap-Huawei-CommoniManager V600R009C00-rest-Object-
V200R021C20SPC100",
"probePackageName": "Probe_NAIE_REST_NetMap_Common_V200R021C20SPC100.zip",
"specifications":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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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ainName": "NetMap",
"systemVender": "Huawei",
"systemName": "Common",
"systemVersion": "iManager V600R009C00",
"probePackageProtocol": "rest",
"type": "Object",
"version": "V200R021C20SPC100",
"remark": "register"
},
{
"collectorId": "Collector-f5df6e9f",
"probePackageId": "Common-Huawei-CommoniManagerU2000 V200R018C60SPC200-sftp-
Object-V200R021C20SPC100",
"probePackageName": "Probe_NAIE_SFTP_Common_V200R021C20SPC100.zip",
"specifications": "default",
"domainName": "Common",
"systemVender": "Huawei",
"systemName": "Common",
"systemVersion": "iManagerU2000 V200R018C60SPC200",
"probePackageProtocol": "sftp",
"type": "Object",
"version": "V200R021C20SPC100",
"remark": "register"
},
{
"collectorId": "Collector-f5df6e9f",
"probePackageId": "U2000-Huawei-FMiManagerU2000 V200R018C60SPC200-snmp-model-
V200R021C20SPC100",
"probePackageName": "Probe_NAIE_SNMP_U2000_FM_V200R021C20SPC100.zip",
"specifications": "default",
"domainName": "U2000",
"systemVender": "Huawei",
"systemName": "FM",
"systemVersion": "iManagerU2000 V200R018C60SPC200",
"probePackageProtocol": "snmp",
"type": "model",
"version": "V200R021C20SPC100",
"remark": "register"
}
],
"isDecrypt": "No",
"collectorPkgName": "NAIE_Collector_21.3.5_Linux_x64",
"transitAddress": ""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id 是 String 采集机ID。

esn 否 String 客户ESN。

cusName 否 String 客户cusName。

cusId 否 String 客户cusID。

ip 是 String 采集机IP。

port 是 String 采集机端口。

countryArea 否 String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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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country 否 String 地区。

operate 否 String 运营商。

collectorVers
ion

是 String 采集机版本号。

probes 是 List<RegisterPro
beBody>

探针列表。具体参数说明请
参见表5-38。

defaultProbe
Packages

是 List<RigisterDef
aultProbePacka
ge>

采集机自带默认探针包。具
体参数说明请参见表5-40。

collectorStat
us

否 String 采集机状态。

subNet 否 String 子网。

name 否 String 采集机名称。

packageNam
e

否 String 采集机包名。

note 否 String 采集机备注。

createTime 否 String 采集机创建时间。

resourceUser
Name

否 String 资源用户名。

resourceTena
ntName

否 String 资源租户名。

overWriteSwi
tch

是 String 采集机重装是否恢复任务配
置（on/off）。

osName 是 String 系统名。

osArchitectur
e

是 String 系统架构名。

versionTimes
tamp

是 String 采集机时间戳。

app_id 否 String 云道采集机用户标识ID。

transitAddres
s

否 String 中转地址。

isDecrypt 否 String 采集机是否可以加解密。

collectorPkg
Name

否 String 采集机注册时上传的软件包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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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8 probes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id 是 String 唯一ID。

collectorId 否 String 采集机ID。

probeName 是 String 探针名称。

probePackag
eVersion

是 String 探针包版本。

probePackag
eId

是 String 探针包ID。

domainNam
e

是 String 领域名称。

probePackag
eContractor

是 String 探针包开发商。

collectObject
Type

是 String 采集对象类型。

collectObject
Version

是 String 采集对象版本。

probePackag
eProtocol

是 String 探针包协议类型。

probeSource 否 String 探针包来源。

sftpInfo 是 RegisterSftpBod
y

默认SFTP探针信息。具体参
数说明请参见表5-39。

startStatus 否 String 探针启动状态。

upgradeStat
us

否 String 探针升级状态。

authScope 是 String 授权范围。

validPeriod 是 String 有效周期。

carrierSubnet 否 String 运营商子网。

dataType 是 String 数据类型。

metaDataTy
pe

是 String 元数据类型。

netWorkInfo 否 String 子网信息。

subsystem 否 String 子系统信息。

securityLevel 否 String 密级。

ossId 是 String 网管标识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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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enantId 否 String 租户ID。

probePackag
eName

是 String 探针包名。

dataPurpose 是 String 数据使用目的。

 

表 5-39 sftpInfo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id 是 String 唯一ID。

collectorId 否 String 采集机ID。

probeId 否 String 探针ID。

sftphost 是 String SFTP网管IP。

sftpport 是 String SFTP端口。

sftpuser 是 String SFTP用户名。

sftppassword 是 String SFTP密码。

sftppath 是 String SFTP采集路径。

sftpScanPerio
d

是 String SFTP采集周期。

sftpIsSupport
Inc

是 String SFTP是否支持增量采集。

sftpIsSupport
Fragment

是 String SFTP是否支持分片。

sftpIsSupport
Compress

是 String SFTP是否支持压缩。

 

表 5-40 RegisterDefaultProbePackage 对象参数列表（对应
defaultProbePackages）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collectorId 是 String 采集机ID。

probePackag
eId

是 String 探针包ID。

probePackag
eName

是 String 探针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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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bePackag
eProtocol

是 String 探针包协议类型。

domainName 是 String 领域名称。

specifications 是 String 该探针包是否为默认探针
包。

remark 是 String 备注信息。

systemVender 是 String 探针包开发商。

systemVersio
n

是 String 支持网管版本。

systemName 是 String 网管数据类型。

probeAppId 否 String 探针包ID。

type 是 String 采集数据类型。

networkType 是 String 网元类型。

version 是 String 探针包版本。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 success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7.2 更新采集机状态

功能介绍

更新采集机状态。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Status/update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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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Status/updateStatus
{
"collectorId": "Collector_001",
"collectorStatus": "running",
"weatherProbeStatus": "running",
"probeInfoList": [
{
"probeId": "Probe_default",
"probeStatus": "running"
},
{
"probeId": "Probe_001",
"probeStatus": "stopped"
}
]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collectorId 是 String 采集机ID。

collectorStatus 是 String 探针状态。

weatherProbeSta
tus

否 String 气象数据状态。

probeInfoList 是 List<ProbeInf
o>

探针状态列表。具体参数
说明请参见表5-41。

 

表 5-41 probeInfoList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beId 必填 String 探针ID。

probeStatus 必填 String 探针状态。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 success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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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7.3 上报采集机采集数据

功能介绍

将采集到的数据上报到server端。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uploading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uploading

文件上传，无请求样例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collectorId 是 String 采集机ID。

probeId 是 String 探针ID。

cusId 是 String AK

cusName 是 String SK。

files 是 Array<Multipa
rtFile>

文件列表。

currentTime 否 String 上传时间。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 success }

● 要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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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7.4 上传采集机采集数据分片

功能介绍

将采集到的数据分片上报到server端。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sliceUploading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sliceUploading
{
"transferID": "1329078978",
"collectorId": "collector-0089808",
"cusId": "cusId",
"probeId": "probe-0001",
"cusName": "cusNAme11",
"fileSliceCount": "15",
"dataPath": "/opt/path/test.csv",
"sliceFileOrder": 3,
"totalFileCount"6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collectorId 是 String 采集机ID。

probeId 是 String 探针ID。

cusId 是 String AK。

cusName 是 String SK。

fileSliceCount 是 Int 当前文件的分片个数。

datapath 是 String 上传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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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ransferID 是 String 本次采集任务的ID。

fileContent 是 byte[] 上传文件的字节。

sliceFileOrder 是 int 本次分片的顺序。

totalFileCount 是 int 本次采集的文件个数。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 success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7.5 下载探针包到采集机

功能介绍

下载探针包到采集机。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probePackage/download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probePackage/download
{
"probePackageId": "IT_Huawei_V1R1C1_sftp_Object_V1_0",
"cusName": "PQAMONHO9ITCE3AMRYYH",
"cusId": "*****************************"
}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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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bePackageId 是 String 探针包ID。

cusName 是 String 终租户的AK。

cusId 是 String 终租户的SK。

 

响应
● 响应样例

成功将探针包下载到采集机上。
{"success":true,"returnData": success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7.6 上报采集状态

功能介绍

上报采集进度信息到server端。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Status/taskReport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127.0.0.1:8100/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Status/taskReport
{
"reportStatus": "finished",
"collectorId": "Collector-694843bb",
"strategy": "period",
"probeId": "Probe-0002",
"fileSize": "1024"
}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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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reportStatus 是 String 任务状态。

collectorId 是 String 采集机ID。

strategy 是 String 采集策略。

probeId 是 String 探针ID。

fileSize 否 String 本次采集的文件的大小。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 success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7.7 上报采集机升级状态

功能介绍

上报采集机升级状态。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upgrade/statu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llector/upgrade/status
{
"collectorId": "Collector-694843bb",
"upgradeResult": "success"
}

● 参数说明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5 API 参考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520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collectorId 是 String 采集机ID。

upgradeResult 是 String 升级结果。

reason 是 String 原因。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 success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7.8 下载 kafka 证书到采集机

功能介绍

下载kafka证书到采集机。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kafka/certificate/download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kafka/certificate/download
{
"dataSourceId": "369",
"certificateType": "keytab"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SourceId 是 String 数据源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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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certificateType 是 String 证书类型。

 

响应

● 响应样例

成功将kafka证书下载到采集机上。
{"success":true,"returnData": success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7.9 采集机注册时上传 csv 文件

功能介绍

采集机注册时上传csv文件。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probePackage/restCSV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probePackage

文件上传，无请求样例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file 是 MultipartFile 上传的文件。

probePackageId 是 String 探针包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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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 success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7.10 上报采集过程

功能介绍

采集过程上报。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report/proces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report/process
{
"taskId": "0b04c48edd9a4eea896e774f4bb30702",
"startTime": 1615630658267,
"uploadedCount": 1,
"uploadedSize": 43,
"progress": 0,
"costTime": 1,
"avgRate": "0.00",
"predictEndTime": 1615633576543,
"recordCount": 0,
"cusName": "KGEJ0VWAMBPWNJXGZAU3",
"cusId": "*******************************************"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askId 是 String 任务ID。

startTime 否 Long 采集开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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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uploadedCount 否 Int 已上传文件数量。

uploadedSize 否 Long 已上传文件大小。

progress 否 Int 完成百分比。

costTime 否 Int 已上传时长。

avgRate 否 String 平均速率。

predictEndTime 否 Long 预计完成时间。

recordCount 否 Int 已上传的记录条数。

cusName 否 String AK。

cusId 否 String SK。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 success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8 订购数据服务相关接口

5.6.8.1 获取集成服务订购数据服务信息

功能介绍

获取集成服务订购数据服务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dlServiceOrder

● 参数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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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dlServiceOrder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isBuyDCService": true,
"buyStatus": "SUCCESS"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isBuyDCService boolean 是否订购。

● true：已订购。

● false：未订购。

buyStatus String 具体的订购状态。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8.2 订购数据服务

功能介绍

租户订购数据服务。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collect/v1.0/order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collect/v1.0/order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5 API 参考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525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errorCode": 200,
"errorDescription": "order success",
"totalProcess": 0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errorCode Int 错误码。

errorDescription String 错误描述。

totalProcess Int 总进程数，默认0。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8.3 退订数据服务

功能介绍

租户退订数据服务。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collect/v1.0/order/unOrder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collect/v1.0/order/unOrder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errorCode": "0",
"message": "unorder success"
}

● 要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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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errorCode Int 错误码。

message String 返回信息。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8.4 更新租户订购状态

功能介绍

更新租户订购状态。

URI
● URI格式

PUT /softcomai/datalake/datacollect/v1.0/order/updateOrderStatu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U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collect/v1.0/order/updateOrderStatus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orderId 否 String 订单ID。

status 是 String 订单状态。

endTime 否 String 结束时间。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200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Int 返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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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8.5 数据服务试用转商用

功能介绍

租户试用转商用。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collect/v1.0/order/updateMAConf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collect/v1.0/order/updateMAConf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tatus": "success",
"errorCode": "0",
"message": "updateMAConf success"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tatus String 请求状态。

message String 返回信息。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9 管理用户信息

5.6.9.1 获取用户角色（机机接口）

功能介绍

获取用户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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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userRole/queryRole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userRole/queryRole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3"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10 施工数据相关接口

5.6.10.1 查询城市编码

功能介绍

查询城市编码。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countryCityCode/search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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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ulanqab.huawei.com/naiedatacollectsecurity/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
v1.0/countryCityCode/search
{
"id": "123",
"code": "100000",
"name": "北京",
"parentCode": "150000",
"level": "city",
"lasted": "true"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id 否 String ID。

code 否 String 编码。

name 否 String 名称。

parentCode 否 String 父编码。

level 否 String 等级参数。

lasted 否 String 是否 后一级。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
"id": "f16604eed62c49a48229323a53879094",
"code": "150100",
"name": "呼和浩特市",
"parentCode": "150000",
"level": "city",
"lasted": "false"
},
{
"id": "e960e313091d4fa997d54a24ea88889a",
"code": "150200",
"name": "包头市",
"parentCode": "150000",
"level": "city",
"lasted": "false"
},
{
"id": "90f4ab795e4d457a902b4df84141a9a9",
"code": "150300",
"name": "乌海市",
"parentCode": "150000",
"level": "city",
"lasted": "false"
}
]
}

● 要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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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id String ID。

code String 编码。

name String 名称。

parentCode String 父编码。

level String 等级参数。

lasted String 是否 后一级。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10.2 查询 rest_NetMap 动态参数

功能介绍

查询rest_NetMap动态参数。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probeobject/template/param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https://127.0.0.1:8100/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probeObject/template/param?
probePackageId=NetMap-Huawei-CommoniManager 20V600R009C00-rest-Object-
V200R021C20SPC100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bePackageId 是 String 探针包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returnData: {
templatePar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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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行政区域编码"
consoleType: "code"
english: "admincode"
isNeed: "true"
value: ""
}
]
success: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chinese String 页面中文环境显示的key。

consoleType String 类型：input，select等。

english String 页面英文环境显示的key。

isNeed String 该字段是否为必填字段。

value String 默认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11 网图服务相关接口

5.6.11.1 创建流程（仅支持本地上传）

功能介绍

创建流程（目前只支持本地上传）。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netmap/progress/{dataType}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Type 是 String 数据类型。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netmap/progress/aoip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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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progressId": "P_20201211095004_488634192"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progressId String 流程ID。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11.2 创建网图任务

功能介绍

创建网图任务。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netmap/task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netmap/task
{
"dataType": "performance",
"collectorId": "Collector-82b0ce3d",
"status": "save",
"collectionMode": "AGENT",
"protocolType": "sftp",
"protocolCategory": "",
"strategy": "interval",
"interval": {
"acquisitionUnit": "min",
"acquisitionCycle":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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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ocolList": [
{
"host": "xx.xx.xx.xx",
"port": "22",
"userName": "root",
"password": "Abc@123",
"path": "/yy"
}
]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Type 是 String 数据类型。

dataType 是 String 数据类型。

collectorId 否（连接方
式是AGENT
时，必选）

String 采集机ID。

status 是 String 操作状态。

● save：保存任务。

● start：开始采集。

● stop：停止采集。

collectionMod
e

否 String 连接方式，EIP AGENT
VPN。

protocolType 否 String 协议类型。

protocolCateg
ory

否 String 协议类别。

strategy 否 String 采集策略。

● once：一次性采集。

● period：周期性采集。

● interval：间隔性采集。

interval.acquis
itionUnit

否（策略为
间隔性必
选）

String 间隔单位。

● min：分钟。

● hour：小时。

interval.acquis
itionCycle

否（策略为
间隔性必
选）

String 间隔时长，取值范围为：
1~10000。

cron.jobType 否（策略为
周期性必
选）

Int cron作业类型，取值范围
为：0~6。

cron.second 否（策略为
周期性必
选）

Int 秒，取值范围为：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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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cron.minute 否（策略为
周期性必
选）

Int 分钟，取值范围为：
0~59。

cron.hour 否（策略为
周期性必
选）

Int 小时，取值范围为：
0~23。

protocolList.h
ost

否 String 数据源IP。

protocolList.p
ort

否 String 数据源端口，取值范围为：
1~65535。

protocolList.us
erName

否 String 数据源名称。

protocolList.p
assword

否 String 数据源密码。

protocolList.p
ath

否 String 数据源路径。

 

响应
● 响应样例

{"success":true,"returnData":"4db94bdfca2842918d935a3d8d6caf35"}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6.11.3 查询网图任务详情

功能介绍

查询网图任务详情。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netmap/task/{dataType}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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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port/softcomai/datalake/collection/v1.0/netmap/task/performance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ataType 是 String 数据类型。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taskStatus": "init",
"collectionMode": "AGENT",
"protocolType": "sftp",
"progressId": "20210208105918_1733425554",
"strategy": "interval",
"interval": {
"acquisitionUnit": "min",
"acquisitionCycle": "30"
},
"protocolList": [
{
"host": "xx.xx.xx.xx",
"port": "22",
"userName": "root",
"path": "/yy"
}
],
"taskId": "853cc636c0874527a77d91808aeb7c6f",
"dataType": "performance"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objec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7 数据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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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 创建任务

功能介绍

创建任务。

URI 格式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analysis/task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支持批量创建）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analysis/task
[
{
"taskName": "pmmrf-0106",
"description": "描述",
"dataType": "localUpload",
"taskType": "DALAB",
"protocol": "enodeb-pmmrf",
"protocolType": "",
"templatePath": "s3a://xxxa/xx.xml",
"rule": []
}，
{
"taskName": "pmmrf-010544",
"description": "描述",
"dataType": "localUpload",
"taskType": "DALAB",
"protocol": "enodeb-pmmrf",
"protocolType": "",
"templatePath": "s3a://xxxa/xx.xml",
"rule": []
}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类型 备注

taskName String 任务名称。

description String 任务描述。

taskType String 任务类型。

dataType String 数据类型。

protocol String 协议。

protocolType String 协议类型。

templatePath String 模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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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型 备注

rule JSON数组 抽取规则。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rrorCode": null,
"returnData": [
"xxxxx"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状态。

errorMessage String 失败描述。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returnData JSON数组 任务ID。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7.2 删除任务

功能介绍

删除任务。

URI 格式

● URI格式
DELETE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analysis/task/{taskId}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DELETE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analysis/task/{taskId}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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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型 备注

taskId long 任务id（示例：1234567890）。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rrorCode": null,
"returnData": null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状态。

errorMsg String 失败描述。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7.3 查看列表信息

功能介绍

页面分页展示任务列表信息。

URI 格式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analysis/tasks?
pageNum=xxx&&pageSize=xxx&&searchStr=xxx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analysis/tasks?
pageNum=xxx&&pageSize=xxx&&searchStr=xxx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类型 备注

pageNum int 当前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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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型 备注

pageSize long 每页展示条数。

searchStr String 需要搜索的信息。

success String 任务状态。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rrorCode": null,
"returnData": {
"curruntPage": 1,
"pageSize": 10,
"totalPageNum": 2,
"recordCount": 14,
"taskName": null,
"description": null,
"dataType": null,
"dataContent": null,
"taskType": null,
"protocol": null,
"dataList": [
{
"id": "xxx",
"taskName": "pcap-本地测试",
"taskType": "DALAB",
"description": null,
"tenantName": null,
"tenantId": null,
"userId": null,
"userName": null,
"projectId": null,
"protocol": null,
"protocolType": null,
"dataType": "localUpload",
"dataContent": null,
"updateTime": null,
"status": "init",
"progressId": "xxx",
"outputType": null,
"outputDataContent": null,
"hadoopUserName": null,
"progress": null,
"proTaskId": null,
"templatePath": null,
"rule": null
}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类型 备注

currentPage int 当前页数。

status String 响应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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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型 备注

page int 分页。

dataList json数组 任务信息。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7.4 任务启动/停止

功能介绍

启动任务，停止任务。

URI 格式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analysis/task/action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analysis/task/action
{
"action": "start",
"dataContent": "s3a://xxx/xx/data/",
"dataType": "localUpload",
"taskId": "xxx"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类型 备注

action string 启动还是终止任务
（satrt/stop）。

dataContent string 原始数据路径。

dataType string 数据上传的类型。

taskId string 任务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启动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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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Msg": null,
"errorCode": null,
"returnData": "s3a://xxx/xxx/xxx/2021-01-11_11:56:47"
}

– 失败响应样例：
{
"success": false,,
“errorMessage” : “xxxxxxx”,
“errorCode” : “xxxxxx”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状态。

errorMessage String 失败描述。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returnData String 解析结果的输出路径。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7.5 任务启动/停止（管理 token）

功能介绍

启动任务，停止任务。

URI 格式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analysis/managetoken/task/action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analysis/managetoken/task/action
{
"action": "start",
"dataContent": "s3a://xxx/xxx/data/",
"dataType": "localUpload",
"taskId": "xxx"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类型 备注

action string 启动还是终止任务
（satrt/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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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型 备注

dataContent string 原始数据路径。

dataType string 数据上传的类型。

taskId string 任务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启动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rrorCode": null,
"returnData": "s3a://xxx/xxx/xxx/2021-01-11_11:56:47"
}

– 失败响应样例：
{
"success": false,,
“errorMessage” : “xxxxxxx”,
“errorCode” : “xxxxxx”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状态。

errorMessage String 失败描述。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returnData String 解析结果的输出路径。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7.6 查询任务状态

功能介绍

查询任务运行状态。

URI 格式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analysis/task/status

● 参数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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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analysis/task/status
{[taskid1, taskid2, taskid3,………]}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类型 备注

taskid long 任务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true”
"returnData": {
" taskid1": "failed",
" taskid2": "success",
" taskid3": "running",
"12313213123213213": "running",
"131231231231232132": "running",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状态。

returnData json数组 任务id对应的状态数组。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7.7 查询任务状态（管理 token）

功能介绍

查询任务运行状态，此接口为数据准备编排解析任务时调用。

URI 格式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analysis/task/managetoken/statu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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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analysis/task/managetoken/
status
{[taskid1, taskid2, taskid3,………]}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类型 备注

taskid long 任务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true”
"returnData": {
" taskid1": "failed",
" taskid2": "success",
" taskid3": "running",
"12313213123213213": "running",
"131231231231232132": "running",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状态。

returnData json数组 任务id对应的状态数组。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7.8 查询当前任务结果

功能介绍

查询当前任务结果。

URI 格式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analysis/task/result?taskId=xxx&&bucketPath=xxx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analysis/task/result?
taskId=xxx&&bucketPath=xxx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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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型 备注

taskId long 任务ID

bucketPath String 后输出的路径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rrorCode": null,
"returnData": {
"outputPath": "xxx/xx/2021-01-11_11:56:47",
"fileName": [
"xxx.csv",
"xxx.csv"
],
"bucketName": "xxx"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状态。

returnData json数组 解析结果的路径和文件
名。

errorMsg String 失败描述。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7.9 查询历史任务结果

功能介绍

查询解析任务的运行历史记录。

URI 格式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analysis/task/history

● 参数说明

无。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5 API 参考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546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analysis/task/history?taskid=xxx2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类型 备注

taskId String 任务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true,
"errorMsg":null,
"errorCode":null,
"returnData":{
"curruntPage":0,
"pageSize":0,
"totalPageNum":0,
"recordCount":0,
"taskName":"xxx",
"description":null,
"dataType":"OBS",
"dataContent":null,
"taskType":"DALAB",
"protocol":"enodeb-pmmrf",
"dataList":[
{
"id":null,
"taskId":"xxx",
"startTime":"2021-01-07 17:01:45",
"endTime":"2021-01-07 17:21:12",
"costTime":"00:19:27",
"failedReason":null,
"status":"completed",
"progressId":"xxx",
"dataContent":"xxx/data/",
"outputDataContent":"xx/xxx",
"taskLog":null
},
{
"id":null,
"taskId":"xxxx",
"startTime":"2021-01-07 16:46:57",
"endTime":"2021-01-07 16:48:32",
"costTime":"00:01:35",
"failedReason":null,
"status":"failed",
"progressId":"xxx",
"dataContent":"xxx/data/",
"outputDataContent":"xxx/xxx",
"taskLog":null
}
]
}
}

– 失败响应样例：
{
“status”：“failed”;
“errorMessage” : “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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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Code” : “xxxxxx”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类型 备注

status String 请求状态。

returnData json数组 创建任务时的基本信息。

errorMessage String 失败描述。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7.10 上报 Spark 任务 id

功能介绍

获取Spark任务的运行ID。

URI 格式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analysis/task/sparkid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analysis/task/sparkid
{
"taskId":"xxxx",
"sparkId":"xxx"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类型 备注

taskId String 任务ID。

sparkId String Spark任务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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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Code": null,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状态

errorMsg String 失败描述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7.11 查询日志

功能介绍

查询任务运行日志。

URI 格式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analysis/task/log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analysis/task/log?
taskid=xxx&status=running&starttime= 2020-10-31 15:15:31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类型 备注

taskid String 任务ID。

status String 任务状态。

starttime String 任务起始时间。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rrorCode": null,
"returnData":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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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素说明

参数名 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状态。

returnData String 日志。

errorMsg String 失败描述。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7.12 TIE 解析工具接口

5.7.12.1 使用 TIE 批量解析数据

功能介绍

调用TIE接口进行数据解析，并保存到指定路径。

URI
● URI格式

POST https://IP:9000/tools/extract/batchexport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9000/tools/extract/batchexport 
{ 
"modelName": "fiber", 
"filePath": "/opt/data/tiedata", 
"outputPath ": "/opt/result/tieresult",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modelName 是 String 选择需要使用的规则名
称，例如：fiber。规则名
称为字符串。

filePath 是 String 需要解析的文件路径，必
须为绝对路径。

outputPath 是 String 结果文件存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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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 响应样例

{
  "status": "Success",
  "outputPath": "/tmp/package",
  "errorInfo": null,
  "resultinfo": [
    {
      "status": "SUCCESS",
      "inputFilePath": "/tmp/package/downloadFileFromHDFS/bbb.txt",
      "notes": ""
    },
    {
      "status": "SUCCESS",
      "inputFilePath": "/tmp/package/downloadFileFromHDFS/NEData_9-11000_11000-R.txt",
      "notes": ""
    },
    {
      "status": "SUCCESS",
      "inputFilePath": "/tmp/package/downloadFileFromHDFS/ccc.txt",
      "notes": ""
    },
    {
      "status": "SUCCESS",
      "inputFilePath": "/tmp/package/downloadFileFromHDFS/NEData_9-11000_11000-上海电信-R.txt",
      "notes": ""
    },
    {
      "status": "SUCCESS",
      "inputFilePath": "/tmp/package/downloadFileFromHDFS/aaa",
      "notes": ""
    },
    {
      "status": "SUCCESS",
      "inputFilePath": "/tmp/package/downloadFileFromHDFS/ddd.txt",
      "notes": ""
    }
  ],
  "resultFileName": "/WDMTrail.csv"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tatus String 解析结果，取值包括：Success和
Failed。

resultinfo String 详细的解析信息。

errorInfo String 错误信息。

outputPath String 输出结果路径。

resultFileNam
e

String 结果文件名称。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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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2.2 查询 TIE 所有解析规则信息

功能介绍

查询TIE所有解析规则的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https://IP:port/tools/getModel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10.154.114.143:9000/tools/getModel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响应样例
[{"id":"1a06a1ddeee7108d9e005d04d4ea1343","name":"WDMTrail","metadata":[{"name":"Product 
Family","value":""},{"name":"Vendor","value":""},{"name":"Equipment Model","value":""},{"name":"Software 
Version","value":""},{"name":"Data Type","value":""},{"name":"Output Table Name","value":""},
{"name":"Description","value":""}],"lastUpdated":"20181217110739","modelFlag":"1"},
{"id":"2c6634c7e2edc7acbb1e2deaddd56b09","name":"wdmtrailgroup","metadata":[{"name":"Product 
Family","value":""},{"name":"Vendor","value":""},{"name":"Equipment Model","value":""},{"name":"Software 
Version","value":""},{"name":"Data Type","value":""},{"name":"Output Table Name","value":""},
{"name":"Description","value":""}],"lastUpdated":"20181217110113","modelFlag":"1"},
{"id":"3a332b151d5f663e65e12e1d3bd195c3","name":"BdFullName","metadata":[{"name":"Product 
Family","value":""},{"name":"Vendor","value":""},{"name":"Equipment Model","value":""},{"name":"Software 
Version","value":""},{"name":"Data Type","value":""},{"name":"Output Table Name","value":""},
{"name":"Description","value":""}],"lastUpdated":"20181217110113","modelFlag":"1"},
{"id":"f1d18def760b25d97a2eb6bc4316fb75","name":"StatisticsModel","metadata":[{"name":"Product 
Family","value":""},{"name":"Vendor","value":""},{"name":"Equipment Model","value":""},{"name":"Software 
Version","value":""},{"name":"Data Type","value":""},{"name":"Output Table Name","value":""},
{"name":"Description","value":"Model for statistics"}],"lastUpdated":"20180608164155","modelFlag":"1"}]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7.12.3 更新规则集

功能介绍

更新TIE规则集。

URI
● URI格式

POST https://IP:port/tools/updateModel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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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port/tools/updateModel
[
    {
        "id": "292200fa4d1e4cacbd7873d8cee14653",
        "name": "idlist1",
        "metadata": [
            {
                "name": "Product Family",
                "value": ""
            }, 
            {
                "name": "Vendor",
                "value": ""
            }, 
            {
                "name": "Equipment Model",
                "value": ""
            }, 
            {
                "name": "Software Version",
                "value": ""
            }, 
            {
                "name": "Data Type",
                "value": ""
            }, 
            {
                "name": "Output Table Name",
                "value": ""
            }, 
            {
                "name": "Description",
                "value": ""
            }
        ], 
        "lastUpdated": "20181218172726",
        "modelFlag": "1"
    }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id 是 String 规则ID。

name 是 String 规则名称。

metadata 是 JSON 规则信息。

lastUpdated 是 String 上次更新时间。

modelFlag 是 String 模型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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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7.12.4 使用 TIE 从 OBS 下载数据进行解析并将解析结果上传至 OBS

功能介绍

使用TIE解析工具从OBS下载数据进行解析，然后将解析结果上传至OBS。

URI
● URI格式

POST http://IP:port/tools/tie/OBS/export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localhost:9000/tools/tie/OBS/export
{ 
 "filePath":"wer/TIE/changdata/", 
 "modelName":"portname", 
 "outputPath":"wer/tieresult", 
 "bucketName":"obs-s00223682"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filePath 是 String OBS中源文件存
放的绝对路径。

modelName 是 String 选择需要使用的
规则名称，例
如：fiber。

outputPath 是 String OBS中结果文件
的存放路径。

bucketName 是 String OBS桶名称。

 

响应
● 响应样例

{
  "status": "Success",
  "outputPath": "/opt/data/tie_output_190402021111",
  "errorInfo": null,
  "resultinfo": [
    {
      "status": "SUCCESS",
      "inputFilePath": "\"/opt/data/tie_input_190402021111/NEData_9-11132_11132-常州文化宫-O.txt
\"",
      "not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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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status": "SUCCESS",
      "inputFilePath": "\"/opt/data/tie_input_190402021111/NEPort_9-11026_11026-芜湖微波楼-R.txt\"",
      "notes": "\"\""
    },
    {
      "status": "SUCCESS",
      "inputFilePath": "\"/opt/data/tie_input_190402021111/NEPort_9-11108_11108-黄冈武穴城西-O.txt
\"",
      "notes": "\"\""
}
],         
  "resultFileName": "wer/tieresult/tie_output_190402021111"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tatus String 响应状态，取值包括Success和Failed。

outputPath String 临时文件的输出路径。

errorInfo String 错误信息。

resultinfo String 结果信息。

resultFileNam
e

String OBS中结果文件的路径。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7.13 FMA 解析工具接口

5.7.13.1 使用 FMA 批量解析数据

功能介绍

调用FMA接口批量解析数据。

URI
● URI格式

POST https://IP:port/tools/controller/analysisFile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port/tools/controller/analysisFile 
{
 "fileType": "mrf", 
"inputPath ": "/opt/fma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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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putPath ": "/opt/fmadata/result"
"zipSign ": "N"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fileType 是 String 需要解析的文件类型，
当前只支持mrf文件类
型。

inputPath 是 String 解析文件所在路径。

outputPath 是 String 解析结果所在路径。

zipSign 是 String 压缩类型。

 

响应
● 响应样例

{
“returnCode”：“1”，
 “returnMessage”：“执行成功信息”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returnCode String 返回状态值，取值包括如下：

● 0：代表成功。

● 1：代表失败。

returnMessage String 返回异常信息。取值为
Ex.getMessage()。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7.13.2 查询解析任务状态

功能介绍

用于查询解析任务状态。

URI
● URI格式

POST https://IP:9000/tools/controller/analysisStatus

● 参数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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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10.154.114.143:9000/tools/controller/analysisStatus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returnStatus”：“doing”}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returnStatus String 返回状态，取值包括如下：

● done：空闲。

● doing：繁忙。

● error：错误。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7.13.3 使用 FMA 从 OBS 下载数据进行解析并将解析结果上传至 OBS

功能介绍

使用FMA解析工具从OBS下载数据进行解析，然后将解析结果上传至OBS。

URI
● URI格式

POST http://IP:port/tools/controller/fma/OBS/export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10.154.122.236:9000/tools/controller/fma/OBS/export
{        
"bucketName": "obs-s00223682",        
"fileType": "mrf",        
"inputPath": "/wer/FMA/20180427115649/",    
"outputPath": "/wer/fmaresult/",    
"zipSign": "N"
}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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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bucketName 是 String OBS桶名称。

fileType 是 String 选择需要使用的
规则名称，例
如：mrf。当前只
能解析mrf规则文
件。

inputPath 是 String OBS中源文件存
放的绝对路径。

outputPath 是 String OBS中结果文件
存放路径。

zipSign 是 String 压缩类型。默认
值为N。

 

响应

● 响应样例
{
  "returnCode": "0",
  "returnMessage": "Parse data successfully"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returnCode String 返回状态值，取值包括如
下：

● 0：表示成功。

● 1：表示失败。

returnMessage String 返回信息。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7.14 备份和恢复解析规则接口

5.7.14.1 备份解析规则至 OBS

功能介绍

用于备份数据解析工具服务上的TIE解析规则到OBS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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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
● URI格式

GET http://IP:port/tools/backupanalysi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10.154.114.143:9000/tools/backupanalysis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tatus": "success",
  "info": "backup success"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tatus String 响应状态，取值包括success和
failed。

info String 结果信息。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7.14.2 恢复解析规则

功能介绍

用于恢复OBS上备份的TIE解析规则。

URI
● URI格式

GET http://IP:port/tools/restoreanalysi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10.154.114.143:9000/tools/restore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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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tatus": "success",
  "info": " restore success"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tatus String 响应状态，取值包括success和
failed。

info String 结果信息。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7.15 业务稳定性接口

功能介绍

获取一定时间段内接口的请求和响应数据。

URI
● URI格式

GET https://IP:port/tools/softcomai/datalake/v1.0/sla/statistics?startPeriod=2019-03-30 
15:20:00&endPeriod=2019-04-01 20:00:00&serviceList={"serviceName":"/tools/tie/OBS/
export","method": "POST"}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localhost:9000/tools/softcomai/datalake/v1.0/sla/statistics?
startPeriod=2019-04-08 15:20:00&endPeriod=2019-04-09 
20:00:00&serviceList={"serviceName":"/tools/tie/OBS/export","method": "POST"}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startPeriod 是 String 开始时间。

endPeriod 是 String 结束时间。

serviceList 否 String 接口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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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serviceName": "/softcom/datalake/v1.0",
    "method": "POST/DELETE/GET/PUT",
    "requestCount": 41,
    "responseCount": 41,
    "successRate": "100.0%",
    "aveDelay": 48,
    "aveRequestCount": 0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成功的状态，取值包括true和false。

serviceName String 服务名称。

method String 调用请求的方式。

requestCount String 总请求数。

responseCoun
t

String 总响应数。

successRate String 成功率。

aveDelay String 平均时延。

aveRequestCo
unt

String 平均请求数。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7.16 运维运营接口

功能介绍

获取TIE、FMA解析相关数据接口。

URI
● URI格式

GET https://IP:port/tools/productOperation

● 参数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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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localhost:9000/tools/productOperation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errorCode": 0,
"errorDescription": null,
"resObj": {
"analysisInfo": [{
"type": "FMA",
"timestamp": "开始时间",
"dealDataSize": 1000,
"processDuration": 100,
"ruleName": ""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状态码，取值包括如下：

● 0：成功。

● 1：失败。

errorDescripti
on

String 错误信息描述。

type String 解析工具的类型，取值包括TIE和FMA。

timestamp String 开始时间。

dealDataSize long 处理的数据量，单位为字节。

processDurati
on

long 处理时长，单位为秒。

ruleName String 处理的规则名称。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7.17 routeKpi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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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7.1 创建解析任务

功能介绍

创建解析任务。

URI
● URI格式

POST http://IP:port/tools/softcomai/datalake/v1.0/data-analysis/analysis-task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10.154.114.143:9000/tools/softcomai/datalake/v1.0/data-analysis/analysis-task
{
"analysisType":"TIE",
"dataSrcType":"OBS",
"srcPath":"changdata",
"dstPath":"result",
"bucketName":"obs-analysis",
"extendParam":{
"modelName":"fiber"
}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analysisType 是 String 解析类型，取值包括：
TIE、FMA、RouteKPI。

dataSrcType 是 String 数据源类型，当前只支持
OBS数据源类型。

bucketName 是 String OBS桶名称。

srcPath 是 String OBS中源文件存放的绝对
路径。

dstPath 是 String OBS中结果文件的存放路
径。

extendParam 是 String 扩展参数，取值包括如
下：

● modelName：TIE解析
时的规则类型。

● version：RouteKpi解析
时的版本。

● fmaType：FMA解析时
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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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 响应样例
{
  "taskId":"460611638",
  "status": "success",
  "resultInfo": "Set task successfully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taskId String 任务ID。

status String 响应状态，取值包括success和
failed。

resultInfo String 结果信息。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7.17.2 获取解析任务的状态

功能介绍

获取解析任务的状态。

URI
● URI格式

GET http://IP:port/tools/softcomai/datalake/v1.0/data-analysis/task-status?
taskId=460611638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10.154.114.143:9000/tools/softcomai/datalake/v1.0/data-analysis/task-status?
taskId=460611638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askId 是 String 创建解析任务时
返回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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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 响应样例

{
"taskId": "460611638",
"status": "Done",
"startTime": "2019-11-04 06:40:57",
"endTime": "2019-11-04 06:42:00",
"information": "Task finished",
"retCode": "200",
"opFileNumber": 100,
"opFileSize": 13.31,
"tenant": "SoftComAI_wl_w00293514",
"user": "SoftComAI_wl_w00293514"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taskId String 任务ID。

status String 响应状态，取值包括：Doing、
Done、Failed。

startTime String 解析开始时间。

endTime String 解析结束时间。

information String 结果信息。

retCode String 结果状态码。

opFileNumber int 解析文件数量。

opFileSize double 解析文件大小。

tenant String 租户。

user String 用户。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7.17.3 删除解析任务

功能介绍

删除解析任务。

URI
● URI格式

DELETE http://IP:port/tools/softcomai/datalake/v1.0/data-analysis/delete-task?
taskId=460611638

● 参数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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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 请求样例

DELETE http://10.154.114.143:9000/tools/softcomai/datalake/v1.0/data-analysis/delete-
task?taskId=460611638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askId 是 String 创建解析任务时
返回的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tatus": "Success"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tatus String 响应状态，取值包括Success和
Failed。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8 数据备份

5.8.1 查询当前租户是否为 SRE 白名单租户

功能介绍

查询当前登录租户是否为白名单配置的SRE管理租户。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backup/ifsreuser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backup/ifsreuser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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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boolean 当前租户是否为白名单配置
租户，取值包括true和
false。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8.2 查询当前在用备份策略

功能介绍

查询当前正在使用的备份策略。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backup/backpolicy/query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backup/backpolicy/query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id": "30bbfdb9-e48e-448e-93ac-346620fe9447",
        "ifBack": true,
        "backupTime": 2,
        "updateTime": "2021-01-05 14:4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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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us": 1,
        "userName": "xxxxxx",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tenantName": "softcomai_xxxxxx",
        "noticeEmail": xxxxxx"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
括true和false。

returnData JSON LIST 返回值。

id String 当前备份策略的ID。

ifBack boolean 备份策略是否开启。

backupTime int 备份任务执行的间隔时
间，单位小时(H)。

updateTime String 备份策略的修改时间。

status int 备份策略的生效状态。

userName String 设置备份策略的用户
名。

tenantId String 设置备份策略的租户
ID。

tenantName String 设置备份策略的租户
名。

noticeEmail String 有告警时下发通知的邮
箱地址。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8.3 修改当前在用备份策略

功能介绍

修改当前正在使用的备份策略。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backup/backpolicy/update

● 参数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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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backup/backpolicy/update
{
"id":"e8026f36-888f-4880-98b8-b124fd66bcc0",
"ifBack": true,
"backupTime": "24",
"noticeEmail":"xxxxxx"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id 是 String 当前备份策略的
ID。

ifBack 是 boolean 备份策略是否开
启。

backupTime 是 int 备份任务执行的
间隔时间，单位
小时(H)。

noticeEmail 否 String 有告警时下发通
知的邮箱地址。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boolean 当前租户是否为白名单配置
租户，取值包括true和
false。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8.4 查询备份任务记录列表

功能介绍

查询备份任务记录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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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backup/backtask/result?
pageNum={pageNum}&pageSize={pageSize}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ageNum 是 int 页数。

pageSize 是 int 每页条数。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backup/backtask/result?
pageNum=1&pageSize=2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ageNum 是 int 页数。

pageSize 是 int 每页条数。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page": {
            "currentPageNum": 1,
            "lastPageNum": 2,
            "totalPageNum": 2,
            "startRowIndex": 0,
            "gotoPageNum": 0,
            "pageSize": 2,
            "recordCount": 3
        },
        "dataList": [
             {
                "backupId": "20210108140000391",
                "backTime": "2021-01-08 14:00:00",
                "taskTimes": 213,
                "taskResult": 0
            },
            {
                "backupId": "20210108080000580",
                "backTime": "2021-01-08 08:00:00",
                "taskTimes": 212,
                "taskResult": 0
            }
        ]
    }
}

● 要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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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JSON LIST 返回值。

dataList List 返回数据列表。

backupId String 备份ID。

backTime String 备份任务开始执行时间。

taskTimes int 备份任务执行次数，从0
开始累加。

taskResult int 备份任务结果，其中：

0: 失败，1: 成功，2：运
行中。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8.5 查询备份任务详情

功能介绍

查询备份任务详情。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backup/backtask/detail/{backup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backupId 是 String 备份任务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backup/backtask/detail/
20201230190000004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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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totalCount": 9,
        "successCount": 8,
        "runningCount": 0,
        "failCount": 1,
        "serviceDetail": [
            {
                "service": "datacatalogexternaladmin",
                "serviceStatus": "success",
                "backupId": "20201230190000004"
            },
            {
                "service": "OBS",
                "serviceStatus": "success",
                "backupId": "20201230190000004"
            },
            {
                "service": "cloudcollection",
                "serviceStatus": "success",
                "backupId": "20201230190000004"
            },
            {
                "service": "dataplanexternal",
                "serviceStatus": "success",
                "backupId": "20201230190000004"
            },
            {
                "service": "dlunion",
                "serviceStatus": "success",
                "backupId": "20201230190000004"
            },
            {
                "service": "dataplan",
                "serviceStatus": "success",
                "backupId": "20201230190000004"
            },
            {
                "service": "datapermission",
                "serviceStatus": "success",
                "backupId": "20201230190000004"
            },
            {
                "service": "localdatatransfer",
                "serviceStatus": "success",
                "backupId": "20201230190000004"
            },
            {
                "service": "datacatalogadmin",
                "serviceStatus": "failed",
                "description": "{\"aidomainalpha_wulan3_TrafficPredictdev\":\"not finish until check!\",
\"Telcloud-test\":\"not finish until check!\",\"dlunion.universe.wulan3_2\":\"not finish until check!\",
\"beta_testDuoTe\":\"not finish until check!\",\"aitrainalpha_wulan3_test\":\"not finish until check!\",
\"aitrainalpha_wulan3_test1\":\"not finish until check!\",\"aitrainalpha_wulan3_test4\":\"not finish 
until check!\",\"Data.Lake.Experience_Center2\":\"not finish until check!\"}",
                "backupId": "20201230190000004"
            }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
括true和false。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5 API 参考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572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returnData JSON LIST 返回值。

totalCount int 备份服务总个数。

successCount int 备份成功的服务个数。

runningCount int 备份失败的服务个数。

failCount int 运行中的服务个数。

serviceDetail List 返回数据列表。

backupId String 备份ID。

serviceStatus String 任务运行状态。

service String 执行备份任务的服务。

description String 服务备份失败时的描述
信息。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8.6 上报数据备份结果

功能介绍

各个服务备份任务执行完后，向备份调度模块上报备份结果。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plan/backup/report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plan/backup/report
{
    "backupId": "20201229180000007",
    "service": "localdatatransfer",
    "failList": []
    "backBatch": "0"
}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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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backupId 是 String 当前备份任务的
ID。

service 是 String 上报的服务名
称。

backBatch 是 String 上报的批次。

failList 否 Map 备份结果详情。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boolean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9 数据恢复

5.9.1 下发数据恢复任务

功能介绍

SRE下发数据恢复任务。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backup/restore/order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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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backup/restore/order
{
"userName": "softcomai_xxxxxx",
"tenantList":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backupId": "20201230104200012",
"userType": "hec"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userName 是 String 用户名称。

tenantList 是 List 租户列表。

backupId 是 String 备份id。

userType 是 String 场景类型，为云
道或公有云。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rrorCode": null,
    "returnData": {
        "cloudcollection": "{\"success\":true,\"returnData\":\"true\"}",
        "dlunion": "{\"success\":true,\"returnData\":\"true\"}",
        "localdatatransfer": "{\"success\":true,\"returnData\":true}",
        "datapermission": "{\"success\":true,\"returnData\":true}"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
括true和false。

returnData JSON LIST 返回值。

cloudcollection String 服务名称。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6.2-状态码。

5.9.2 查询数据恢复状态详情

功能介绍

查询同一租户名下各个服务数据恢复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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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backup/restore/status?
tenantId={tenantId}&backupId={backup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enantId 是 String 租户ID。

backupId 是 String 备份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backup/restore/status?
tenantId=Telcloud-test&backupId=20201231080000566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enantId 是 String 租户Id。

backupId 是 String 备份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rrorCode": null,
    "returnData": [
        {
            "serviceName": "dlunion",
            "serviceStatus": "success",
            "restoreId": "20201231094708_1611355097",
            "description": "success",
            "percent": null
        },
        {
            "serviceName": "obs",
            "serviceStatus": "success",
            "restoreId": "20201231094708_1611355097",
            "description": "success",
            "percent": null
        },
        {
            "serviceName": "localdatatransfer",
            "serviceStatus": "success",
            "restoreId": "20201231094708_1611355097",
            "description": "success",
            "percent": null
        },
        {
            "serviceName": "cloudcollection",
            "serviceStatus": "success",
            "restoreId": "20201231094708_1611355097",
            "description":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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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cent": null
        },
        {
            "serviceName": "datapermission",
            "serviceStatus": "success",
            "restoreId": "20201231094708_1611355097",
            "description": "success",
            "percent": null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
括true和false。

returnData JSON LIST 返回值。

serviceName String 服务名称。

serviceStatus String 服务恢复状态。

restoreId String 数据恢复Id。

description String 描述。

percent String 数据恢复百分比。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6.2-状态码。

5.9.3 查询数据恢复历史记录

功能介绍

查询数据恢复历史记录列表。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backup/restore/history?
pageNum={pageNum}&pageSize={pageSize}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ageNum 是 int 页数。

pageSize 是 int 每页条数。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5 API 参考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577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backup/restore/history?
pageNum=1&pageSize=3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ageNum 是 int 页数。

pageSize 是 int 每页条数。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rrorCode": null,
    "returnData": {
        "page": {
            "currentPageNum": 1,
            "lastPageNum": 27,
            "totalPageNum": 27,
            "startRowIndex": 0,
            "gotoPageNum": 0,
            "pageSize": 3,
            "recordCount": 81
        },
        "dataList": [
            {
                "backupId": "20210106140000475",
                "backBatch": 0,
                "tenantId": "Telcloud-test",
                "userName": "Telcloud-test__xxxxxx",
                "userType": "roma",
                "service": "localdatatransfer",
                "startBackupTime": "2021-01-06 14:00:00",
                "lastBackupTime": "2021-01-06 11:00:01",
                "serviceStatus": "success",
                "taskTimes": 196,
                "taskResult": 0,
                "description": null,
                "failFileRecord": null,
                "failList": null
            },
            {
                "backupId": "20210106140000475",
                "backBatch": 0,
                "tenantId": "Telcloud-test",
                "userName": "Telcloud-test__xxxxxx",
                "userType": "roma",
                "service": "cloudcollection",
                "startBackupTime": "2021-01-06 14:00:00",
                "lastBackupTime": "2021-01-06 11:00:01",
                "serviceStatus": "success",
                "taskTimes": 196,
                "taskResult": 0,
                "description": null,
                "failFileRecord": null,
                "failList": null
            },
            {
                "backupId": "20210106140000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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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Batch": 0,
                "tenantId": "aidomainalpha_wulan3_TrafficPredictdev",
                "userName": "aidomainalpha_wulan3_TrafficPredictdev__xxxxxx",
                "userType": "roma",
                "service": "localdatatransfer",
                "startBackupTime": "2021-01-06 14:00:00",
                "lastBackupTime": "2021-01-06 11:00:01",
                "serviceStatus": "success",
                "taskTimes": 196,
                "taskResult": 0,
                "description": null,
                "failFileRecord": null,
                "failList": null
            }
        ],
        "sorter": null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
括true和false。

returnData JSON LIST 返回值。

dataList List 返回数据列表。

backupId String 备份Id。

backBatch String 批次号。

tenantId String 租户Id。

userName String 用户名。

userType String 场景类型，为云道或公
有云。

service String 服务名称。

startBackupTime String 开始备份时间。

lastBackupTime String 后一次备份时间。

serviceStatus String 服务恢复状态。

taskTimes int 备份次数。

taskResult int 同批次全部备份成功标
记。

description String 描述。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6.2-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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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 上报数据恢复结果

功能介绍

各个服务主动上报数据恢复结果。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v1.0/dataplan/backup/restore/result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v1.0/dataplan/backup/restore/result
{
"backupId": "20201225200000006",
"service": "datapermission",
"restoreInfo": {
"aitrainalpha_wulan3_test4": "文件读取异常"
},
"restoreId": "20201230152018_761855303"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backupId 是 String 备份ID。

service 是 String 服务名称。

restoreId 是 String 恢复ID。

restoreInfo 是 Map 上报详情。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rrorCode": null,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
括true和false。

returnData JSON LIST 返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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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9.5 查询数据恢复状态

功能介绍

查询数据恢复的状态。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backup/restore/queryStatu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backup/restore/queryStatus
{
"backupId": "20210114190000005",
"tenantIds": ["050698b7d880d5e80f12c005e801c980",
"Data.Lake.Experience_Center2",
"aitrainalpha_wulan3_test",
"04f4a7cd8800d2470f14c01c6b75a620",
"062c243ee700d3cb0f72c00b26e71b00", "04f79f9b1d80d4370f4ec009cd6acf20",
"dlunion.universe.wulan3_2",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0742ba97c980d4f70f2dc00c26b493a0",
"aitrainalpha_wulan3_test4"]
}
{
"backupId": "20210114190000005",
"tenantIds": ["050698b7d880d5e80f12c005e801c980",
"Data.Lake.Experience_Center2",
"aitrainalpha_wulan3_test",
"04f4a7cd8800d2470f14c01c6b75a620",
"062c243ee700d3cb0f72c00b26e71b00", "04f79f9b1d80d4370f4ec009cd6acf20",
"dlunion.universe.wulan3_2",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0742ba97c980d4f70f2dc00c26b493a0",
"aitrainalpha_wulan3_test4"]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enantIds 是 List 租户ID列表。

backupId 是 String 备份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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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rrorCode": null,
    "returnData": [
        {
            "tenantId": "050698b7d880d5e80f12c005e801c980",
            "status": "init"
        },
        {
            "tenantId": "Data.Lake.Experience_Center2",
            "status": "init"
        },
        {
            "tenantId": "aitrainalpha_wulan3_test",
            "status": "init"
        },
        {
            "tenantId": "04f4a7cd8800d2470f14c01c6b75a620",
            "status": "init"
        },
        {
            "tenantId": "062c243ee700d3cb0f72c00b26e71b00",
            "status": "init"
        },
        {
            "tenantId": "04f79f9b1d80d4370f4ec009cd6acf20",
            "status": "init"
        },
        {
            "tenantId": "dlunion.universe.wulan3_2",
            "status": "init"
        },
        {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status": "init"
        },
        {
            "tenantId": "0742ba97c980d4f70f2dc00c26b493a0",
            "status": "init"
        },
        {
            "tenantId": "aitrainalpha_wulan3_test4",
            "status": "init"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
括true和false。

returnData JSON LIST 返回值。

tenantId String 租户ID。

status String 服务恢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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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 数据准备

5.10.1 项目管理接口

5.10.1.1 创建项目

功能介绍

创建项目。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progres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progress
{
    "name":"ddddddddddddd",
    "description":"comments",
    "tag":"tag",
    "tasks":[
        {
            "id":"3972597175092603021",
            "pId":0,
            "variables":[

            ],
            "paramList":[
                {
                    "id":"2554957019143428782",
                    "source":"0",
                    "paramName":"Content-Type",
                    "paramValue":"application/json",
                    "appendType":"HEADERS",
                    "userId":"05019f6f81000ff41fdfc00bcb9301c4",
                    "tenantId":"05017923f58026b70f94c00b98ff0660",
                    "createTime":"2019-10-30 17:56:42",
                    "updateTime":"2019-10-30 17:56:42"
                }
            ]
        }
    ],
    "driveStrategy":"manu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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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name 是 String 项目名称。

description 是 String 描述。

tasks 是 JSON LIST 任务列表。

id 是 String 任务ID。

pId 是 String 父任务ID。

id 是 String 任务ID。

pId 是 String 父任务ID。

tasks 是 JSON LIST 子任务列表。

paramList 是 List 参数列表。

id 是 String 参数ID

source 是 String 来源ID

paramName 是 String 参数名称。

paramType 是 String 参数类型。

paramValue 是 String 参数值。

userId 是 String 所属用户ID。

tenantId 是 String 租户ID。

createTime 是 String 创建时间。

updateTime 是 String 修改时间。

variables 是 JSON 变量列表。

showName 是 String 变量显示中文
名。

showNameEn 是 String 变量显示英文
名。

varName 是 String 参数名称。

varValue 是 String 参数值。

remark 是 String 参数备注。

defaultVisible 是 String 是否基础变量。

userId 是 String 所属用户ID。

tenantId 是 String 租户ID。

taskId 是 String 所属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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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P_20190919152838_1273129170"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String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1.2 创建项目（新）

功能介绍

创建项目。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simplemode/progres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simplemode/progress
{
    "tasks":[
        {
            "nodeId":"cloudCollect_1608947480973",
            "id":"7655929759976819579",
            "pId":0,
            "taskName":"cor云地采集_云地采集",
            "variables":[

            ],
            "paramList":[

            ],
            "taskType":"COLLECTION_BUILTIN",
            "builtInTaskType":"COLLECTION_CLOUD_AUTO",
            "isRoot":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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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TaskGid":"",
            "gid":"T_20201226095555_1608947755488",
            "childGid":"",
            "collectTaskId":"1279e316897240fdaad023121cba6f9d",
            "location":"114-263",
            "outputIdList":[
                "dataProcess_1608947763680"
            ],
            "inputIdList":[

            ]
        },
        {
            "id":"4510470909526571607",
            "taskName":"corba_alarmpf",
            "variables":[
                {
                    "id":"2976616209261996498",
                    "source":"0",
                    "showName":"jobRunningParams",
                    "showNameEn":"jobRunningParams",
                    "varName":"jobRunningParams",
                    "varType":"GOVERN_BUILTIN",
                    "varValue":""[{\"label\":\"input_path\",\"value\":\"s3://bucket-hvnngyjf/
f33e8c39-706c-9f74-d735-94d7f7d2363c\",\"required\":false},{\"label\":\"output_path\",
\"value\":\"s3://bucket-hvnngyjf/output/1605924538222/\",\"required\":false},{\"label\":
\"config_path\",\"value\":\"s3://bucket-hvnngyjf/pfftest/config_path/\",\"required\":false},
{\"label\":\"dataSourceId\",\"value\":\"6|6\",\"required\":false},{\"label\":\"entityContext\",
\"value\":\"\",\"required\":false},{\"label\":\"result_path\",\"value\":\"s3://bucket-hvnngyjf/
pfftest/alarm_data/\",\"required\":false}]"",
                    "defaultVisible":"true",
                    "encrypt":"false",
                    "userId":"PUBLIC",
                    "tenantId":"PUBLIC",
                    "createTime":"2020-12-25 21:56:44",
                    "taskId":"4510470909526571607"
                },
                {
                    "id":"7154899495983091852",
                    "source":"0",
                    "showName":"obs桶名称",
                    "showNameEn":"obsBucketName",
                    "varName":"obsBucketName",
                    "varType":"GOVERN_BUILTIN",
                    "varValue":"#",
                    "defaultVisible":"true",
                    "encrypt":"false",
                    "userId":"PUBLIC",
                    "tenantId":"PUBLIC",
                    "createTime":"2020-12-25 21:56:44",
                    "taskId":"4510470909526571607"
                },
                {
                    "id":"3159719251664805542",
                    "source":"0",
                    "showName":"obs路径",
                    "showNameEn":"obsPath",
                    "varName":"obsPath",
                    "varType":"GOVERN_BUILTIN",
                    "varValue":"#",
                    "defaultVisible":"true",
                    "encrypt":"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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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Id":"PUBLIC",
                    "tenantId":"PUBLIC",
                    "createTime":"2020-12-25 21:56:44",
                    "taskId":"4510470909526571607"
                },
                {
                    "id":"6097845527447436346",
                    "source":"0",
                    "showName":"test_name",
                    "showNameEn":"dataSourceId",
                    "varName":"dataSourceId",
                    "varType":"GOVERN_BUILTIN",
                    "varValue":"#",
                    "defaultVisible":"true",
                    "encrypt":"false",
                    "userId":"PUBLIC",
                    "tenantId":"PUBLIC",
                    "createTime":"2020-12-25 21:56:44",
                    "taskId":"4510470909526571607"
                },
                {
                    "id":"8307408636254011708",
                    "source":"0",
                    "showName":"增量标识",
                    "showNameEn":"reserve",
                    "varName":"reserve",
                    "varType":"GOVERN_BUILTIN",
                    "varValue":"#",
                    "defaultVisible":"true",
                    "encrypt":"false",
                    "userId":"PUBLIC",
                    "tenantId":"PUBLIC",
                    "createTime":"2020-12-25 21:56:44",
                    "taskId":"4510470909526571607"
                }
            ],
            "paramList":[
                {
                    "id":"829988785319470776",
                    "source":"0",
                    "paramName":"string",
                    "paramType":"GOVERN_BUILTIN",
                    "paramValue":"-dlunoinAddr "#{dlunoinAddr}" -obsModelPath "$
{obsModelPath}" -section "startPythonJobs,queryPythonJobStatus" -domainId 
#{ultimateTenantId} -domainName #{ultimateTenantName} -projectId 
#{ultimateProjectId} -userId #{ultimateUserId} -userName #{userName} -
managementToken ${getManageToken} -jobRunningParams #{jobRunningParams} -
obsPath "#{obsPath}" -obsBucketName "#{obsBucketName}" -dataSourceId 
"#{dataSourceId}" -entityContext "${entityContext}" -appId #{tenantId} -userNo #{userId} 
-reserve "#{reserve}" -instanceScene "#{instanceScene}" -parsedPath "${parsedPath}"",
                    "appendType":"STRING",
                    "userId":"PUBLIC",
                    "tenantId":"PUBLIC",
                    "createTime":"2020-12-25 21:56:44",
                    "newCreate":"false"
                },
                {
                    "id":"8340996960538141027",
                    "source":"0",
                    "paramName":"pyJobPackageFile",
                    "paramType":"GOVERN_BUILTIN",
                    "paramValue":"300dcf51079742dcabb8111be2eae2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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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endType":"JOB_ID",
                    "userId":"PUBLIC",
                    "tenantId":"PUBLIC",
                    "createTime":"2020-12-25 21:56:44",
                    "newCreate":"false"
                }
            ],
            "taskType":"GOVERN_BUILTIN",
            "builtInTaskType":"GOVERN_NAIE_SIMPLE",
            "nodeId":"dataProcess_1608947763680",
            "pId":0,
            "isRoot":true,
            "preTaskGid":"",
            "gid":"",
            "childGid":"",
            "location":"426-271",
            "outputIdList":[
                "dataLoad_1608947796922",
                "dataLoad_1608947811066",
                "dataLoad_1608947824739"
            ],
            "inputIdList":[
                "cloudCollect_1608947480973"
            ]
        }
    ],
    "name":"云地采集",
    "description":"",
    "tag":"",
    "driveStrategy":"cloudCollectDrive",
    "createWay":"页面创建"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name 是 String 项目名称。

description 是 String 描述。

tasks 是 JSON LIST 任务列表。

id 是 String 任务ID。

pId 是 String 父任务ID。

id 是 String 任务ID。

pId 是 String 父任务ID。

tasks 是 JSON LIST 子任务列表。

paramList 是 List 参数列表。

outputIdList 是 List 前置任务列表

inputIdList 是 List 后置任务列表

id 是 String 参数ID

location 是 String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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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source 是 String 来源ID

paramName 是 String 参数名称。

paramType 是 String 参数类型。

paramValue 是 String 参数值。

userId 是 String 所属用户ID。

tenantId 是 String 租户ID。

createTime 是 String 创建时间。

updateTime 是 String 修改时间。

variables 是 JSON 变量列表。

showName 是 String 变量显示中文
名。

showNameEn 是 String 变量显示英文
名。

varName 是 String 参数名称。

varValue 是 String 参数值。

remark 是 String 参数备注。

defaultVisible 是 String 是否基础变量。

userId 是 String 所属用户ID。

tenantId 是 String 租户ID。

taskId 是 String 所属任务。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P_20190919152838_1273129170"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String 返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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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1.3 启动项目

功能介绍

启动项目。

URI
● URI格式

PU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progress/{progressId}/action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
● 请求样例

PUT https://ipaddr:p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progress/
P_20191112214103_1107421933/action
{"action":"start"}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action 是 String 执行的操作，取值为
start，表示启动项
目。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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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1.4 查询项目状态

查询项目的运行状态。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progress/{progressId}/status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int 项目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progress/
P_20191112214103_1107421933/status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int 项目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progressId\":\"P_20191112214103_1107421933\",\"status\":\"running\",\"taskStatus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1.5 查询项目详情

功能介绍

查看项目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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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progress/{progress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String 项目的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progress/
20190522201252-2003829096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id": "20190523144150-1830503420",
"name": "ProgressTest001",
"description": "描述信息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001",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3 14:41:50",
"updateTime": "2019-05-23 14:41:50",
"tenant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
"tasks": [
{
"id": "4258844438632314052",
"taskName": "测试任务名称004",
"taskType": "TRAIN",
"isKeyTask": "tru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pId": "0",
"rootTask": "false",
"createTime": "20190522153927",
"updateTime": "20190522153927",
"script": {
"id": "script2324354356435345004",
"scriptName": "脚本script2324354356435345004",
"scriptType": "SCRIPTTYPR_IN",
"scriptPath": "/opt/script/script2324354356435345004.py",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61002",
"updateTime": "20190522161002"
},
"paramList": [
{
"id": "6432775498551194298",
"paramName": "INPUT_PARAM007",
"paramType": "OUTPUT_TYPE",
"paramValue": "out.csv",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53927",
"updateTime": "20190522153927",
"taskId": "4258844438632314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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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d": "5917907899477015159",
"paramName": "INPUT_PARAM008",
"paramType": "INPUT_TYPE",
"paramValue": "/etc/test/int.out",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53927",
"updateTime": "20190522153927",
"taskId": "4258844438632314052"
}
],
"children": [
{
"id": "2091445797804258129",
"taskName": "子任务004",
"taskType": "TRAIN",
"isKeyTask": "tru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pId": "4258844438632314052",
"rootTask": "false",
"createTime": "20190522154312",
"updateTime": "20190522154312",
"script": {
"id": "script2324354356435345008",
"scriptName": "脚本script2324354356435345008",
"scriptType": "SCRIPTTYPR_IN",
"scriptPath": "/opt/script/script2324354356435345008.py",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61002",
"updateTime": "20190522161002"
},
"paramList": [
{
"id": "7604610060700585337",
"paramName": "INPUT_PARAM017",
"paramType": "OUTPUT_TYPE",
"paramValue": "out.csv",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54312",
"updateTime": "20190522154312",
"taskId": "2091445797804258129"
},
{
"id": "8740119706493809528",
"paramName": "INPUT_PARAM018",
"paramType": "INPUT_TYPE",
"paramValue": "/etc/test/int.out",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54312",
"updateTime": "20190522154312",
"taskId": "2091445797804258129"
}
],
"children": []
}
]
},
{
"id": "3317274162378352800",
"taskName": "测试任务名称003",
"taskType": "GOVERN",
"isKeyTask": "tru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pId": "0",
"rootTask":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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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Time": "20190522153927",
"updateTime": "20190522153927",
"script": {
"id": "script2324354356435345003",
"scriptName": "脚本script2324354356435345003",
"scriptType": "SCRIPTTYPR_IN",
"scriptPath": "/opt/script/script2324354356435345003.py",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61002",
"updateTime": "20190522161002"
},
"paramList": [
{
"id": "6294244764980269948",
"paramName": "INPUT_PARAM005",
"paramType": "OUTPUT_TYPE",
"paramValue": "out.csv",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53927",
"updateTime": "20190522153927",
"taskId": "3317274162378352800"
},
{
"id": "5323026608543141080",
"paramName": "INPUT_PARAM006",
"paramType": "INPUT_TYPE",
"paramValue": "/etc/test/int.out",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53927",
"updateTime": "20190522153927",
"taskId": "3317274162378352800"
}
],
"children": [
{
"id": "3669835762462846233",
"taskName": "子任务003",
"taskType": "GOVERN",
"isKeyTask": "tru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pId": "3317274162378352800",
"rootTask": "false",
"createTime": "20190522154312",
"updateTime": "20190522154312",
"script": {
"id": "script2324354356435345007",
"scriptName": "脚本script2324354356435345007",
"scriptType": "SCRIPTTYPR_IN",
"scriptPath": "/opt/script/script2324354356435345007.py",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61002",
"updateTime": "20190522161002"
},
"paramList": [
{
"id": "2259610438399225887",
"paramName": "INPUT_PARAM015",
"paramType": "OUTPUT_TYPE",
"paramValue": "out.csv",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54312",
"updateTime": "20190522154312",
"taskId": "3669835762462846233"
},
{
"id": "7945694693556717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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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Name": "INPUT_PARAM016",
"paramType": "INPUT_TYPE",
"paramValue": "/etc/test/int.out",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54312",
"updateTime": "20190522154312",
"taskId": "3669835762462846233"
}
],
"children": []
}
]
},
{
"id": "3325435561206517112",
"taskName": "测试任务名称002",
"taskType": "PARSE",
"isKeyTask": "tru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pId": "0",
"rootTask": "false",
"createTime": "20190522153927",
"updateTime": "20190522153927",
"script": {
"id": "script2324354356435345002",
"scriptName": "脚本script2324354356435345002",
"scriptType": "SCRIPTTYPR_IN",
"scriptPath": "/opt/script/script2324354356435345002.py",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61002",
"updateTime": "20190522161002"
},
"paramList": [
{
"id": "5842097471414196976",
"paramName": "INPUT_PARAM003",
"paramType": "OUTPUT_TYPE",
"paramValue": "out.csv",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53927",
"updateTime": "20190522153927",
"taskId": "3325435561206517112"
},
{
"id": "3927581714015490447",
"paramName": "INPUT_PARAM004",
"paramType": "INPUT_TYPE",
"paramValue": "/etc/test/int.out",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53927",
"updateTime": "20190522153927",
"taskId": "3325435561206517112"
}
],
"children": [
{
"id": "5760199023622570404",
"taskName": "子任务002",
"taskType": "PARSE",
"isKeyTask": "tru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pId": "3325435561206517112",
"rootTask": "false",
"createTime": "20190522154312",
"updateTime": "20190522154312",
"scrip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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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script2324354356435345006",
"scriptName": "脚本script2324354356435345006",
"scriptType": "SCRIPTTYPR_IN",
"scriptPath": "/opt/script/script2324354356435345006.py",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61002",
"updateTime": "20190522161002"
},
"paramList": [
{
"id": "4523873133086498486",
"paramName": "INPUT_PARAM013",
"paramType": "OUTPUT_TYPE",
"paramValue": "out.csv",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54312",
"updateTime": "20190522154312",
"taskId": "5760199023622570404"
},
{
"id": "1630913167819950670",
"paramName": "INPUT_PARAM014",
"paramType": "INPUT_TYPE",
"paramValue": "/etc/test/int.out",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54312",
"updateTime": "20190522154312",
"taskId": "5760199023622570404"
}
],
"children": []
}
]
},
{
"id": "1484601205474025496",
"taskName": "测试任务名称001",
"taskType": "COLLECTION",
"isKeyTask": "tru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pId": "0",
"rootTask": "false",
"createTime": "20190522153704",
"updateTime": "20190522153704",
"script": {
"id": "script2324354356435345001",
"scriptName": "脚本script2324354356435345001",
"scriptType": "SCRIPTTYPR_IN",
"scriptPath": "/opt/script/script2324354356435345001.py",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61002",
"updateTime": "20190522161002"
},
"paramList": [
{
"id": "9213996011475149768",
"paramName": "INPUT_PARAM001",
"paramType": "OUTPUT_TYPE",
"paramValue": "out.csv",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53704",
"updateTime": "20190522153704",
"taskId": "1484601205474025496"
},
{
"id": "4442281474120796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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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Name": "INPUT_PARAM002",
"paramType": "INPUT_TYPE",
"paramValue": "/etc/test/int.out",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53704",
"updateTime": "20190522153704",
"taskId": "1484601205474025496"
}
],
"children": [
{
"id": "6834608124000610806",
"taskName": "子任务001",
"taskType": "COLLECTION",
"isKeyTask": "tru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pId": "1484601205474025496",
"rootTask": "false",
"createTime": "20190522154312",
"updateTime": "20190522154312",
"script": {
"id": "script2324354356435345005",
"scriptName": "脚本script2324354356435345005",
"scriptType": "SCRIPTTYPR_IN",
"scriptPath": "/opt/script/script2324354356435345005.py",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61002",
"updateTime": "20190522161002"
},
"paramList": [
{
"id": "1520374751124746368",
"paramName": "INPUT_PARAM009",
"paramType": "OUTPUT_TYPE",
"paramValue": "out.csv",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54312",
"updateTime": "20190522154312",
"taskId": "6834608124000610806"
},
{
"id": "2251799634628698889",
"paramName": "INPUT_PARAM010",
"paramType": "INPUT_TYPE",
"paramValue": "/etc/test/int.out",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54312",
"updateTime": "20190522154312",
"taskId": "6834608124000610806"
}
],
"children": []
}
]
}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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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id String 项目ID。

name String 项目名称。

description String 项目描述。

create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updateTime String 更新时间。

userId String 模式，暂无用。

tenantId String 由目录ID组成的从树根部到节点
目录的路径字符串。

tasks JSONLIST 任务列表。

id （tasks） String 任务ID。

taskName String 任务名称。

taskType String 任务名称。

isKeyTask String 是否是关键任务。

pId String 任务的父ID。

rootTask String 是否是根任务。

createTime
（tasks）

String 创建时间。

updateTime
（tasks）

String 更新时间。

script JSON 脚本。

id (script) String 脚本ID。

scriptName
(script)

String 脚本名称。

scriptType
(script)

String 脚本类型。

scriptPath
(script)

String 脚本路径。

userId
(script)

String 用户信息。

createTime
(script)

String 脚本创建时间。

updateTime
(script)

String 脚本更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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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children String 任务的子任务。

paramList JSON 参数列表。

id (paramList) String 参数的ID。

paramName
(paramList)

String 参数名称。

paramType
(paramList)

String 参数类型。

paramValue
(paramList)

String 参数值。

appendType
(paramList)

JSON 参数扩展类型。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1.6 修改项目

功能介绍

修改项目。

URI
● URI格式

PU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progres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U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progress
{
"id" : "P_20190923142706_587260345",
"name" : "修改项目测试001",
"description" : "向导方式创建项目测试001",
"tasks" : [{
"id" : "5816442513551637443",
"pId" : "0",
"paramList" : [{
"paramName" : "key",
"paramValue" : "value",
"appendType" : "KEY_VALUE"
}
],
"variable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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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Name" : "数据来源",
"showNameEn" : "dataSource",
"varName" : "dataSource",
"varValue" : "云核心网_性能KPI数据_ATS",
"remark" : "数据来源",
"defaultVisible" : "true"
}, {

"showName" : "BDI服务",
"showNameEn" : "BDI Service",
"varName" : "BDIAddress",
"varValue" : "10.0.1.145:19143",
"remark" : "BDI服务",
"defaultVisible" : "true"
}, {

"showName" : "id",
"showNameEn" : "id",
"varName" : "id",
"varValue" : "111",
"remark" : "11",
"defaultVisible" : "true"
}
],
"children" : []
}, {
"id" : "4623460537000105320",
"pId" : "0",
"paramList" : [{

"paramValue" : "-ipaddress #{ipaddress} -userId #{userId} -appId #{appId} -srcPath 
#{srcPath} -srcRootPath #{srcRootPath} -dstRootPath #{dstRootPath} -dstPath #{dstPath} -
srcBucketName #{srcBucketName} -hadoopUserName #{hadoopUserName} -
integrationAddr #{integrationAddr} -token ${getManageToken}",
"appendType" : "STRING"
}
],
"variables" : [{

"showName" : "srcBucketName",
"showNameEn" : "srcBucketName",
"varName" : "srcBucketName",
"varValue" : "obs-public-data",
"defaultVisible" : "false"
}, {

"showName" : "dstPath",
"showNameEn" : "dstPath",
"varName" : "dstPath",
"varValue" : "/HKT/raw_data",
"defaultVisible" : "false"
}
],
"children" : []
}, {
"id" : "7614341251561440098",
"pId" : "0",

"paramList" : [{

"paramValue" : "-ipaddress #{ipaddress} -userId #{userId} -appId #{appId} -src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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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cPath} -srcRootPath #{srcRootPath} -dstRootPath #{dstRootPath} -dstPath #{dstPath} -
srcBucketName #{srcBucketName} -hadoopUserName #{hadoopUserName} -token $
{tokenbyappidTaskResp.result.token}",
"appendType" : "STRING"
}
],
"variables" : [{

"varName" : "ipaddress",
"varValue" : "100.95.145.153:9516",
"defaultVisible" : "true"
}, {

"varName" : "userId",
"varValue" : "q00298908",
"defaultVisible" : "true"
}, {

"varName" : "appId",
"varValue" : "aidomainalpha_wulan3_dcpuedev",
"defaultVisible" : "true"
}
],

"children" : []
}, {
"id" : "9014897139558429566",

"pId" : "0",

"children" : []
}, {
"id" : "4807396074419218738",

"pId" : "0",

"children" : []
}
]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id 是 String 项目ID。

name 是 String 项目名称。

description 是 String 描述。

tasks 是 JSON LIST 任务列表。

id 是 String 任务ID。

pId 是 String 父任务ID。

tasks 是 JSON LIST 子任务列表。

paramList 是 List 参数列表。

id 是 String 参数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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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source 是 String 来源ID。

paramName 是 String 参数名称。

paramType 是 String 参数类型。

paramValue 是 String 参数值。

userId 是 String 所属用户ID。

tenantId 是 String 租户ID。

createTime 是 String 创建时间。

updateTime 是 String 修改时间。

variables 是 JSON 变量列表。

showName 是 String 变量显示中文
名。

showNameEn 是 String 变量显示英文
名。

varName 是 String 参数名称。

varValue 是 String 参数值。

remark 是 String 参数备注。

defaultVisible 是 String 是否基础变量。

userId 是 String 所属用户ID。

tenantId 是 String 租户ID。

taskId 是 String 所属任务。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P_20190919152838_1273129170"
}

● 失败响应样例
{
"success":false,
"errorMsg":"internal error.",
"errorCode":"23469349.30000.500"
}

● 要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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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String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1.7 查询项目列表

功能介绍

根据用户信息，查看用户的项目列表，结果使用分页展示。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progress?
pageNum={pageNum}&pageSize={pageSize}&searchField={searchField}&searchStr={search
Str}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ageNum 否 int 分页用到的起始
页。

pageSize 否 int 每页数据条数。

tag 否 String 标签。

searchField 否 String 当前只支持：ALL、
name、
description、tag、
status，其他无效。

searchStr 否 String 搜索内容。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progress?
pageNum=1&pageSize=5&searchField=status&searchStr=init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ageNum 否 int 分页用到的起始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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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ageSize 否 int 每页数据条数。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page": {
            "currentPageNum": 1,
            "lastPageNum": 0,
            "totalPageNum": 0,
            "startRowIndex": 0,
            "gotoPageNum": 0,
            "pageSize": 5,
            "recordCount": 0
        },
        "dataList": [
            {
                "id": "P_20191112165111_1419961511",
                "userId": "lWX617768",
                "tenantId": "aidomainalpha_wulan3_dcpuedev",
                "createTime": "2019-11-12 16:51:13",
                "updateTime": "2019-11-12 16:51:13",
                "status": "init",
                "progressType": "PROGRESS_GROUP",
                "tasks": []
            },
            {
                "id": "P_20191112165055_989850390",
                "name": "POSTMAN测试发布公共模板001",
                "description": "POSTMAN测试发布公共模板",
                "userId": "lWX617768",
                "tenantId": "aidomainalpha_wulan3_dcpuedev",
                "createTime": "2019-11-12 16:50:57",
                "updateTime": "2019-11-12 16:50:57",
                "status": "init",
                "fromSource": "P_20191112165055_989850390",
                "progressType": "PROGRESS",
                "tasks": []
            }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page JSON 分页信息。

dataList JSON 项目列表。

id String 项目ID。

name String 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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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description String 描述。

userId String 用户信息。

tenantId String 租户信息。

create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updateTime String 更新时间。

status String 状态。

progressType String 项目的类型，取值包括
PROGRESS_GROUP和
PROGRESS。

tasks String 任务列表。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1.8 项目定时任务启动停止

功能介绍

项目定时任务启动停止。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progress/scheduler/{progressId}
["abc","xxxx"]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String 项目ID。

action 是 String 执行的操作，取
值包括start和
stop。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progress/scheduler/xxxxxx
["action","start"]

● 参数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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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true,
"returnData":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bolean 返回体。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1.9 停止项目

功能介绍

停止项目。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progress/action/stop/{progress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progress/action/stop/
{progress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String 项目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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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1.10 卸载项目

功能介绍

卸载项目。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progress/action/uninstall/{progress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progress/action/uninstall/
{progress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String 项目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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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1.11 查询项目状态新接口

查询项目的运行状态，此接口比原有的状态接口更新状态更及时，并且可以支持插件
自定义状态。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progress/status/query/{progress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progress/status/query/
{progressId}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rrorCode": null,
    "returnData": {
        "progressId": "P_20200518171834_163704264",
        "status": "running",
        "tasks": [
            {
                "taskId": "7030740157305373404",
                "taskType": null,
                "status": "init",
                "costTime": null
            },
            {
                "taskId": "8433000242171283160",
                "taskType": null,
                "status": "completed",
                "costTime": null
            }
        ]
    }
}

● 要素说明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5 API 参考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608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5.10.1.12 修改项目中数据处理作业的参数接口

功能介绍

修改项目中数据处理作业的参数。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ata/process/job/{job_id}/config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job_id 是 String 数据处理作业的
ID。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ata/process/job/
ebbe83fae4364c41a74cc91e32bd99e4/config
{
"parameter":[
{"label":"input_path","value":"s3://bucket-hvnngyjf/1809e47a-519f-4477-1f55-
ee34f13368f2","required":false,"paramDesc":"新的参数"},
{"label":"output_path","value":"s3://bucket-hvnngyjf/output/
1590068447837/","required":false,"paramDesc":"新的参数"},
{"label":"new_Param","value":"test1000","required":false,"paramDesc":"新的参数"}
]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arameter 是 JSON 参数内容。

label 是 String 参数键值。

paramDesc 是 String 参数别名。

value 是 String 变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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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String 返回值，取值包括true和
false。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1.13 查询一组项目的类型状态

功能介绍

根据项目列表，查询一组项目的类型状态。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progress/status/query/progressType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progress/status/query/
progressType
["P_20200608210345_1672346916", "P_20200606100624_2041488694"]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列表 是 List 标签列表。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rrorCode":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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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Data": [{
        "progressId": "P_20200608210345_1672346916",
        "tasks": {
            "COLLECTION_BUILTIN": ["completed"],
            "GOVERN": ["init",
            "failed"],
            "PUBLISH": ["init"]
        },
        "status": "failed"
    },
    {
        "progressId": "P_20200606100624_2041488694",
        "tasks": {
            "COLLECTION_BUILTIN": ["stop"]
        },
        "status": "init"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progressId String 项目ID。

tasks JSON 任务列表。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1.14 启动项目中的采集任务

功能介绍

启动项目中的采集任务。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progress/{progressId}/startcollect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progress/
P_20200606100624_2041488694/startcollect{"action":"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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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String 判断本地采集是否启动，
取值包括true和false。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2 任务管理接口

5.10.2.1 查看任务日志

功能介绍

查看任务执行的日志。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tasks/log/{task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askId 是 String 任务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tasks/log/{taskId}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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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askId 是 String 任务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 true,
    "returnData" :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String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2.2 获取治理之后数据的路径

功能介绍

从日志中获取治理之后数据的路径。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tasks/getgorvnobs?
progressId={progressId}&taskId={taskId}&taskType={taskType}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String 项目ID。

taskId 是 String 任务ID。

taskType 否 String 任务类型。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tasks/getgorvnobs?
progressId=P_20200612141932_2051918096&taskId=1937249134213126111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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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String 项目ID。

taskId 是 String 任务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rrorCode": null,
    "returnData":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2.3 获取任务输出日志

功能介绍

获取任务输出的日志。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tasks/output/{task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askId 是 String 任务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tasks/output/
P_20210309165004_970900822_2585232091789073000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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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askId 是 String 任务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 true,
    "returnData" :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String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3 模板管理接口

5.10.3.1 保存项目为模板

功能介绍

将项目保存为模板。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template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私有模板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templates
{
"id":"P_20200408171233_961580335",
"name":"私有模板test001212",
"description":"",
"tag":"",
"templateType":"PRIVATE",
"pId":"",
"uploadFile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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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模板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templates
{
"id":"P_20200408171233_961580335",
"name":"公共模板test001212",
"description":"",
"tag":"",
"templateType":"PUBLIC",
"pId":"8000976092493972575",
"uploadFileName":""
}

●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id 是 String 项目ID。

name 否 String 项目名称。

description 否 String 项目描述。

tag 否 String 项目标签。

templateType 是 String 创建模板的类
型，包括PUBLIC
和PRIVATE。

pId 否 String 挂在的目录节点
的ID。

uploadFileName 否 String 上传文档介绍的
文件名称。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String 返回值，取值包括true和
false。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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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3.2 使用模板创建项目

功能介绍

使用模板创建项目。

URI
● URI格式

PU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templates/{templateId}/action

●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templateId 是 String 模板ID。

 

请求
● 请求样例

PU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templates/
20190529104713-508150574/action
{
    "action" : "createProgress",
    "actionParam" : {
        "templateType" : "PUBLIC",
        "name" : "代码整改模板创项目0001",
        "description" : "代码整改模板创项目",
        "tag" : ""
    }
}

●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action 是 String 执行动作，取值为
createProgress，表示创建
项目。

templateType 是 String 模板类型，取值包括如下：

● PUBLIC：表示公共模
板。

● PRIVATE：表示私有模
板。

name 是 String 项目名称。

description 是 String 项目描述。

tag 是 String 项目标签。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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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String 返回值，取值包括true和
false。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3.3 模板向导式创建项目

功能介绍

使用模板向导方式创建项目，并修改项目。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progress/{templateId}

●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templateId 是 String 模板ID。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progress/
P_20190920090322_732178849
{
"templateType" : "PRIVATE",
"id" : "P_20190920090322_732178849",
"name" : "20190920创建项目私有模板",
"description" : "20190920创建项目私有模板",
"tasks" : [{
"id" : "4842250918826606562",
"pId" : "0",
"paramList" : [{
"paramName" : "key",
"paramValue" : "value",
"appendType" : "KEY_VALUE"
}
],
"variable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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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Name" : "数据来源",
"showNameEn" : "dataSource",
"varName" : "dataSource",
"varValue" : "云核心网_性能KPI数据_ATS",
"remark" : "数据来源",
"defaultVisible" : "true"

}, {

"showName" : "BDI服务",
"showNameEn" : "BDI Service",
"varName" : "BDIAddress",
"varValue" : "10.0.1.145:19143",
"remark" : "BDI服务",
"defaultVisible" : "true"
}, {

"showName" : "id",
"showNameEn" : "id",
"varName" : "id",
"varValue" : "111",
"remark" : "11",
"defaultVisible" : "true"
}
],

"children" : []
}, {
"id" : "4359708186444718104",

"pId" : "0",

"paramList" : [{

"paramValue" : "-ipaddress #{ipaddress} -userId #{userId} -appId #{appId} -srcPath 
#{srcPath} -srcRootPath #{srcRootPath} -dstRootPath #{dstRootPath} -dstPath #{dstPath} -
srcBucketName #{srcBucketName} -hadoopUserName #{hadoopUserName} -token $
{tokenbyappidTaskResp.result.token}",
"appendType" : "STRING"
}
],
"variables" : [{

"varName" : "ipaddress",
"varValue" : "100.95.145.153:9516",
"defaultVisible" : "true"
}, {

"varName" : "userId",
"varValue" : "q00XXXXXX8",
"defaultVisible" : "true"
}, {

"varName" : "appId",
"varValue" : "aidomainalpha_wulan3_dcpuedev",
"defaultVisible" : "true"
}, {

"varName" : "srcPath",
"varValue" : "/HKT_data/20190829",
"defaultVisible" :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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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ldren" : [{
"id" : "5472089395256981544",

"pId" : "4359708186444718104",

"paramList" : [{

"paramValue" : "-ipaddress #{ipaddress} -userId #{userId} -appId #{appId} -srcPath 
#{srcPath} -srcRootPath #{srcRootPath} -dstRootPath #{dstRootPath} -dstPath #{dstPath} -
srcBucketName #{srcBucketName} -hadoopUserName #{hadoopUserName} -
integrationAddr #{integrationAddr} -token ${getManageToken}",
"appendType" : "STRING"
}
],
"variables" : [{

"showName" : "srcBucketName",
"showNameEn" : "srcBucketName",
"varName" : "srcBucketName",
"varValue" : "obs-public-data",
"defaultVisible" : "false"
}, {

"showName" : "dstPath",
"showNameEn" : "dstPath",
"varName" : "dstPath",
"varValue" : "/HKT/raw_data",
"defaultVisible" : "false"
}, {

"showName" : "ipaddress",
"showNameEn" : "ipaddress",
"varName" : "ipaddress",
"varValue" : "100.95.145.153:9516",
"defaultVisible" : "true"
}, {

"showName" : "userId",
"showNameEn" : "userId",
"varName" : "userId",
"varValue" : "q0XXXXX",
"defaultVisible" : "true"
}, {

"showName" : "appId",
"showNameEn" : "appId",
"varName" : "appId",
"varValue" : "aitrainalpha_wulan3_test",
"defaultVisible" : "true"
}
],

"children" : []
}
]
}, {
"id" : "6616411857017560642",
"pId" : "0",

"children"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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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 "2151470343480163348",

"pId" : "0",
"paramList" : [{

"paramValue" : "-userId #{userId} -appId #{tenantId} -datasetName #{datasetName} -
sourceDirUrl \"#{sourceDirUrl}\" -token ${getManageToken}",
"appendType" : "STRING"
}
],
"variables" : [{

"showName" : "用户ID",
"showNameEn" : "User ID",
"varName" : "userId",
"varValue" : "lWXXXXX63",
"remark" : "当前登录用户的用户ID",
"defaultVisible" : "true"
}, {

"showName" : "租户ID",
"showNameEn" : "Tenant ID",
"varName" : "tenantId",
"varValue" : "aidomainalpha_wulan3_dcpuedev",
"remark" : "当前登录用户的租户ID",
"defaultVisible" : "true"
}
],

"children" : []
}
]
}

●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templateType 是 String 模板类型，取值包括如下：

● PUBLIC：表示公共模板。

● PRIVATE：表示私有模板。

id 是 String 模板ID。

name 是 String 模板名称。

description 是 String 模板描述。

tasks 是 JSON LIST 任务列表。

id 是 String 任务ID。

pId 是 String 父任务ID。

children 是 JSON LIST 子任务列表。

paramList 是 JSON LIST 参数列表。

paramName 是 String 参数名称。

paramValue 是 String 参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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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appendType 是 String 参数扩展类型。

variables 是 JSON LIST 变量列表。

showName 是 String 变量显示中文名。

showNameEn 是 String 变量显示英文名。

varName 是 String 变量名称。

varValue 是 String 变量值。

remark 是 String 备注。

defaultVisible 是 String 是否是基础变量。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P_20190920101718_2027513387"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String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3.4 查看模板详情

功能介绍

查看模板的详细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templates/{templateId}?
templateType=PRIVATE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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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emplateId 是 String 模板的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templates/
20190529104713-508150574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sourceId": "20190523144150-1830503420",
"templateType": "PRIVATE",
"id": "20190529104713-508150574",
"name": "ProgressTest001",
"description": "描述信息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001",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xxxxx819",
"tenant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
"createTime": "2019-05-29 10:47:17",
"updateTime": "2019-05-29 10:47:17",
"tasks": [
{
"id": "5041049077285072253",
"taskName": "测试任务名称001",
"taskType": "COLLECTION",
"isKeyTask": "tru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xxxx1819",
"tenant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
"pId": "0",
"rootTask": "false",
"createTime": "20190522153704",
"updateTime": "20190522153704",
"script": {
"id": "6864867852705616838",
"scriptName": "脚本script2324354356435345001",
"scriptType": "SCRIPTTYPR_IN",
"scriptVersion": "1.0",
"scriptPath": "/opt/script/script2324354356435345001.py",
"scriptDesc": "脚本描述XXXXXX",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xxx819",
"tenant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
"createTime": "20190522161002",
"updateTime": "20190522161002"
},
"paramList": [
{
"id": "9118554573133384423",
"paramName": "INPUT_PARAM002",
"paramType": "INPUT_TYPE",
"paramValue": "/etc/test/int.out",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xxxx11819",
"tenant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
"createTime": "20190522153704",
"updateTime": "20190522153704",
"taskId": "504104907728507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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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d": "1005362129699899014",
"paramName": "INPUT_PARAM001",
"paramType": "OUTPUT_TYPE",
"paramValue": "out.csv",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xxx1819",
"tenant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
"createTime": "20190522153704",
"updateTime": "20190522153704",
"taskId": "5041049077285072253"
}
],
"children": [
{
"id": "6325366996242114818",
"taskName": "子任务001",
"taskType": "COLLECTION",
"isKeyTask": "tru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xxx819",
"tenant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
"pId": "5041049077285072253",
"rootTask": "false",
"createTime": "20190522154312",
"updateTime": "20190522154312",
"script": {
"id": "165927269734196768",
"scriptName": "脚本script2324354356435345005",
"scriptType": "SCRIPTTYPR_IN",
"scriptVersion": "1.0",
"scriptPath": "/opt/script/script2324354356435345005.py",
"scriptDesc": "脚本描述XXXXXX",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xxxx11819",
"tenant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
"createTime": "20190522161002",
"updateTime": "20190522161002"
},
"paramList": [
{
"id": "855224363355232351",
"paramName": "INPUT_PARAM009",
"paramType": "OUTPUT_TYPE",
"paramValue": "out.csv",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xxx819",
"tenant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
"createTime": "20190522154312",
"updateTime": "20190522154312",
"taskId": "6325366996242114818"
},
{
"id": "3053483553969374228",
"paramName": "INPUT_PARAM010",
"paramType": "INPUT_TYPE",
"paramValue": "/etc/test/int.out",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xxxx819",
"tenant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
"createTime": "20190522154312",
"updateTime": "20190522154312",
"taskId": "6325366996242114818"
}
],
"children":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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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7566746559208028173",
"taskName": "测试任务名称002",
"taskType": "PARSE",
"isKeyTask": "tru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xxx819",
"tenant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
"pId": "0",
"rootTask": "false",
"createTime": "20190522153927",
"updateTime": "20190522153927",
"timeout": "3600",
"script": {
"id": "9178550171786432559",
"scriptName": "脚本script2324354356435345002",
"scriptType": "SCRIPTTYPR_IN",
"scriptVersion": "1.0",
"scriptPath": "/opt/script/script2324354356435345002.py",
"scriptDesc": "脚本描述XXXXXX",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xxxx819",
"tenant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
"createTime": "20190522161002",
"updateTime": "20190522161002"
},
"paramList": [
{
"id": "795192238879417314",
"paramName": "INPUT_PARAM004",
"paramType": "INPUT_TYPE",
"paramValue": "/etc/test/int.out",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xxx19",
"tenant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
"createTime": "20190522153927",
"updateTime": "20190522153927",
"taskId": "7566746559208028173"
},
{
"id": "607892277704561887",
"paramName": "INPUT_PARAM003",
"paramType": "OUTPUT_TYPE",
"paramValue": "out.csv",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xxx19",
"tenant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
"createTime": "20190522153927",
"updateTime": "20190522153927",
"taskId": "7566746559208028173"
}
],
"children": [
{
"id": "2903740582528031695",
"taskName": "子任务002",
"taskType": "PARSE",
"isKeyTask": "tru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xxx819",
"tenant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
"pId": "7566746559208028173",
"rootTask": "false",
"createTime": "20190522154312",
"updateTime": "20190522154312",
"script": {
"id": "7269994768554204697",
"scriptName": "脚本script2324354356435345006",
"scriptType": "SCRIPTTYPR_IN",
"scriptVersion": "1.0",
"scriptPath": "/opt/script/script2324354356435345006.py",
"scriptDesc": "脚本描述XXXXXX",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xxxx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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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ant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
"createTime": "20190522161002",
"updateTime": "20190522161002"
},
"paramList": [
{
"id": "5712910118398756979",
"paramName": "INPUT_PARAM014",
"paramType": "INPUT_TYPE",
"paramValue": "/etc/test/int.out",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xxx1819",
"tenant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
"createTime": "20190522154312",
"updateTime": "20190522154312",
"taskId": "2903740582528031695"
},
{
"id": "8497711305640935650",
"paramName": "INPUT_PARAM013",
"paramType": "OUTPUT_TYPE",
"paramValue": "out.csv",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xx819",
"tenant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
"createTime": "20190522154312",
"updateTime": "20190522154312",
"taskId": "2903740582528031695"
}
],
"children": []
}
]
},
{
"id": "2899630813357002320",
"taskName": "测试任务名称003",
"taskType": "GOVERN",
"isKeyTask": "tru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xxx19",
"tenant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
"pId": "0",
"rootTask": "false",
"createTime": "20190522153927",
"updateTime": "20190522153927",
"script": {
"id": "1256909959601939076",
"scriptName": "脚本script2324354356435345003",
"scriptType": "SCRIPTTYPR_IN",
"scriptVersion": "1.0",
"scriptPath": "/opt/script/script2324354356435345003.py",
"scriptDesc": "脚本描述XXXXXX",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xxx9",
"tenant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
"createTime": "20190522161002",
"updateTime": "20190522161002"
},
"paramList": [
{
"id": "1112664774235782888",
"paramName": "INPUT_PARAM006",
"paramType": "INPUT_TYPE",
"paramValue": "/etc/test/int.out",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xxxxx19",
"tenant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
"createTime": "20190522153927",
"updateTime": "20190522153927",
"taskId": "289963081335700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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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d": "5737476469338429701",
"paramName": "INPUT_PARAM005",
"paramType": "OUTPUT_TYPE",
"paramValue": "out.csv",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xxxx19",
"tenant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
"createTime": "20190522153927",
"updateTime": "20190522153927",
"taskId": "2899630813357002320"
}
],
"children": [
{
"id": "5345618201072157486",
"taskName": "子任务003",
"taskType": "GOVERN",
"isKeyTask": "tru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xxx819",
"tenant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
"pId": "2899630813357002320",
"rootTask": "false",
"createTime": "20190522154312",
"updateTime": "20190522154312",
"script": {
"id": "6488229954346727009",
"scriptName": "脚本script2324354356435345007",
"scriptType": "SCRIPTTYPR_IN",
"scriptVersion": "1.0",
"scriptPath": "/opt/script/script2324354356435345007.py",
"scriptDesc": "脚本描述XXXXXX",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xxx819",
"tenant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
"createTime": "20190522161002",
"updateTime": "20190522161002"
},
"paramList": [
{
"id": "8703032920434237793",
"paramName": "INPUT_PARAM015",
"paramType": "OUTPUT_TYPE",
"paramValue": "out.csv",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xxx819",
"tenant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
"createTime": "20190522154312",
"updateTime": "20190522154312",
"taskId": "5345618201072157486"
},
{
"id": "3637464887133181713",
"paramName": "INPUT_PARAM016",
"paramType": "INPUT_TYPE",
"paramValue": "/etc/test/int.out",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xxx19",
"tenant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
"createTime": "20190522154312",
"updateTime": "20190522154312",
"taskId": "5345618201072157486"
}
],
"children":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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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4168595688049445861",
"taskName": "测试任务名称004",
"taskType": "TRAIN",
"isKeyTask": "tru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xxxx819",
"tenant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
"pId": "0",
"rootTask": "false",
"createTime": "20190522153927",
"updateTime": "20190522153927",
"script": {
"id": "6703267881111429405",
"scriptName": "脚本script2324354356435345004",
"scriptType": "SCRIPTTYPR_IN",
"scriptVersion": "1.0",
"scriptPath": "/opt/script/script2324354356435345004.py",
"scriptDesc": "脚本描述XXXXXX",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xxx19",
"tenant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
"createTime": "20190522161002",
"updateTime": "20190522161002"
},
"paramList": [
{
"id": "974807446921025076",
"paramName": "INPUT_PARAM008",
"paramType": "INPUT_TYPE",
"paramValue": "/etc/test/int.out",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xxxx819",
"tenant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
"createTime": "20190522153927",
"updateTime": "20190522153927",
"taskId": "4168595688049445861"
},
{
"id": "844479996767912831",
"paramName": "INPUT_PARAM007",
"paramType": "OUTPUT_TYPE",
"paramValue": "out.csv",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xxxx1819",
"tenant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
"createTime": "20190522153927",
"updateTime": "20190522153927",
"taskId": "4168595688049445861"
}
],
"children": [
{
"id": "3255563540945805073",
"taskName": "子任务004",
"taskType": "TRAIN",
"isKeyTask": "tru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xxxxx1819",
"tenant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
"pId": "4168595688049445861",
"rootTask": "false",
"createTime": "20190522154312",
"updateTime": "20190522154312",
"timeout": "3600",
"script": {
"id": "4955348224269049438",
"scriptName": "脚本script2324354356435345008",
"scriptType": "SCRIPTTYPR_IN",
"scriptVersion": "1.0",
"scriptPath": "/opt/script/script2324354356435345008.py",
"scriptDesc": "脚本描述XXXXXX",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xxxx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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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ant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
"createTime": "20190522161002",
"updateTime": "20190522161002"
},
"paramList": [
{
"id": "4965326247186677576",
"paramName": "INPUT_PARAM017",
"paramType": "OUTPUT_TYPE",
"paramValue": "out.csv",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xxxx819",
"tenant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
"createTime": "20190522154312",
"updateTime": "20190522154312",
"taskId": "3255563540945805073"
},
{
"id": "3240368515593442549",
"paramName": "INPUT_PARAM018",
"paramType": "INPUT_TYPE",
"paramValue": "/etc/test/int.out",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xxxx19",
"tenant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
"createTime": "20190522154312",
"updateTime": "20190522154312",
"taskId": "3255563540945805073"
}
],
"children": []
}
]
}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id String 模板ID。

sourceId String 源ID。

templateType String 模板类型，取值包括如下：

● PUBLIC：表示公共模板。

● PRIVATE：表示私有模板。

name String 模板名称。

description String 模板描述。

create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updateTime String 更新时间。

userId String 模式，暂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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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tenantId String 由目录ID组成的从树根部到节点
目录的路径字符串。

tasks JSONLIST 任务列表。

id （tasks） String 任务ID。

taskName String 任务名称。

taskType String 任务类型。

isKeyTask String 是否是关键任务。

pId String 任务的父ID。

rootTask String 是否是根任务。

createTime
（tasks）

String 创建时间。

updateTime
（tasks）

String 更新时间。

script JSON 脚本。

id (script) String 脚本ID。

scriptName (script) String 脚本名称。

scriptType (script) String 脚本类型。

scriptPath (script) String 脚本路径。

userId (script) String 用户信息。

createTime (script) String 脚本创建时间。

updateTime
(script)

String 脚本更新时间。

children String 子任务。

paramList JSON 参数列表。

id (paramList) String 参数的ID。

paramName
(paramList)

String 参数名称。

paramType
(paramList)

String 参数类型。

paramValue
(paramList)

String 参数值。

appendType
(paramList)

JSON 参数扩展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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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3.5 发布为模板

功能介绍

发布为模板。

URI
● URI格式

PU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templates/{templateId}/action

●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templateId 是 String 模板ID。

 

请求

● 请求样例
PUT https://127.0.0.1:5555/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templates/
P_20191025164113_369664296/action
{
"action" : "publish",
"actionParam" : {
"name" : "POSTMAN测试发布公共模板",
"description" : "POSTMAN测试发布公共模板",
"pId": "4070886005386612775",
"tag" : ""

}
}

●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action 是 String 执行的操作，取
值是publish，表
示发布为模板。

name 否 String 模板名称。

description 否 String 模板描述。

pId 否 String 目录叶子节点的
ID。

tag 否 String 项目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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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取值包括true和false。

returnData String 返回值，取值包括true和
false。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3.6 查询模板列表

功能介绍

根据用户信息查看用户的模板列表，结果使用分页展示。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templates?
templateType={templateType}&pageNum={pageNum}&pageSize={pageSize}&dirUrl={dirUr
l}&searchField={searchField}&searchStr={searchStr}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ageNum 是 int 分页用到的起始
页。

pageSize 是 int 每页数据条数。

templateType 否 String 模板类型。

dirUrl 否 String URL。

searchField 否 String 当前只支持：
ALL、name、
description、
tag，其他无效。

searchStr 否 String 搜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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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127.0.0.1:5555/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templates?
templateType=PUBLIC&pageNum=1&pageSize=10&dirUrl=1181635994378930758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ageNum 是 int 分页用到的起始
页。

pageSize 是 int 每页数据条数。

templateType 是 String 模板类型。

dirUrl 否 String URL。

searchField 否 String 当前只支持：
ALL、name、
description、
tag，其他无效。

searchStr 否 String 搜索内容。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page": {
"currentPageNum": 1,
"lastPageNum": 1,
"totalPageNum": 1,
"startRowIndex": 0,
"gotoPageNum": 0,
"pageSize": 10,
"recordCount": 1
},
"dataList": [
{
"sourceId": "P_20191025164113_369664296",
"url": "4070886005386612775--1181635994378930758",
"templateType": "PUBLIC",
"id": "P_20191104205225_991575645",
"name": "POSTMAN测试发布公共模板",
"description": "POSTMAN测试发布公共模板",
"userId": "PUBLIC",
"tenantId": "PUBLIC",
"createTime": "2019-11-04 20:52:27",
"updateTime": "2019-11-04 20:52:27",
"tasks": []
}
]
}
}

● 要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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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page JSON 分页信息。

dataList JSON 模板列表。

id String 模板ID。

sourceId String 源ID，即创建模板的项
目ID。

url String URL。

templateType String 模板类型。

name String 模板名称。

description String 描述。

userId String 用户信息。

tenantId String 租户信息。

tasks String 任务列表。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3.7 删除模板

功能介绍

删除模板。

URI
● URI格式

DELETE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templates
[{"id":"P_20191228152842_629483823","templateType":"PRIVATE"}]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id 是 String 模板ID。

templateType 是 String 模板类型，取值
包括PUBLIC和
PR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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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 请求样例

DELETE https://cn-north-5-console.huaweicloud.com/dataplan/softcomai/datalake/
dataplan/v1.0/templates
[
{
"id": "P_20191228152842_629483823",
"templateType": "PRIVATE"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id 是 String 模板ID。

templateType 是 String 模板类型，取值
包括PUBLIC和
PRIVATE。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3.8 根据标签选择模板

功能介绍

根据标签选择模板。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templates/getTemplatebytag?tag={tag}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ag 是 String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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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templates/getTemplatebytag?
tag=xxx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id:"xxx"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JSON 模板信息。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3.9 导出模板

功能介绍

导出模板功能。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templates/{templateId}/export

●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templateId 是 String 模板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127.0.0.1:5555/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templates/
P_20191230173854_1456308608/export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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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响应

成功响应样例：导出模板文件。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3.10 导入模板

功能介绍

导入模板功能。

URI
● URI格式

PU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templates/import?
templateName={templateName}&isPublic={isPublic}&pId={catalogId}

●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templateName 是 String 模板名称。

isPublic 是 String 是否发布为公共
模板。

catalogId 否 String 目录ID。

 

请求
● 请求样例

PUT https://127.0.0.1:5555/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templates/import?
templateName=贝塔模板导入&isPublic=true&pId=7978001867555836453
{
"action" : "publish",
"actionParam" : {
"name" : "POSTMAN测试发布公共模板",
"description" : "POSTMAN测试发布公共模板",
"pId": "4070886005386612775",
"tag" : "",
"uploadFileName" : ""
}
}

●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uploadFileName 否 文件 上传的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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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id String 模板ID。

sourceId String 源ID。

templateType String 模板类型，取值包括如下：

● PUBLIC：表示公共模板。

● PRIVATE：表示私有模板。

name String 模板名称。

description String 模板描述。

create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updateTime String 更新时间。

userId String 模式，暂无用。

tenantId String 由目录ID组成的从树根部到节点
目录的路径字符串。

tasks JSONLIST 任务列表。

id （tasks） String 任务ID。

taskName String 任务名称。

taskType String 任务类型。

isKeyTask String 是否是关键任务。

pId String 任务的父ID。

rootTask String 是否是根任务。

createTime
（tasks）

String 创建时间。

updateTime
（tasks）

String 更新时间。

script JSON 脚本。

id (script) String 脚本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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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criptName (script) String 脚本名称。

scriptType (script) String 脚本类型。

scriptPath (script) String 脚本路径。

userId (script) String 用户信息。

createTime (script) String 脚本创建时间。

updateTime
(script)

String 脚本更新时间。

children String 子任务。

paramList JSON 参数列表。

id (paramList) String 参数的ID。

paramName
(paramList)

String 参数名称。

paramType
(paramList)

String 参数类型。

paramValue
(paramList)

String 参数值。

appendType
(paramList)

JSON 参数扩展类型。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3.11 根据标签列表查询模板

功能介绍

查询项目运行的记录列表。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templates/getTemplatebytag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templates/getTemplatebytag
["KPIanomaly", "localCollectDrive", "NMS", "coreNetwork", "U2020", "V2R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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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列表 是 List 标签列表。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true,
    "errorMsg":null,
    "errorCode":null,
    "returnData":{
        "id":"P_20200317141930_842365822",
        "name":"KPI异常检测批数据V5",
        "description":null,
        "userId":"PUBLIC",
        "tenantId":"PUBLIC",
        "tenantName":null,
        "projectId":null,
        "scheduleCycle":null,
        "scheduleInterval":null,
        "scheduleBeginTime":null,
        "beginTime":null,
        "endTime":null,
        "createTime":"2020-03-17 14:19:30",
        "updateTime":"2020-03-17 14:19:30",
        "period":null,
        "status":null,
        "schedulerStatus":null,
        "lastStartTime":null,
        "lastEndTime":null,
        "startUser":null,
        "tag":"KPIanomaly",
        "tags":null,
        "fromSource":null,
        "driveStrategy":"localCollectDrive",
        "lastObsBucketName":null,
        "lastObsPath":null,
        "templateExtraInfoList":[

        ],
        "subProgress":[

        ],
        "progressType":"PROGRESS",
        "tasks":[
            {
                "id":"3718511874417495656",
                "source":"1642389222035434835",
                "taskName":"手工采集_采集",
                "taskType":"COLLECTION_BUILTIN",
                "builtInTaskType":"COLLECTION_CLOUD_MANUAL",
                "executeType":"SCRIPT",
                "executeMethod":"GET",
                "executeTarget":null,
                "isKeyTask":"true",
                "isStautsUrl":"false",
                "userId":"PUBLIC",
                "tenantId":"PUBLIC",
                "rootTask":"false",
                "createTime":"2020-03-16 17:34:41",
                "updateTime":"2020-03-16 17:34:41",
                "timeout":"60",
                "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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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1173177980774134292",
                    "source":"6357228211637831760",
                    "scriptName":null,
                    "scriptType":null,
                    "executeType":null,
                    "scriptVersion":null,
                    "bucketName":null,
                    "scriptPath":null,
                    "storageType":null,
                    "scriptDesc":null,
                    "userId":"PUBLIC",
                    "tenantId":"PUBLIC",
                    "userName":null,
                    "tenantName":null,
                    "createTime":null,
                    "updateTime":null,
                    "taskId":"3718511874417495656",
                    "status":"none"
                },
                "paramList":null,
                "successFlag":null,
                "successValue":null,
                "statusFlag":null,
                "statusSuccessValue":null,
                "statusFailValue":null,
                "statusRunningValue":null,
                "responseVariableName":null,
                "description":null,
                "variables":[
                    {
                        "id":"3287549880712726629",
                        "source":"7935874892733480817",
                        "showName":"businessArea",
                        "showNameEn":"businessArea",
                        "varName":"businessArea",
                        "varType":null,
                        "varValue":"时空领域",
                        "remark":null,
                        "defaultVisible":"true",
                        "encrypt":"false",
                        "userId":"PUBLIC",
                        "tenantId":"PUBLIC",
                        "createTime":null,
                        "updateTime":null,
                        "taskId":"3718511874417495656",
                        "taskType":null
                    },
                    {
                        "id":"1387732241979356544",
                        "source":"7478470724881399698",
                        "showName":"netManage",
                        "showNameEn":"netManage",
                        "varName":"netManage",
                        "varType":null,
                        "varValue":"kpi",
                        "remark":null,
                        "defaultVisible":"true",
                        "encrypt":"false",
                        "userId":"PUBLIC",
                        "tenantId":"PUBLIC",
                        "createTime":null,
                        "updateTime":null,
                        "taskId":"3718511874417495656",
                        "taskType":null
                    },
                    {
                        "id":"805914355994226662",
                        "source":"1520837827927887117",
                        "showName":"net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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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NameEn":"netElement",
                        "varName":"netElement",
                        "varType":null,
                        "varValue":"kpi",
                        "remark":null,
                        "defaultVisible":"true",
                        "encrypt":"false",
                        "userId":"PUBLIC",
                        "tenantId":"PUBLIC",
                        "createTime":null,
                        "updateTime":null,
                        "taskId":"3718511874417495656",
                        "taskType":null
                    },
                    {
                        "id":"8050878831496053468",
                        "source":"1876788596384403463",
                        "showName":"dataType",
                        "showNameEn":"dataType",
                        "varName":"dataType",
                        "varType":null,
                        "varValue":"性能数据",
                        "remark":null,
                        "defaultVisible":"true",
                        "encrypt":"false",
                        "userId":"PUBLIC",
                        "tenantId":"PUBLIC",
                        "createTime":null,
                        "updateTime":null,
                        "taskId":"3718511874417495656",
                        "taskType":null
                    }
                ],
                "oneTimeTask":null,
                "commonTask":"false",
                "authType":null,
                "saveResponseVariableAsJson":null,
                "consoleAddr":null,
                "children":[

                ],
                "bpmnUseful":true,
                "pid":"0"
            },
            {
                "id":"5216166160092115818",
                "source":"8033629687063552129",
                "taskName":"KPI异常检测批数据V3",
                "taskType":"GOVERN",
                "builtInTaskType":"",
                "executeType":"SCRIPT",
                "executeMethod":"GET",
                "executeTarget":null,
                "isKeyTask":"false",
                "isStautsUrl":"false",
                "userId":"PUBLIC",
                "tenantId":"PUBLIC",
                "rootTask":"false",
                "createTime":"2020-03-17 09:27:53",
                "updateTime":"2020-03-17 09:27:53",
                "timeout":"60",
                "script":{
                    "id":"3933611056634666257",
                    "source":"154593294661571940",
                    "scriptName":"KPI异常检测V3",
                    "scriptType":"GOVERN",
                    "executeType":"JAVA",
                    "scriptVersion":"kpicloud",
                    "bucketName":"obs-3f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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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iptPath":"scripts/Template/Cloud/Public/P_20200317141930_842365822/
ModelGenerate-2.0.jar",
                    "storageType":null,
                    "scriptDesc":null,
                    "userId":"PUBLIC",
                    "tenantId":"PUBLIC",
                    "userName":"qiaoweigang",
                    "tenantName":"hwstaff_pub_IntegrationT1",
                    "createTime":"2020-03-17 09:15:20",
                    "updateTime":null,
                    "taskId":"5216166160092115818",
                    "status":"none"
                },
                "paramList":[
                    {
                        "id":"5104514759269213290",
                        "source":"5454451749283672296",
                        "paramName":"string",
                        "paramType":null,
                        "paramValue":"-tableInfo "#{tableInfo}" -serviceType AnomalyDetect -resourceType 
DWS -domainId #{tenantId} -obsBucketName #{obsBucketName} -obsPath #{obsPath} -tenantName 
#{tenantName} -pyzipname #{pyzipname} -pymainpath #{pymainpath} -tables #{tables} -
managementToken ${getManageToken} -integrationAddr #{integrationAddr} -iamAddr #{iamAddr} -
obsendpoint #{obsendpoint}",
                        "appendType":"STRING",
                        "userId":"PUBLIC",
                        "tenantId":"PUBLIC",
                        "createTime":"2020-03-17 09:27:53",
                        "updateTime":"2020-03-17 09:27:53",
                        "taskId":"5216166160092115818",
                        "newCreate":"false"
                    },
                    {
                        "id":"2665880229634301626",
                        "source":"383977671905649529",
                        "paramName":"pyzippath",
                        "paramType":null,
                        "paramValue":"scripts/Cloud/hwstaff_pub_IntegrationT1/GOVERN/kpicloud/
cloud_code24.zip",
                        "appendType":"FILE",
                        "userId":"PUBLIC",
                        "tenantId":"PUBLIC",
                        "createTime":"2020-03-17 09:27:53",
                        "updateTime":"2020-03-17 09:27:53",
                        "taskId":"5216166160092115818",
                        "newCreate":"false"
                    }
                ],
                "successFlag":null,
                "successValue":null,
                "statusFlag":null,
                "statusSuccessValue":null,
                "statusFailValue":null,
                "statusRunningValue":null,
                "responseVariableName":null,
                "description":null,
                "variables":[
                    {
                        "id":"5235516422075374667",
                        "source":"3385488250784146554",
                        "showName":"tables",
                        "showNameEn":"tables",
                        "varName":"tables",
                        "varType":null,
                        "varValue":"kpi_series",
                        "remark":null,
                        "defaultVisible":"true",
                        "encrypt":"false",
                        "userId":"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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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antId":"PUBLIC",
                        "createTime":null,
                        "updateTime":null,
                        "taskId":"5216166160092115818",
                        "taskType":null
                    },
                    {
                        "id":"7729057600388954746",
                        "source":"8679876256794680613",
                        "showName":"tableInfo",
                        "showNameEn":"tableInfo",
                        "varName":"tableInfo",
                        "varType":null,
                        "varValue":"{\"tablename\":\"kpi_series\",\"columns\":[{\"name\":\"kpi_id\",\"size\":
255,\"type\":\"varchar\",\"csvnum\":1,\"primaryKey\":true},{\"name\":\"collect_time\",\"size\":
255,\"type\":\"varchar\",\"csvnum\":2,\"primaryKey\":true},{\"name\":\"observed_value\",\"size\":
20,\"type\":\"float\",\"csvnum\":3},{\"name\":\"sampling_period\",\"size\":10,\"type\":\"integer\",
\"csvnum\":4},{\"name\":\"tz_offset\",\"size\":10,\"type\":\"integer\",\"csvnum\":5},{\"name\":
\"dst_offset\",\"size\":10,\"type\":\"integer\",\"csvnum\":6}]}",
                        "remark":null,
                        "defaultVisible":"true",
                        "encrypt":"false",
                        "userId":"PUBLIC",
                        "tenantId":"PUBLIC",
                        "createTime":null,
                        "updateTime":null,
                        "taskId":"5216166160092115818",
                        "taskType":null
                    },
                    {
                        "id":"1179607629813016492",
                        "source":"4563700442641027692",
                        "showName":"obsBucketName",
                        "showNameEn":"obsBucketName",
                        "varName":"obsBucketName",
                        "varType":null,
                        "varValue":"bucket-0a4pe8qx",
                        "remark":null,
                        "defaultVisible":"true",
                        "encrypt":"false",
                        "userId":"PUBLIC",
                        "tenantId":"PUBLIC",
                        "createTime":null,
                        "updateTime":null,
                        "taskId":"5216166160092115818",
                        "taskType":null
                    },
                    {
                        "id":"5927758938839471041",
                        "source":"5477805835565247124",
                        "showName":"obsPath",
                        "showNameEn":"obsPath",
                        "varName":"obsPath",
                        "varType":null,
                        "varValue":"liangmengjie/sftp/191218171131/Wireless_U2020-
M_V100R019C00SPC01_eNodeB_V100R018C00SPC01_PM",
                        "remark":null,
                        "defaultVisible":"true",
                        "encrypt":"false",
                        "userId":"PUBLIC",
                        "tenantId":"PUBLIC",
                        "createTime":null,
                        "updateTime":null,
                        "taskId":"5216166160092115818",
                        "taskType":null
                    },
                    {
                        "id":"1740835364127994510",
                        "source":"7798890659503885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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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Name":"pyzipname",
                        "showNameEn":"pyzipname",
                        "varName":"pyzipname",
                        "varType":null,
                        "varValue":"cloud_code24.zip",
                        "remark":null,
                        "defaultVisible":"true",
                        "encrypt":"false",
                        "userId":"PUBLIC",
                        "tenantId":"PUBLIC",
                        "createTime":null,
                        "updateTime":null,
                        "taskId":"5216166160092115818",
                        "taskType":null
                    },
                    {
                        "id":"7759035649150164930",
                        "source":"3601600827504907702",
                        "showName":"pymainpath",
                        "showNameEn":"pymainpath",
                        "varName":"pymainpath",
                        "varType":null,
                        "varValue":"cloud_code1/bin/CN_data_deal.py",
                        "remark":null,
                        "defaultVisible":"true",
                        "encrypt":"false",
                        "userId":"PUBLIC",
                        "tenantId":"PUBLIC",
                        "createTime":null,
                        "updateTime":null,
                        "taskId":"5216166160092115818",
                        "taskType":null
                    }
                ],
                "oneTimeTask":null,
                "commonTask":"false",
                "authType":null,
                "saveResponseVariableAsJson":null,
                "consoleAddr":null,
                "children":[

                ],
                "bpmnUseful":true,
                "pid":"0"
            }
        ],
        "sourceId":"P_20200317141919_426698601",
        "url":"3144394723356522599",
        "templateType":"PUBLIC",
        "extraInfo":null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JSON LIST 返回值。

id String 模板ID。

name String 模板名称。

tasks List 任务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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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Name String 项目名称。

beginTime String 开始时间。

costTime String 花费时间。

dataBucket String 数据桶。

dataPath String 数据路径。

dataFileList String 文件列表。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3.12 修改模板信息

功能介绍

支持修改模板的一些简单信息，当前可以修改模板名称、描述和标签。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templates/{templateId}/udpatesimpleinfo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emplateId 是 String 模板ID。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templates/{templateId}/
udpatesimpleinfo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name 否 String 模板名称。

description 否 String 模板描述。

tags 否 List 模板标签列表。

templateId 是 String 模板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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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true,
    "returnData":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Boolean 是否成功。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3.13 获取模板扩展信息的详情

功能介绍

获取模板扩展信息的详情。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templates/{templateId}/appendDescInfo?
templateType={templateType}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emplateId 是 String 模板ID。

templateType 否 String 模板类型。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templates/
P_20200603202939_1794268584/appendDescInfo?templateType=PUBLIC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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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Data": [
        {
            "taskType": "COLLECTION_CLOUD_MANUAL",
            "taskId": "5418221873907872709",
            "extraInfo": "true"
        },
        {
            "taskType": "GOVERN_MODEL",
            "taskId": "7443426536349073929",
            "extraInfo": "{\"classId\":\"01\",\"businessName\":\"流量性能数据集VLAN1111111\",
\"entityName\":\"performance_data_set_valn_vqxID\",\"entityType\":\"01\",\"absoluteDirectory\":
\"DataModeling/数据准备FTTH/\",\"status\":\"1\",\"physicalEntities\":[{\"dsType\":\"HIVE\",\"pdmName
\":\"performance_data_set_valn_vqxID\"}],\"ldmEntityAttributes\":[{\"attrName\":\"运营商子网\",
\"dataType\":\"AIVCHAR\",\"pk\":\"0\",\"attrCode\":\"CarrierOperator\",\"dataLen\":256},{\"attrName\":
\"子系统标识\",\"dataType\":\"AIVCHAR\",\"pk\":\"0\",\"attrCode\":\"SubSystemID\",\"dataLen\":256},
{\"attrName\":\"对象原生名称\",\"dataType\":\"AIVCHAR\",\"pk\":\"0\",\"attrCode\":\"ObjOrgName\",
\"dataLen\":256},{\"attrName\":\"测量对象原生ID\",\"dataType\":\"AIVCHAR\",\"pk\":\"0\",\"attrCode\":
\"OrgID\",\"dataLen\":256},{\"attrName\":\"采集时间\",\"dataType\":\"AIVCHAR\",\"pk\":\"0\",
\"attrCode\":\"Collection_Time\",\"dataLen\":256},{\"attrName\":\"测量周期\",\"dataType\":\"AIVCHAR
\",\"pk\":\"0\",\"attrCode\":\"Granularity\",\"dataLen\":256},{\"attrName\":\"数据生成时间\",\"dataType
\":\"AIVCHAR\",\"pk\":\"0\",\"attrCode\":\"SubDatCreTime\",\"dataLen\":256},{\"attrName\":\"数据更新
时间\",\"dataType\":\"AIVCHAR\",\"pk\":\"0\",\"attrCode\":\"SubDatModTime\",\"dataLen\":256},
{\"attrName\":\"VLAN网络上行包个数\",\"dataType\":\"AIVCHAR\",\"pk\":\"0\",\"attrCode\":
\"VLAN_UpStream_Network\",\"dataLen\":256},{\"attrName\":\"VLAN网络下行包个数\",\"dataType\":
\"AIVCHAR\",\"pk\":\"0\",\"attrCode\":\"VLAN_DownStream_Network\",\"dataLen\":256},{\"attrName
\":\"上行流量\",\"dataType\":\"AIVCHAR\",\"pk\":\"0\",\"attrCode\":\"Upstream_Rate\",\"dataLen\":
256},{\"attrName\":\"下行流量\",\"dataType\":\"AIVCHAR\",\"pk\":\"0\",\"attrCode\":
\"Downstream_Rate\",\"dataLen\":256},{\"attrName\":\"上行带宽占用率\",\"dataType\":\"AIVCHAR\",
\"pk\":\"0\",\"attrCode\":\"Upstream_Bandwidth_Occupancy\",\"dataLen\":256},{\"attrName\":\"下行带
宽占用率\",\"dataType\":\"AIVCHAR\",\"pk\":\"0\",\"attrCode\":\"Downstream_Bandwidth_Occupancy\",
\"dataLen\":256},{\"attrName\":\"VLAN的上行流量字节数\",\"dataType\":\"AIVCHAR\",\"pk\":\"0\",
\"attrCode\":\"VLAN_Upflow_Account_by_Byte\",\"dataLen\":256},{\"attrName\":\"VLAN的上行丢弃流
量包个数\",\"dataType\":\"AIVCHAR\",\"pk\":\"0\",\"attrCode\":\"VLAN_Upflow_Discard\",\"dataLen\":
256},{\"attrName\":\"VLAN的下行流量字节数\",\"dataType\":\"AIVCHAR\",\"pk\":\"0\",\"attrCode\":
\"VLAN_Downflow_Account_by_Bytes\",\"dataLen\":256},{\"attrName\":\"VLAN的下行丢弃流量包个数
\",\"dataType\":\"AIVCHAR\",\"pk\":\"0\",\"attrCode\":\"VLAN_Downflow_Discard\",\"dataLen\":256},
{\"attrName\":\"VLAN的上行流量速率\",\"dataType\":\"AIVCHAR\",\"pk\":\"0\",\"attrCode\":
\"VLAN_Upstream_Rate\",\"dataLen\":256},{\"attrName\":\"VLAN的下行流量速率\",\"dataType\":
\"AIVCHAR\",\"pk\":\"0\",\"attrCode\":\"VLAN_stream_Rate\",\"dataLen\":256},{\"attrName\":\"VLAN的
上行流量包个数\",\"dataType\":\"AIVCHAR\",\"pk\":\"0\",\"attrCode\":
\"VLAN_Upflow_Account_by_Packet\",\"dataLen\":256},{\"attrName\":\"VLAN的下行流量包个数\",
\"dataType\":\"AIVCHAR\",\"pk\":\"0\",\"attrCode\":\"VLAN_Downflow_Account_by_Packet\",\"dataLen
\":256}]}"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taskType String 任务类型。

taskId String 任务ID。

extraInfo String 附加信息。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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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4 目录管理接口

5.10.4.1 创建目录

功能介绍

创建目录。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catalog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127.0.0.1:5555/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catalogs
[{
        "nodeName" : "云核心网",
        "parentNodeId" : "0",
        "secretLevel" : "1",
        "description" : "云核心网",
        "businessType" : "MODEL"
    }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nodeName 是 String 目录名称。

parentNodeI
d

是 String 父目录ID。

secretLevel 是 String 密级。

description 是 String 描述。

businessTyp
e

是 String 业务类型，取值包括MODEL和
PACKAGE。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 true,
    "returnData" : true
}

● 要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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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4.2 查看目录

功能介绍

查询用户所能看到的目录结构。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catalogs/tree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127.0.0.1:5555/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catalogs/tree?
businessType=MODEL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备注

businessTyp
e

是 String 业务类型，取值包括MODEL和
PACKAGE。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
"id": "2443016954893272295",
"pId": "0",
"label": "云核心网",
"secretLevel": "1",
"description": "云核心网",
"businessType": "MODEL",
"children":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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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id String 目录ID。

pId String 父目录ID。

label String 目录的显示名称。

secretLevel String 密级。

description String 描述。

businessType String 业务类型。

children JSON列表 子目录类表。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4.3 修改目录

功能介绍

修改目录。

URI
● URI格式

PU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catalog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UT https://127.0.0.1:5555/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catalogs
[{
"nodeId":"2443016954893272295",
"nodeName" : "云核心网修改后",
"parentNodeId" : "0",
"secretLevel" : "1",
"description" : "云核心网",
"businessType" : "MODEL"
}
]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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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nodeId 是 String 目录ID。

nodeName 是 String 目录名称。

parentNodeI
d

是 String 父目录ID。

secretLevel 是 String 密级。

description 是 String 描述。

businessType 是 String 业务类型，取值包括MODEL和
PACKAGE。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 true,
    "returnData" :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4.4 删除目录

功能介绍

删除目录。

URI
● URI格式

DELETE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catalog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DELETE https://127.0.0.1:5555/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catalog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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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Id":"2443016954893272295"
}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nodeId 是 String 目录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 true,
    "returnData" :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5 页面控制接口

5.10.5.1 检查当前登录用户是否具有管理公共模板等权限

功能介绍

检查当前登录用户是否有管理公共模板、公共任务的权限。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templates/manager/permission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cn-north-5-console.huaweicloud.com/dataplan/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
v1.0/templates/manager/permission

● 参数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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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5.2 判断当前登录租户是否已订购数据服务

功能介绍

判断当前登录租户是否已订购数据服务。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lserviceorder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lserviceorder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isBuyDCService": true,
"appMarketUrl": "https://telcloud.huawei.com/#/products/dlunion"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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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isBuyDCService String 是否已订购数据服务。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5.3 查询当前版本号

功能介绍

查询当前版本号。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version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version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xxxxxxxxxxxx"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String 版本号。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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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5.4 查询服务白名单 URL

功能介绍

查询服务白名单URL列表。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uniide/queryServiceUrlMap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uniide/queryServiceUrlMap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rrorCode": null,
"returnData": {
"dataAccess": "https://aissowulanalpha.inhuawei.com/dataplan/",
"dlOnlineOrder": "https://aissowulanalpha.inhuawei.com/dataenterdlapply",
"dataPlan": "https://aissowulanalpha.inhuawei.com/dataplan/",
"dataAccessExternal": "https://aissowulanalpha.inhuawei.com/dataplan/",
"dlunion": "https://console.ulanqab.huawei.com/dlunion/?region=cn-north-7",
"dataquery": "https://console.ulanqab.huawei.com/dldataexplorer/?region=cn-north-7",
"dataCatalogExternal": "https://console.ulanqab.huawei.com/dataset/?region=cn-north-7",
"datapermission": "https://console.ulanqab.huawei.com/datarights/?region=cn-north-7",
"dataassets": "https://console.ulanqab.huawei.com/DataIntegration/?region=cn-north-7",
"datalabel": "https://console.ulanqab.huawei.com/datalabel/?region=cn-north-7",
"dataPlanExternal": "https://console.ulanqab.huawei.com/dataplan"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json 服务URL。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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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5.5 判断用户是否第一次登录当前版本

功能介绍

判断用户是否第一次登录当前版本。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uniide/acces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uniide/access?
serviceName=dataplan&version=1.1

●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serviceName 是 String 服务名称。

version 是 String 当前版本。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rrorCode": null,
"returnData": {
"serviceName": "dataplan",
"currentLoginTime": "2020-04-20 14:42:45",
"lastLoginTime": "2020-04-20 14:42:32",
"version": "1.1",
"firstAccess": false,
"tenantId": null,
"userId": null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JSON LIST 返回值。

lastLoginTime Stirng 后一次登录时间。

currentLoginTime String 当前登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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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version String 版本号。

serviceName String 服务名称。

firstAccess boolean 是否第一次访问，取值为
true时表示第一次访问。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6 统计接口

5.10.6.1 查询 TOP 公共模板

功能介绍

查询TOP使用的公共模板。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static/template/top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static/template/top?topn=5

●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topn 否 int 前N个公共模板。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true,
"returnData":[
{
"id":"P_20191203190155_1948853236",
"name":"数据生成V1",
"cnt":17
},
{
"id":"P_20191203093003_211071265",
"name":"数据生成2019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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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t":14
},
{
"id":"P_20191212150338_288412832",
"name":"数据生成20191212",
"cnt":12
},
{
"id":"P_20191218091313_6312821",
"name":"Dcpue1218",
"cnt":6
},
{
"id":"P_20191217130025_1959795240",
"name":"KPI异常检测模板",
"cnt":6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JSON 返回值。

id String 模板ID。

name String 模板名称。

cnt int 模板数量。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6.2 注册用户登录信息

功能介绍

用户登录时调用该接口，用于注册用户登录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statics/login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statics/login

● 参数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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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6.3 根据目录 ID 统计模板

功能介绍

根据目录ID统计模板。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catalogs/statistic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127.0.0.1:5555/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catalogs/statistics
[
{
"nodeId": "1012603386496666965"
}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nodeId 是 String 目录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1012603386496666965": {
            "templateCoun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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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ryCount": "342",
            "createProgressCount": "8"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templateCount String 模板数。

queryCount String 查询次数。

createProgressCo
unt

String 使用次数。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6.4 查询操作记录

功能介绍

查询租户所有的操作记录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statics/operation/records?
curPage={curPage}&pageSize={pageSize}&startTime={startTime}&endTime={endTime}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curPage 否 int 当前页。

pageSize 否 int 每页数据条数。

startTime 否 String 开始时间。

endTime 否 String 结束时间。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statics/operation/records?
curPage=1&pageSize=10&startTime=2020-08-07 09:48:21&endTime=2020-08-07 09:48:43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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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curPage 否 int 当前页。

pageSize 否 int 每页数据条数。

startTime 否 String 开始时间。

endTime 否 String 结束时间。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page": {
            "currentPageNum": 1,
            "lastPageNum": 1,
            "totalPageNum": 1,
            "startRowIndex": 0,
            "gotoPageNum": 0,
            "pageSize": 10,
            "recordCount": 1
        },
        "dataList": [
            {
                "id": 100,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tenantName": "softcomai_z00284297_03",
                "userId": "087f1a9bf280d57d1f20c00301f45ca3",
                "userName": "l00443651",
                "serviceName1": "dataplan",
                "isCsbUser": "1",
                "regionId": "cn-north-7",
                "projectName": "实例化模板",
                "projectId": "P_20200806192450_367602193",
                "startTime": "2020-08-07 09:48:21",
                "endTime": "2020-08-07 09:48:43"
            }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JSON 返回值。

id String 节点的ID。

tenantId String 租户ID。

tenantName String 租户名称。

userId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String 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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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erviceName1 String 调用方服务名称。

isCsbUser String csb用户信息。

regionId String 所属区域ID。

projectName String 项目名称。

projectId String 项目ID。

startTime String 开始时间。

endTime String 结束时间。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6.5 查询登录信息

功能介绍

查询租户登录的详细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statics/login/records?
curPage={curPage}&pageSize={pageSize}&startTime={startTime}&endTime={endTime}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curPage 否 int 当前页。

pageSize 否 int 每页数据条数。

startTime 否 String 开始时间。

endTime 否 String 结束时间。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statics/login/records?
curPage=1&pageSize=10&startTime=&endTime=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curPage 否 int 当前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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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ageSize 否 int 每页数据条数。

startTime 否 String 开始时间。

endTime 否 String 结束时间。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page": {
            "currentPageNum": 1,
            "lastPageNum": 9,
            "totalPageNum": 9,
            "startRowIndex": 0,
            "gotoPageNum": 0,
            "pageSize": 10,
            "recordCount": 81
        },
        "dataList": [
            {
                "id": 921,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tenantName": "softcomai_z00284297_03",
                "userId": "06179cf4c080d5bb1faac0035a6a3650",
                "userName": "fuqiang",
                "loginTime": "2020-08-07 17:42:49",
                "serviceName": "dataplan",
                "isCsbUser": "1"
            },
            {
                "id": 920,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tenantName": "softcomai_z00284297_03",
                "userId": "087f1a9bf280d57d1f20c00301f45ca3",
                "userName": "l00443651",
                "loginTime": "2020-08-07 17:40:36",
                "serviceName": "dataplan",
                "isCsbUser": "1"
            },
            {
                "id": 919,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tenantName": "softcomai_z00284297_03",
                "userId": "087f1a9bf280d57d1f20c00301f45ca3",
                "userName": "l00443651",
                "loginTime": "2020-08-07 17:30:37",
                "serviceName": "dataplan",
                "isCsbUser": "1"
            },
            {
                "id": 918,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tenantName": "softcomai_z00284297_03",
                "userId": "06179cf4c080d5bb1faac0035a6a3650",
                "userName": "fuqiang",
                "loginTime": "2020-08-07 17:27:50",
                "serviceName": "dataplan",
                "isCsbUser":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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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917,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tenantName": "softcomai_z00284297_03",
                "userId": "051fb6d0a500d3451fc8c0030793f460",
                "userName": "softcomai_z00284297_03",
                "loginTime": "2020-08-07 17:25:35",
                "serviceName": "dataplan",
                "isCsbUser": "1"
            },
            {
                "id": 916,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tenantName": "softcomai_z00284297_03",
                "userId": "087f1a9bf280d57d1f20c00301f45ca3",
                "userName": "l00443651",
                "loginTime": "2020-08-07 17:25:06",
                "serviceName": "dataplan",
                "isCsbUser": "1"
            },
            {
                "id": 915,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tenantName": "softcomai_z00284297_03",
                "userId": "087f1a9bf280d57d1f20c00301f45ca3",
                "userName": "l00443651",
                "loginTime": "2020-08-07 17:23:41",
                "serviceName": "dataplan",
                "isCsbUser": "1"
            },
            {
                "id": 914,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tenantName": "softcomai_z00284297_03",
                "userId": "087f1a9bf280d57d1f20c00301f45ca3",
                "userName": "l00443651",
                "loginTime": "2020-08-07 17:20:58",
                "serviceName": "dataplan",
                "isCsbUser": "1"
            },
            {
                "id": 913,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tenantName": "softcomai_z00284297_03",
                "userId": "087f1a9bf280d57d1f20c00301f45ca3",
                "userName": "l00443651",
                "loginTime": "2020-08-07 17:19:53",
                "serviceName": "dataplan",
                "isCsbUser": "1"
            },
            {
                "id": 912,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tenantName": "softcomai_z00284297_03",
                "userId": "051fb6d0a500d3451fc8c0030793f460",
                "userName": "softcomai_z00284297_03",
                "loginTime": "2020-08-07 17:12:55",
                "serviceName": "dataplan",
                "isCsbUser": "1"
            }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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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returnData JSON 返回值。

id String 自增主键ID。

tenantId String 租户ID。

tenantName String 租户名称。

userId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String 用户名。

serviceName String 服务名称。

isCsbUser String csb用户信息。

regionId String 所属区域ID。

projectName String 项目名称。

projectId String 项目ID。

loginTime String 登录时间。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7 北向接口

5.10.7.1 查询本地上传日志

功能介绍

查询本地上传日志。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north/localCollect/log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north/localCollect/logs?
tag=KPIanomaly

● 参数说明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5 API 参考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666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tag 是 String 标签。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true,
    "returnData":[
        {
            "id":"6109672989644302961",
            "progressId":"xxxxxxxxxxxx",
            "collectType":"xxx",
            "netInfo":"xxx",
            collectMode,
            beginTime:"xxx",
            progressStatus:"running",
            netManage:"dkfd",
            realm:"dfd"
            tag:"tag",
            tenantId:"ddd"
            
        },
        {
            "id":"6109672989644302961",
            "progressId":"xxxxxxxxxxxx",
            "collectType":"xxx",
            "netInfo":"xxx",
            collectMode,
            beginTime:"xxx",
            progressStatus:"running",
            netManage:"dkfd",
            realm:"dfd"
            tag:"tag",
            tenantId:"ddd"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JSON LIST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7.2 北向调用启动项目

功能介绍

北向调用启动项目，本地上传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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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north/v1.0/progress/start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north/v1.0/progress/start
[{
    "progressId": "P_20191211093444_738604309",
    "obsBucketName": "obs-bucket-name",
    "obsPath": "/collect/probe/data",
    "collectType": "mAOS",
    "netInfo": "Object",
    "extend": "IT"
}]

●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progressId 是 String 项目ID。

obsBucketName 是 String 桶名称。

obsPath 是 String 路径。

collectType 否 Stirng 类型。

netInfo 否 String 子网信息。

extend 否 String 其他信息。

tag 否 String 标签。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true,
"returnData":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boolean 是否成功。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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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7.3 获取项目输出或项目组输出

功能介绍

获取项目输出或项目组输出。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north/progress/output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north/progress/output?
progressId=xxx&type=progress

●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progressId 是 String 项目ID。

type 是 String 类型。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true,
"returnData":“xxxxxxx”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String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7.4 本地上传成功后通知后台记录

功能介绍

本地上传成功后通知后台。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5 API 参考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669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progress/{progressId}/startcollect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progress/{progressId}/
startcollect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String 项目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true,
    "returnData":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Boolean 是否成功。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7.5 根据标签创建项目

功能介绍

根据标签查询对应的模板并创建项目。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north/progress/createbytag

● 参数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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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north/progress/createbytag
{
    "tagString": "PrcAnnCase",
    "isRepeatable": "false",
    "progressName": "progressname",
    "progressDesc": "",
    "driveStrategy": "cloudCollectDrive",
    "collectInfo": {
        "taskName": "手工采集_采集",
        "variables": [
            {
                "varName": "serviceName",
                "varValue": "logService",
                "encrypt": "false"
            }
        ]
    }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agString 是 String 标签，多个标签
用英文逗号分
隔。

isRepeatable 是 String 是否允许模板重
复实例化，true表
示允许。

progressName 是 String 新的项目名称。

progressDesc 否 String 项目描述。

driveStrategy 是 String 驱动策略，取值
包括：本地采集
驱动、远程采集
驱动和手工驱
动。

collectInfo 否 JSON 本地上传或云地
采集的参数。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rrorCode": null,
    "returnData": {
        "progressId": "P_20200518171834_163704264"
        "extends":extendsInf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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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Json 返回信息。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7.6 根据模板 ID 创建项目

功能介绍

根据模板ID创建项目。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north/progress/createbytemplateid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north/progress/
createbytemplateid
{
    "tagString": "PrcAnnCase",
    "templateId":"templateId",
    "isRepeatable": "false",
    "progressName": "progressname",
    "progressDesc": "",
    "driveStrategy": "cloudCollectDrive",
    "collectInfo": {
        "taskName": "手工采集_采集",
        "variables": [
            {
                "varName": "serviceName",
                "varValue": "logService",
                "encrypt": "false"
            }
        ]
    }
}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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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agString 否 String 标签，多个标签
用英文逗号分
隔。

templateId 是 String 模板ID。

isRepeatable 是 String 是否允许模板重
复实例化，true表
示允许。

progressName 是 String 新的项目名称。

progressDesc 否 String 项目描述。

driveStrategy 是 String 驱动策略，取值
包括本地采集驱
动、远程采集驱
动和手工驱动。

collectInfo 否 JSON 本地上传或云地
采集的参数。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rrorCode": null,
    "returnData": {
        "progressId": "P_20200518171834_163704264"
        "extends":extendsInfo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Json 返回信息。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7.7 北向启动项目

功能介绍

该接口用于北向启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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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north/progress/start/{progress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north/progress/start/
{progress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String 项目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rrorCode": null,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Boolean 返回信息。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7.8 北向停止项目

功能介绍

该接口用于北向停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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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north/progress/stop/{progress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north/progress/stop/
{progress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String 项目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rrorCode": null,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Boolean 返回信息。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7.9 北向卸载项目

功能介绍

该接口用于北向卸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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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north/progress/uninstall/{progress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north/progress/uninstall/
{progress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String 项目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rrorCode": null,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Boolean 返回信息。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7.10 查询项目状态

功能介绍

该接口用于北向查询项目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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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north/progress/getstatus/{progress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north/progress/getstatus/
{progress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String 项目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rrorCode": null,
    "returnData": {
        "progressId": "P_20200518171834_163704264",
        "status": "running",
        "tasks": [
            {
                "taskId": "7030740157305373404",
                "taskType": null,
                "status": "init",
                "costTime": null
            },
            {
                "taskId": "8433000242171283160",
                "taskType": null,
                "status": "completed",
                "costTime": null
            }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JSON 返回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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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7.11 获取项目输出

功能介绍

该接口用于查询项目的北向输出。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north/progress/output?
progressId={progressId}&type={type}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String 项目ID。

type 是 String 项目类型。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north/progress/output?
progressId=P_20201020171243_1203964008&type=PROGRESS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String 项目ID。

type 是 String 项目类型。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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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7.12 根据标签获取模板列表

功能介绍

该接口用于根据标签北向获取模板列表。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north/template/querybytag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north/template/querybytag
["tag1","tag2"]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数组 是 String 标签列表。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rrorCode": null,
"returnData": [
        {
"id": "P_20200408201301_606225290",
"name": "assssssss",
"description": "daaaaaa",
"userId": "PUBLIC",
"tenantId": "PUBLIC",
"tenantName": null,
"projectId": null,
"scheduleCycle": null,
"scheduleInterval": null,
"scheduleBeginTime": null,
"beginTime": null,
"endTime": null,
"createTime": "2020-04-08 20:13:02",
"updateTime": "2020-04-08 20:13:02",
"period": null,
"status": null,
"schedulerStatus": null,
"lastStartTime": null,
"lastEndTime": null,
"startUser": null,
"tag": "dddddd",
"tags": null,
"fromSource": null,
"driveStrategy": "localCollectDrive",
"lastObsBucketName": null,
"lastObsPath": null,
"templateExtraInfoLi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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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Progress": [],
"progressType": "PROGRESS",
"tasks": [],
"sourceId": "P_20200403164904_1001825294",
"url": "8000976092493972575",
"templateType": "PUBLIC",
"extraInfo": null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JSON 模板信息。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7.13 根据标签获取项目列表

功能介绍

该接口用于根据标签北向获取项目列表。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north/progress/querybytag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north/progress/querybytag
["tag1","tag2"]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数组 是 String 标签列表。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rrorCode":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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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Data": [
{
"id": "P_20200509151641_418408189",
"name": "FDI_20200509151627",
"description": null,
"userId": "06179cf4c080d5bb1faac0035a6a3650",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tenantName": "softcomai_z00284297_03",
"projectId": "051fb6d19780d5312f41c003c7e7258d",
"scheduleCycle": null,
"scheduleInterval": null,
"scheduleBeginTime": null,
"beginTime": null,
"endTime": null,
"createTime": "2020-05-09 15:16:42",
"updateTime": "2020-05-09 15:16:42",
"period": null,
"status": "completed",
"schedulerStatus": null,
"lastStartTime": "2020-05-12 19:49:44",
"lastEndTime": "2020-05-12 19:50:27",
"startUser": "061a1d780c00d3751f63c0030e17605a",
"tag": "DFP",
"tags": null,
"fromSource": "P_20191214113112_204479854",
"driveStrategy": "dataSource",
"lastObsBucketName": null,
"lastObsPath": null,
"templateExtraInfoList": [],
"subProgress": [],
"progressType": "PROGRESS",
"tasks": []
},
{
"id": "P_20200511190832_1663314393",
"name": "FDI_20200511190817",
"description": null,
"userId": "06179cf4c080d5bb1faac0035a6a3650",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tenantName": "softcomai_z00284297_03",
"projectId": "051fb6d19780d5312f41c003c7e7258d",
"scheduleCycle": null,
"scheduleInterval": null,
"scheduleBeginTime": null,
"beginTime": null,
"endTime": null,
"createTime": "2020-05-11 19:08:33",
"updateTime": "2020-05-11 19:08:33",
"period": null,
"status": "failed",
"schedulerStatus": null,
"lastStartTime": "2020-05-16 10:26:40",
"lastEndTime": "2020-05-16 10:27:59",
"startUser": "061a1d780c00d3751f63c0030e17605a",
"tag": "DFP",
"tags": null,
"fromSource": "P_20191214113112_204479854",
"driveStrategy": "dataSource",
"lastObsBucketName": null,
"lastObsPath": null,
"templateExtraInfoList": [],
"subProgress": [],
"progressType": "PROGRESS",
"tasks": []
}
]
}

● 要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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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JSON 模板信息。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7.14 根据项目 ID 查询项目详情

功能介绍

该接口用于根据项目ID北向查询项目详情。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north/progress/getdetailbyid/{progress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north/progress/getdetailbyid/
P_20200511190832_1663314393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rrorCode": null,
"returnData": {
"id": "P_20200511190832_1663314393",
"name": "FDI_20200511190817",
"description": null,
"userId": "06179cf4c080d5bb1faac0035a6a3650",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tenantName": "softcomai_z00284297_03",
"projectId": "051fb6d19780d5312f41c003c7e7258d",
"scheduleCycle": null,
"scheduleInterval": null,
"scheduleBeginTime": null,
"beginTime":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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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Time": null,
"createTime": "2020-05-11 19:08:33",
"updateTime": "2020-05-11 19:08:33",
"period": null,
"status": "failed",
"schedulerStatus": null,
"lastStartTime": "2020-05-16 10:26:40",
"lastEndTime": "2020-05-16 10:27:59",
"startUser": "061a1d780c00d3751f63c0030e17605a",
"tag": "DFP",
"tags": null,
"fromSource": "P_20191214113112_204479854",
"driveStrategy": "dataSource",
"lastObsBucketName": null,
"lastObsPath": null,
"templateExtraInfoList": [],
"subProgress": [],
"progressType": "PROGRESS",
"tasks": [
{
"id": "2436415713926025362",
"source": "8858846052073158107",
"taskName": "硬盘故障-任务",
"taskType": "COLLECTION",
"builtInTaskType": "",
"executeType": "SCRIPT",
"executeMethod": "GET",
"executeTarget": null,
"isKeyTask": "false",
"isStautsUrl": "false",
"userId": "06179cf4c080d5bb1faac0035a6a3650",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createTime": "2019-12-14 11:27:29",
"updateTime": "2019-12-14 11:28:46",
"timeout": "60",
"script": {
"id": "6174708617612744673",
"source": "834314258647293313",
"scriptName": "NilScript",
"scriptType": "COLLECTION",
"executeType": "SHELL",
"scriptVersion": "NilTask",
"bucketName": "obs-private-dataplan",
"scriptPath": "scripts/progress/Cloud/P_20200511190832_1663314393/test.sh",
"storageType": null,
"scriptDesc": "NilScript",
"userId": "06179cf4c080d5bb1faac0035a6a3650",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userName": "SoftComAI_wl_w00293514",
"tenantName": "SoftComAI_wl_w00293514",
"createTime": "2019-12-12 10:56:08",
"updateTime": null,
"taskId": "2436415713926025362",
"status": "none"
},
"paramList": null,
"successFlag": null,
"successValue": null,
"statusFlag": null,
"statusSuccessValue": null,
"statusFailValue": null,
"statusRunningValue": null,
"responseVariableName": null,
"description": null,
"variables": [
{
"id": "3158113653758807277",
"source": "311146092604747592",
"showName": "ftpAd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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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NameEn": "ftpAddr",
"varName": "ftpAddr",
"varType": null,
"varValue": "127.0.0.1",
"remark": "FTP服务器地址",
"defaultVisible": "true",
"encrypt": "false",
"userId": "06179cf4c080d5bb1faac0035a6a3650",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createTime": null,
"updateTime": null,
"taskId": "2436415713926025362",
"taskType": null
},
{
"id": "1190711499481581896",
"source": "3132094203683562080",
"showName": "ftpPort",
"showNameEn": "ftpPort",
"varName": "ftpPort",
"varType": null,
"varValue": "80",
"remark": "FTP服务器端口",
"defaultVisible": "true",
"encrypt": "false",
"userId": "06179cf4c080d5bb1faac0035a6a3650",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createTime": null,
"updateTime": null,
"taskId": "2436415713926025362",
"taskType": null
},
{
"id": "2958876155139609591",
"source": "1518721554807227194",
"showName": "ftpUser",
"showNameEn": "ftpUser",
"varName": "ftpUser",
"varType": null,
"varValue": "lihang",
"remark": "FTP用户名",
"defaultVisible": "true",
"encrypt": "false",
"userId": "06179cf4c080d5bb1faac0035a6a3650",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createTime": null,
"updateTime": null,
"taskId": "2436415713926025362",
"taskType": null
},
{
"id": "8712408630894679668",
"source": "5377424903668031437",
"showName": "ftpPsw",
"showNameEn": "ftpPsw",
"varName": "ftpPsw",
"varType": null,
"varValue": "123456",
"remark": "FTP密码",
"defaultVisible": "true",
"encrypt": "false",
"userId": "06179cf4c080d5bb1faac0035a6a3650",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createTime": null,
"updateTime": null,
"taskId": "2436415713926025362",
"taskType": nul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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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3211659600356185886",
"source": "4645638937199913177",
"showName": "ftpPath",
"showNameEn": "ftpPath",
"varName": "ftpPath",
"varType": null,
"varValue": "/root/ftp",
"remark": "FTP源端路径",
"defaultVisible": "true",
"encrypt": "false",
"userId": "06179cf4c080d5bb1faac0035a6a3650",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createTime": null,
"updateTime": null,
"taskId": "2436415713926025362",
"taskType": null
},
{
"id": "7016818498513179894",
"source": "7981860957006437851",
"showName": "strategy",
"showNameEn": "strategy",
"varName": "strategy",
"varType": null,
"varValue": "manual",
"remark": "采集策略",
"defaultVisible": "false",
"encrypt": "false",
"userId": "06179cf4c080d5bb1faac0035a6a3650",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createTime": null,
"updateTime": null,
"taskId": "2436415713926025362",
"taskType": null
}
],
"oneTimeTask": null,
"commonTask": "false",
"authType": null,
"saveResponseVariableAsJson": null,
"consoleAddr": null,
"children": [],
"gid": null,
"preTaskGid": null,
"preTaskId": null,
"childGid": null,
"isRoot": "false",
"progressId": null,
"status": null,
"pid": "0"
}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JSON 模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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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7.15 获取采集历史记录

功能介绍

获取采集的历史记录。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north/collect/history?
tag={tag}&pageSize={pageSize}&pageNum={pageNum}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ag 否 String 标签。

pageSize 否 int 每页数据条数。

pageNum 否 int 分页用到的起始
页。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north/collect/history?
pageSize=5&pageNum=1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ageSize 否 int 每页数据条数。

pageNum 否 int 分页用到的起始
页。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rrorCode": null,
    "returnData": {
        "dataList": [],
        "page": {
            "recordCount": 0,
            "start":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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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JSON 返回值。

dataList JSON 历史记录列表。

page JSON 分页信息。

recordCount String 历史记录总数量。

start String 初始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7.16 根据管理 Token 启动云地采集项目

功能介绍

根据管理Token启动云地采集项目。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north/v1.0/progress/managetoken/start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north/v1.0/progress/managetoken/
start
{
  "progressId": "P_20200609213203_290316086",
  "obsBucketName": "obs-collector-050e6eefc60026d90f38c00c37c4ce40",
  "obsPath": "Collector-b4e87e94_3e986e27017c4d35ab023e93c1c9f93e",
  "netInfo": "net",
  "extend": "IT",
  "collectMode": "remote",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userId": "07cd49e4be00d3f11f30c00305dff75e",
  "tenantName": "softcomai_z00284297_03",
  "projectId": "051fb6d19780d5312f41c003c7e7258d",
  "ipAddr": "10.113.209.60",
  "protocal": "sftp",
  "userName": "qiaoweigang",
  "collectType": "PM",
  "dataSourceId":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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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String 项目ID。

obsBucketName 是 String obs桶名称。

obsPath 是 String obs路径。

netInfo 否 String 采集的子网信
息。

extend 否 String 扩展信息。

collectMode 是 String 手工采集或者远
程采集。

tenantId 是 String 租户ID。

userId 是 String 用户ID。

tenantName 是 String 租户名称。

projectId 是 String 项目ID。

ipAddr 否 String IP地址。

protocal 否 String 协议。

userName 是 String 用户名称。

collectType 否 String 采集类型。

dataSourceId 否 String 数据源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JSON 返回信息。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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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7.17 使用管理 Token 获取项目状态

功能介绍

使用管理Token获取项目状态。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north/progress/getstatusbymanagertoken?
progressId={progress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north/progress/
getstatusbymanagertoken?progressId=P_20200603165940_301474888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rrorCode": null,
    "returnData": {
        "progressId": "P_20200603165940_301474888",
        "taskId": null,
        "status": "paused",
        "tasks": [
            {
                "taskId": "436270250810240449",
                "progressId": null,
                "taskType": null,
                "status": "datamodeling",
                "costTime": null
            },
            {
                "taskId": "1390001482728680741",
                "progressId": null,
                "taskType": null,
                "status": "init",
                "costTime": null
            },
            {
                "taskId": "5747801440579742209",
                "progressId": null,
                "taskType": null,
                "status": "init",
                "costTime": null
            },
            {
                "taskId": "6154835133575143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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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gressId": null,
                "taskType": null,
                "status": "init",
                "costTime": null
            },
            {
                "taskId": "8406842844263828283",
                "progressId": null,
                "taskType": null,
                "status": "init",
                "costTime": null
            },
            {
                "taskId": "827104687751094888",
                "progressId": null,
                "taskType": null,
                "status": "init",
                "costTime": null
            },
            {
                "taskId": "7826064017599405738",
                "progressId": null,
                "taskType": null,
                "status": "init",
                "costTime": null
            },
            {
                "taskId": "7498323115960797049",
                "progressId": null,
                "taskType": null,
                "status": "init",
                "costTime": null
            },
            {
                "taskId": "8087882487810397966",
                "progressId": null,
                "taskType": null,
                "status": "init",
                "costTime": null
            },
            {
                "taskId": "8689828541593348536",
                "progressId": null,
                "taskType": null,
                "status": "init",
                "costTime": null
            },
            {
                "taskId": "124812881638809274",
                "progressId": null,
                "taskType": null,
                "status": "init",
                "costTime": null
            },
            {
                "taskId": "444179672959702062",
                "progressId": null,
                "taskType": null,
                "status": "init",
                "costTime": null
            },
            {
                "taskId": "6843909926709687981",
                "progressId": null,
                "taskType": null,
                "status": "init",
                "costTime": nul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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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skId": "6564816443207784994",
                "progressId": null,
                "taskType": "COLLECTION_BUILTIN",
                "status": "completed",
                "costTime": null
            }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JSON 返回信息。

progressId String 项目ID。

taskId String 任务ID。

status String 项目状态。

tasks JSON LIST 任务集。

taskType String 任务类型。

costTime String 花费时间。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7.18 根据标签列表查询模板并启动项目

功能介绍

该接口是北向接口，用于根据标签列表查询模板并异步建立项目和启动项目。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north/progres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127.0.0.1:5555/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north/progress
{
    "tagString": "Walkthroughs_51527",
    "isRepeatable": "false",
    "progressName": "ProgressNameNCEXXXX",
    "progressDesc": "",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5 API 参考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691



    "variableList": [
       ]
}

●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tagString 是 String 标签列表。

isRepeatable 是 String 是否重复创建。

progressName 是 String 项目名称。

progressDesc 是 Stirng 描述。

variableList 是 List 变量信息。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true,
"returnData":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Boolean 是否成功。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7.19 查询云地采集 obs 信息

功能介绍

根据项目ID查询云地采集obs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north/progress/{progressId}/collect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String 项目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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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north/progress/
P_20201009153540_78256594/collect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_202010091535
40_78256594

是 String 项目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rrorCode": null,
  "returnData": {
    "obsInfo": [
      {
        "ipAdress": "111.111.11.11",
        "bucketName": "obs-collector",
        "obsPath": "34-dfd3d-fdfd-34322-dfd/data/IPAddr/opt/test/log"
      }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
括true和false。

returnData JSON 返回值。

obsInfo List obs信息列表。

ipAdress String Ip地址。

bucketName String obs桶名称。

obsPath String obs路径。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7.20 北向创建空项目

功能介绍

创建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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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north/progress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name 是 String 项目名称。

description 否 String 项目描述。

createWay 否 String 创建方式。

tag 否 String 项目标签。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north/progress
{
  "name": "aa",
  "description": "这是aa测试项目",
  "tag": "我是标签1"
}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rrorCode": null,
"returnData": "P_20201019194532_397159868"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
括true和false。

returnData String 流程id。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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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7.21 北向根据模板 ID 创建项目并启动项目

功能介绍

根据模板ID创建项目，并且启动项目。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north/progress/auto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north/progress/auto
{
        "tagString": "aiops",
        "templateId": "P_20201022110621_1065443682",
        "isRepeatable": "true",
        "progressName": "AIOPS测试9999",
        "progressDesc": "",
        "symbol":"true",
        "driveStrategy": "cloudCollectDrive",
        "collectInfo": {
               "taskName": "davgrgrgrb",
               "variables": [{
                       "varName": "serviceName",
                       "varValue": "logService",
                       "encrypt": "false"
               }]
        },
        "downloadBodies": {
               "isDownload":"true",
               "downloadParam": [{
                       "address": "s3a://bucket-hvnngyjf/0002hihbnj/",
                       "datasetName": "主题数据集",
                        "ak": "xxxxxxx",
                        "sk": "xxxxx"
               }]
        }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tagString 是 String 标签，多个标签
用英文逗号分
隔。

templateId 是 String 模板ID。

isRepeatable 是 String 是否允许模板重
复实例化，true表
示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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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Name 是 String 新的项目名称。

progressDesc 否 String 项目描述。

driveStrategy 是 String 驱动策略，取值
包括本地采集驱
动、远程采集驱
动和手工驱动。

collectInfo 是 JSON 本地上传或云地
采集的参数。

symbol 是 String 标志是北向调
用，值为true。

downloadBodies 是 JSON 数据发布地址信
息。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rrorCode": null,
    "returnData": "P_20201022110934_1368689656"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
括true和false。

returnData String 流程id。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8 项目运行历史记录接口

5.10.8.1 查询项目运行记录列表

功能介绍

查询项目运行的记录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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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progress/history/{progress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progress/history/{progress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String 项目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true,
    "errorMsg":null,
    "errorCode":null,
    "returnData":[
        {
            "batchNo":"20200326141505_1772563366",
            "progressId":"P_20200324151731_916401161",
            "progressName":"dfwerwr",
            "beginTime":"2020-03-26 14:15:00",
            "endTime":"2020-03-26 14:15:05",
            "costTime":"5",
            "dataCollectMode":"manual",
            "dataBucket":null,
            "dataPath":null,
            "dataFileList":null,
            "timeScope":null,
            "originalDataCnt":null,
            "resultDataCnt":null,
            "errorMsg":null,
            "tag":null,
            "status":null,
            "tenantId":"b75b2a8b76be47b884d56dc17cfcd8c9"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JSON LIST 返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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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tatus String 项目状态。

batchNo String 批次号。

progressId String 项目ID。

progressName String 项目名称。

beginTime String 开始时间。

costTime String 花费时间。

dataBucket String 数据桶。

dataPath String 数据路径。

dataFileList String 文件列表。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8.2 查询项目运行记录日志详情

功能介绍

查询项目某一次运行的日志详情。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progress/history/logs/{progress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progress/history/logs/
{progressId}?batchNo=20192020_302348233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String 项目ID。

batchNo 是 String 项目运行的批次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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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true,
    "errorMsg":null,
    "errorCode":null,
    "returnData":[
        {
            "batchNo":"20200326141505_1772563366",
            "progressId":"P_20200324151731_916401161",
            "taskId":"5375413824300927343",
            "taskName":"网络洞察Task-SPAN",
            "taskLog":"/bin/bash: line 2: /opt/jre/bin/java: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tenantId":"b75b2a8b76be47b884d56dc17cfcd8c9"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JSON LIST 返回值。

batchNo String 批次号。

progressId String 项目ID。

taskId String 任务ID。

taskName String 任务名称。

taskLog String 任务日志。

tenantId String 租户ID。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8.3 下载项目历史任务的日志

功能介绍

下载项目历史执行记录某一次的任务日志。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progress/history/export/{progressId}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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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progress/history/export/
{progressId}?batchNo=20201230232&taskId=33234343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String 项目ID。

batchNo 是 String 项目运行的批次
号。

taskId 是 String 任务ID。

 

响应
● 响应样例

直接下载文件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boolean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boolean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8.4 查询一个项目下任务的运行时间

功能介绍

根据项目ID和项目的批次号查询每个任务的运行时间。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progress/history/queryRunStatics/{progressId}

● 参数说明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5 API 参考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700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progress/history/
queryRunStatics/P_20200806192450_367602193?batchNo=20200806211648_542545831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String 项目ID。

batchNo 是 String 项目运行的批次
号。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rrorCode": null,
    "returnData": [
        {
            "batchNo": "20200806211648_542545831",
            "progressId": "P_20200806192450_367602193",
            "taskId": "3449620219151205032",
            "taskName": "数据建模_数据准备测试模型B",
            "taskLog": "TAG_STATUS={\"status\":\"running\"}\n2020-08-06 21:15:56.471 [main] INFO  - 
the current instance scene is [Cloud]\nTAG_STATUS={\"status\":\"datamodeling\"}\n2020-08-06 
21:15:56.476 [main] INFO  - Section list is [queryModelDetail].\n2020-08-06 21:15:56.492 [main] 
INFO  - Query data model detail setup. 
entityIds=dr-0f47f5e2b5c3432da92036dc50cd3cf8.\n2020-08-06 21:15:56.496 [main] INFO  - GET url 
is https://100.95.145.153:9516/datarights/metadata/v1.0/mgr/ldm/entity/
dr-0f47f5e2b5c3432da92036dc50cd3cf8\n2020-08-06 21:15:56.809 [main] INFO  - preEntityDirs=
\n2020-08-06 21:15:56.809 [main] INFO  - After append current value. preEntityDirs=DataModeling/数
据准备/\n2020-08-06 21:15:56.809 [main] INFO  - preEntityBusinessNames=\n2020-08-06 
21:15:56.809 [main] INFO  - After append current value. preEntityBusinessNames=数据准备测试模型B
\n2020-08-06 21:15:56.809 [main] INFO  - preEntities=\n2020-08-06 21:15:56.809 [main] INFO  - 
After append current value. preEntities=dataplan_modelB\nTAG_SCRIPT={\"entityBusinessName\":\"数
据准备测试模型B\",\"entityContext\":\"dataplan_modelB|#\",\"entityAbsoluteDirectory\":
\"DataModeling/数据准备/\",\"oldEntityName\":\"dataplan_modelB\",\"entityName\":
\"dataplan_modelB\"}\nTAG_STATUS={\"costTime\":\"1\",\"status\":\"completed\"}\n",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status": "completed",
            "beginTime": "2020-08-06 21:15:56",
            "endTime": "2020-08-06 21:15:56",
            "costTime": "0",
            "orderId": "1"
        },
        {
            "batchNo": "20200806211648_542545831",
            "progressId": "P_20200806192450_367602193",
            "taskId": "1371881510597768123",
            "taskName": "数据建模_数据准备测试模型A",
            "taskLog": "TAG_STATUS={\"status\":\"running\"}\n2020-08-06 21:16:04.564 [main] INFO  - 
the current instance scene is [Cloud]\nTAG_STATUS={\"status\":\"datamodeling\"}\n2020-08-06 
21:16:04.570 [main] INFO  - Section list is [queryModelDetail].\n2020-08-06 21:16:04.590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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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 Query data model detail setup. entityIds=dr-
ecbb6f141ac9434186c4fef820bfe1e1.\n2020-08-06 21:16:04.595 [main] INFO  - GET url is https://
100.95.145.153:9516/datarights/metadata/v1.0/mgr/ldm/entity/dr-
ecbb6f141ac9434186c4fef820bfe1e1\n2020-08-06 21:16:04.928 [main] INFO  - 
preEntityDirs=DataModeling/数据准备/\n2020-08-06 21:16:04.929 [main] INFO  - After append 
current value. preEntityDirs=DataModeling/数据准备/\n2020-08-06 21:16:04.929 [main] INFO  - 
preEntityBusinessNames=数据准备测试模型B\n2020-08-06 21:16:04.929 [main] INFO  - After append 
current value. preEntityBusinessNames=数据准备测试模型A\n2020-08-06 21:16:04.929 [main] INFO  - 
preEntities=dataplan_modelB\n2020-08-06 21:16:04.929 [main] INFO  - After append current value. 
preEntities=dataplan_modelA\nTAG_SCRIPT={\"entityBusinessName\":\"数据准备测试模型A\",
\"entityContext\":\"dataplan_modelA|#\",\"entityAbsoluteDirectory\":\"DataModeling/数据准备/\",
\"oldEntityName\":\"dataplan_modelA\",\"entityName\":\"dataplan_modelA\"}
\nTAG_STATUS={\"costTime\":\"1\",\"status\":\"completed\"}\n",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status": "completed",
            "beginTime": "2020-08-06 21:16:04",
            "endTime": "2020-08-06 21:16:04",
            "costTime": "0",
            "orderId": "2"
        },
        {
            "batchNo": "20200806211648_542545831",
            "progressId": "P_20200806192450_367602193",
            "taskId": "311349791008367947",
            "taskName": "多数据集发布",
            "taskLog": "TAG_STATUS={\"status\":\"running\"}\n2020-08-06 21:16:12.477 [main] INFO  - 
the current instance scene is [Cloud]\n2020-08-06 21:16:12.482 [main] INFO  - The datasetsInfo 
param is [{\"datasetName\":\"数据准备测试模型B\",\"desc\":\"\",\"sourceDirUrl\":\"DataModeling/数据
准备/\",\"tags\":\"\",\"targetDirUrl\":\"iMaster NAIE数据集公有云/主题数据集\"},{\"datasetName\":\"数
据准备测试模型A\",\"desc\":\"\",\"sourceDirUrl\":\"DataModeling/数据准备/\",\"tags\":\"\",
\"targetDirUrl\":\"iMaster NAIE数据集公有云/主题数据集\"}]\n2020-08-06 21:16:12.528 [main] INFO  - 
getDatasets datasetsInfo is [DatasetParam(datasetName=数据准备测试模型B, 
sourceDirUrl=DataModeling/数据准备/, desc=, tags=, targetDirUrl=iMaster NAIE数据集公有云/主题数据
集, userId=null, userName=null, tenantName=null, tenantId=null, projectId=null, netInfo=), 
DatasetParam(datasetName=数据准备测试模型A, sourceDirUrl=DataModeling/数据准备/, desc=, tags=, 
targetDirUrl=iMaster NAIE数据集公有云/主题数据集, userId=null, userName=null, tenantName=null, 
tenantId=null, projectId=null, netInfo=)]\n2020-08-06 21:16:12.528 [main] INFO  - get instance scene 
is [Cloud]\n2020-08-06 21:16:13.547 [main] INFO  - POST url is https://100.95.145.153:9516/
cloudcatalog/softcomai/datalake/v1.0/catalogs/autoMgr/create\n2020-08-06 21:16:13.547 [main] 
INFO  - the request body is {\"userId\": \"06179cf4c080d5bb1faac0035a6a3650\",\"userName\": 
\"fuqiang\",\"tenantName\": \"softcomai_z00284297_03\",\"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projectId\": \"051fb6d19780d5312f41c003c7e7258d\",
\"targetDir\": \"iMaster NAIE数据集公有云/主题数据集\"}\n2020-08-06 21:16:13.773 [main] INFO  - 
CreateDirRespHandler Response is {\"success\":false,\"errorMsg\":\"系统中已存在同名的目录\",
\"errorCode\":\"23469349.30000.01077\",\"returnData\":\"iMaster NAIE数据集公有云/主题数据集\"}
\n2020-08-06 21:16:14.778 [main] INFO  - POST url is https://100.95.145.153:9516/cloudcatalog/
softcomai/datalake/v1.0/catalogs/autoMgr/create\n2020-08-06 21:16:14.779 [main] INFO  - the 
request body is {\"userId\": \"06179cf4c080d5bb1faac0035a6a3650\",\"userName\": \"fuqiang\",
\"tenantName\": \"softcomai_z00284297_03\",\"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projectId\": \"051fb6d19780d5312f41c003c7e7258d\",\"targetDir\": \"iMaster NAIE数据集公有云/主题
数据集\"}\n2020-08-06 21:16:14.821 [main] INFO  - CreateDirRespHandler Response is {\"success
\":false,\"errorMsg\":\"系统中已存在同名的目录\",\"errorCode\":\"23469349.30000.01077\",\"returnData
\":\"iMaster NAIE数据集公有云/主题数据集\"}\n2020-08-06 21:16:14.835 [main] INFO  - the publish 
dataset body is [{\"datasetName\":\"数据准备测试模型B\",\"desc\":\"\",\"netInfo\":\"\",\"projectId\":
\"051fb6d19780d5312f41c003c7e7258d\",\"sourceDirUrl\":\"DataModeling/数据准备/\",\"tags\":\"\",
\"targetDirUrl\":\"iMaster NAIE数据集公有云/主题数据集\",\"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tenantName\":\"softcomai_z00284297_03\",\"userId\":
\"06179cf4c080d5bb1faac0035a6a3650\",\"userName\":\"fuqiang\"},{\"datasetName\":\"数据准备测试
模型A\",\"desc\":\"\",\"netInfo\":\"\",\"projectId\":\"051fb6d19780d5312f41c003c7e7258d\",
\"sourceDirUrl\":\"DataModeling/数据准备/\",\"tags\":\"\",\"targetDirUrl\":\"iMaster NAIE数据集公有云/
主题数据集\",\"tenantId\":\"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tenantName\":
\"softcomai_z00284297_03\",\"userId\":\"06179cf4c080d5bb1faac0035a6a3650\",\"userName\":
\"fuqiang\"}]\n2020-08-06 21:16:15.836 [main] INFO  - PUT url is https://100.95.145.153:9516/
cloudcatalog/softcomai/datalake/v1.0/dataSet/autoMgr/publish\n2020-08-06 21:16:15.837 [main] 
INFO  - the request body is [{\"datasetName\":\"数据准备测试模型B\",\"desc\":\"\",\"netInfo\":\"\",
\"projectId\":\"051fb6d19780d5312f41c003c7e7258d\",\"sourceDirUrl\":\"DataModeling/数据准备/\",
\"tags\":\"\",\"targetDirUrl\":\"iMaster NAIE数据集公有云/主题数据集\",\"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tenantName\":\"softcomai_z00284297_03\",\"userId\":
\"06179cf4c080d5bb1faac0035a6a3650\",\"userName\":\"fuqiang\"},{\"datasetName\":\"数据准备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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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A\",\"desc\":\"\",\"netInfo\":\"\",\"projectId\":\"051fb6d19780d5312f41c003c7e7258d\",
\"sourceDirUrl\":\"DataModeling/数据准备/\",\"tags\":\"\",\"targetDirUrl\":\"iMaster NAIE数据集公有云/
主题数据集\",\"tenantId\":\"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tenantName\":
\"softcomai_z00284297_03\",\"userId\":\"06179cf4c080d5bb1faac0035a6a3650\",\"userName\":
\"fuqiang\"}]\n2020-08-06 21:16:16.533 [main] INFO  - CreatePublishTaskRespHandler Response is 
{\"success\":false,\"errorMsg\":\"待发布的数据集不存在，可能的原因是无此数据集，或者已被发布\",
\"errorCode\":\"23469349.30000.01036\"}\n2020-08-06 21:16:16.534 [main] ERROR - Create publish 
task error.\n2020-08-06 21:16:16.535 [main] ERROR - do request error.\njava.lang.RuntimeException: 
Create publish task error.\n\tat 
com.huawei.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response.CreatePublishTaskRespHandler.handle(CreatePublish
TaskRespHandler.java:42)\n\tat 
com.huawei.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cloud.handle.RequestUtils.doRequest(RequestUtils.java:38)\n
\tat com.huawei.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cloud.handle.PublishHandler.publich(PublishHandler.java:
65)\n\tat 
com.huawei.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cloud.PipeLineEvent.getSectionList(PipeLineEvent.java:48)\n
\tat com.huawei.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pipeline.PipeLineEntry.start(PipeLineEntry.java:109)\n\tat 
com.huawei.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MainEntry.main(MainEntry.java:42)\nTAG_STATUS={\"status
\":\"failed\"}\nException in thread \"main\" java.lang.RuntimeException: Create publish task error.\n
\tat com.huawei.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cloud.handle.RequestUtils.doRequest(RequestUtils.java:
44)\n\tat 
com.huawei.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cloud.handle.PublishHandler.publich(PublishHandler.java:
65)\n\tat 
com.huawei.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cloud.PipeLineEvent.getSectionList(PipeLineEvent.java:48)\n
\tat com.huawei.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pipeline.PipeLineEntry.start(PipeLineEntry.java:109)\n\tat 
com.huawei.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MainEntry.main(MainEntry.java:42)\n",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status": "failed",
            "beginTime": "2020-08-06 21:16:12",
            "endTime": "2020-08-06 21:16:16",
            "costTime": "4",
            "orderId": "3"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JSON LIST 返回值。

batchNo String 批次号。

progressId String 项目ID。

taskId String 任务ID。

taskName String 任务名称。

taskLog String 任务日志。

tenantId String 租户ID。

beginTime String 开始时间。

endTime String 结束时间。

costTime String 花费时间。

orderId String 执行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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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9 订购退订接口

5.10.9.1 订购数据准备

数据服务订购时通知数据准备订购操作。用户TOKEN调用，当前是空接口实现。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order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order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errorCode": 200,
"errorDescription": "order success",
"totalProcess": 0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响应成功时返回
值为0。

errorDescription String 错误描述。

totalProcess int 处理量。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9.2 退订数据准备

功能介绍

数据服务退订时通知数据准备去订购操作。用户TOKEN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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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order/unOrder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order/unOrder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errorCode": "0",
"message": "remove order success"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响应成功时返回
值为0。

message String 返回消息体。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9.3 更改订购状态

功能介绍

数据服务通知数据准备更新订购状态。用户TOKEN调用。

URI
● URI格式

PU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order/updateOrderStatu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U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order/updateOrderStatus
{"orderId":"xxxxxxx",
    "status":"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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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orderId String 订单ID。

status String 状态，取值包括如下：

● GRACE：表示订购状
态处于宽限期。

● RETENTION：表示订
购状态处于保留期。

● SUCCESS：表示订购
续费成功：。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200"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String 执行结果。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9.4 转商用接口

功能介绍

数据服务通知转商用接口。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order/updateMAConf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order/updateMACo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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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tatus": "success",
"errorCode": "0",
"message": "updateMAConf success"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tatu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errorCode String 返回码。

message String 返回消息。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9.5 查询租户 MRS 资源信息

功能介绍

查询租户MRS资源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lserviceorder/getResource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lserviceorder/getResources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
            "type": "MRS",
            "attributes": {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5 API 参考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707



                "tenant_id": "995aa9be-ab07-4e23-934c-55a490ccd5a1",
                "tenant_name": "softcomai_xxxxxx",
                "end_username": "softcomai_xxxxxx",
                "end_domainname": "softcomai_xxxxxx",
                "resource_username": "resUser_xxxxxx",
                "user_name": "softcomai_xxxxxx",
                "hive_db_name": "hive_softcomai_z_xxxxxx",
                "resource_projectid": "051fd6a2fd00d4f62f18c0062001f1e5",
                "hdfs_path": "/tenant/softcomai_z_71fimgy9",
                "createTime": "2019-12-20T08:11:16.394+00:00",
                "yarn_queue": "root.softcomai_z_71fimgy9",
                "port": "9022",
                "resource_id": "e0f847eda9904cc791a5b3577f8516c0",
                "associated_serviceobj": "{\"resourceId\":\"e0f847eda9904cc791a5b3577f8516c0\",
\"subResources\":[\"HDFS\",\"Yarn\",\"Hbase\",\"Hive\"],\"hdfsSpaceQuota\":40,\"yarnVCoreSize\":10}",
                "resource_domainid": "051fd6a10000d5330f50c0062a983720",
                "region": "cn-north-7",
                "order_id": "orderId-hvnngyjf",
                "status": "CREATED_SUCCESS"
            }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JSON LIST 返回值。

type String 资源类型。

associated_serviceobj Json 已订购的资源。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6.2-状态码。

5.10.9.6 查询租户是否订购数据服务

功能介绍

查询租户订购服务的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lserviceorder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lservice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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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isBuyDCService": true,
        "buyStatus": "SUCCESS",
        "dlInfo": [
            {
                "orderId": "orderId-hvnngyjf",
                "requestId": "req-lqwutcqu",
                "projectId": "051fd6a2fd00d4f62f18c0062001f1e5",
                "status": "FAILED",
                "userName": "softcomai_xxxxxxx",
                "endUserProjectId": "051fb6d19780d5312f41c003c7e7258d",
                "resourceUserName": "resUser_xxxxxx",
                "createTime": "2019-08-28T09:16:24Z",
                "region": "cn-north-7",
                "serviceType": "AnomalyDetect",
                "serviceUrl": "https://console.ulanqab.huawei.com/domainconsole/?region=cn-north-7#/
anomaly/control-panel",
                "user": {
                    "id": "051fb6d0a500d3451fc8c0030793f460",
                    "type": "hec"
                }
            }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JSON LIST 返回值。

type String 资源类型。

isBuyDCService bool 是否已订购数据服务。

buyStatus String 订购状态。

serviceUrl String 订购服务的url。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6.2-状态码。

5.10.10 调测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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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10.1 查询模型字段列表

功能介绍

查询模型的字段列表，用于数据建模和数据加载两个服务。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ebug/model/fields?entityId={entity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entityId 是 String 模型的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ebug/model/fields?
entityId=dr-0f47f5e2b5c3432da92036dc50cd3cf8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true,
    "returnData":{
        "fields":[
            {
                "name":"start_time",
                "dataType":"String",
                "index":0,
                "length":20
            },
            {
                "name":"value",
                "dataType":"Number",
                "index":1,
                "length":10
            }
        ],
        "separator":",",
        "entityId":""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JSON 返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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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fields String 字段信息。

name String 字段名称。

dataType String 字段类型。

index String 索引。

separator String 分隔符。

entityId String 模型ID。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10.2 获取模型分析结果

功能介绍

获取模型分析结果。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ebug/simpleTask/row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ebug/simpleTask/rows
{
    "logicalDataSourceEntity":{
        "dsType":"OTHER",
        "name":"dataplan_modelB",
        "alias":"a1",
        "fields":[
            {
                "name":"start_time",
                "dataType":"String",
                "index":0,
                "length":20
            },
            {
                "name":"value",
                "dataType":"Number",
                "index":1,
                "length":10
            }
        ],
        "entityId":"dr-0f47f5e2b5c3432da92036dc50cd3cf8",
        "path":"dr-761deda7c97b4595af680b802c1cca5c"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5 API 参考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711



    }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logicalDataSourc
eEntity

是 JSON 模型信息。

dsType 是 String 分析类型。

name 是 String 名称。

alias 是 String 别名。

fields 是 JSON 字段对象。

entityId 是 String 字段ID。

path 是 String 路径。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fields\":[{\"name\":\"start_time\",\"dataType\":\"String\",\"index\":0,\"length\":1024},
{\"name\":\"value\",\"dataType\":\"Number\",\"index\":1,\"length\":10}],\"values\":[[\"2020-03-14 
12:00:00\",10],[\"2020-03-14 12:01:00\",20],[\"2020-03-14 12:02:00\",13],[\"2020-03-14 12:03:00\",
60],[\"2020-03-14 12:04:00\",0],[\"2020-03-14 12:05:00\",100],[\"2020-03-14 12:00:00\",10],
[\"2020-03-14 12:01:00\",20],[\"2020-03-14 12:02:00\",13],[\"2020-03-14 12:03:00\",60],
[\"2020-03-14 12:04:00\",0],[\"2020-03-14 12:05:00\",100]],\"totalRowsCount\":0}"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String JSON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10.3 查询文件字段列表

功能介绍

查询文件的字段列表，用于采集，解析，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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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ebug/file/columns?
filePath={filePath}&dsType={dsType}&autoDetectFieldType={autoDetectFieldType}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filePath 是 String 文件路径。

dsType 是 String 文件类型，OBS
和HDFS。

autoDetectFieldT
ype

是 Boolean 是否自动检查文
件字段类型。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ebug/file/columns?filePath=s3a
%3A%2F%2Fobs-dataplan%2Fdataplancase
%2Fdatapaln_modelA.csv&dsType=OBS&autoDetectFieldType=true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true,
    "returnData":{
        "fields":[
            {
                "name":"start_time",
                "dataType":"String",
                "index":0,
                "length":20
            },
            {
                "name":"value",
                "dataType":"Number",
                "index":1,
                "length":10
            }
        ],
        "separator":","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JSON 返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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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fields String 字段信息。

name String 字段名称。

dataType String 字段类型。

index String 索引。

separator String 分隔符。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10.4 获取文件的分析结果

功能介绍

获取文件分析结果。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ebug/file/row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ebug/file/rows
{
"dsType":"OBS",
"file":{
"filePath":"s3a://obs-dataplan/dataplancase/datapaln_modelA.csv",
"fields":[
{
"name":"start_time",
"dataType":"String",
"index":0,
"length":1024
},
{
"name":"value",
"dataType":"Number",
"index":1,
"length":10
}
],
"beginRow":2,
"separator":",",
"dsType":"OBS",
"name":"datapaln_modelA.csv",
"headerRow":1,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5 API 参考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714



"rootPath":"s3a://obs-dataplan",
"entityId":null,
"autoDetectFieldType":true,
"allFieldsChecked":true,
"referencedFields":[
{
"name":"start_time",
"dataType":"String",
"index":0,
"length":1024
},
{
"name":"value",
"dataType":"Number",
"index":1,
"length":10
}
]
},
"limit":"1000"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sType 是 String OBS或者HDFS。

limit 是 Int 条数。

file 是 JSON 文件信息。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fields\":null,\"totalRowsCount\":6,\"separator\":null,\"rowData\":[[\"2020-03-14 
12:00:00\",10.0],[\"2020-03-14 12:01:00\",20.0],[\"2020-03-14 12:02:00\",13.0],[\"2020-03-14 
12:03:00\",60.0],[\"2020-03-14 12:04:00\",0.0],[\"2020-03-14 12:05:00\",100.0]]}"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String JSON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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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10.5 查询指定桶下指定目录下的文件

功能介绍

查询指定桶中指定目录下的目录和文件。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obs/file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obs/files?bucketName=obs-
bucket&bucketPath=/opt/test

●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bucketName 是 String obs桶名称。

bucketPath 是 String obs桶路径。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rrorCode": null,
"returnData": [
"data/",
"CollectionMetadata_0000.xml"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
括true和false。

returnData List 文件列表。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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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10.6 异步方式发起模型数据查看请求

功能介绍

获取异步任务的模型分析结果。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ebug/syncTask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ebug/syncTask
[
    {
        "progressId":"P_20200430003015_1233851437",
        "deAnalysisType":"DATA_STATISTICS",
        "deTaskRequest":{
            "files":[
            ],
            "whereConditions":[
            ],
            "displayRows":1000,
            "limit":"",
            "functionInstances":[
            ],
            "groupByFields":[
            ],
            "fieldKpiInstances":[
            ],
            "distinct":false,
            "logicalDataSourceEntitys":[
                {
                    "dsType":"OTHER",
                    "name":"dataplan_modelA",
                    "alias":"a1",
                    "fields":[
                        {
                            "name":"start_time",
                            "dataType":"String",
                            "index":0,
                            "length":20
                        },
                        {
                            "name":"value",
                            "dataType":"Number",
                            "index":1,
                            "length":10
                        }
                    ],
                    "entityId":"dr-ecbb6f141ac9434186c4fef820bfe1e1",
                    "allFieldsChecked":true,
                    "referencedFields":[
                        {
                            "name":"start_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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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Type":"String",
                            "index":0,
                            "length":20
                        },
                        {
                            "name":"value",
                            "dataType":"Number",
                            "index":1,
                            "length":10
                        }
                    ],
                    "path":"dr-761deda7c97b4595af680b802c1cca5c"
                }
            ],
            "taskResultPath":""
        }
    }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String 项目ID。

deAnalysisType 是 String 当前只支持
DATA_STATISTIC
S。

deTaskRequest 是 JSON DE探索请求。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String JSON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10.7 查看异步方式数据查看任务的状态

功能介绍

查看异步方式数据查看任务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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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ebug/syncTask/status/{progress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ebug/syncTask/status/
P_20200430003015_1233851437?pageNum=1&pageSize=5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ageNum 是 int 分页用到的起始
页。

pageSize 是 int 每页数据条数。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page": {
            "currentPageNum": 1,
            "lastPageNum": 1,
            "totalPageNum": 1,
            "startRowIndex": 0,
            "gotoPageNum": 0,
            "pageSize": 5,
            "recordCount": 4
        },
        "dataList": [
            {
                "id": "7252886378968147877",
                "progressId": "P_20200430003015_1233851437",
                "deTaskId": "1589161734307_0096",
                "deTaskName": "DataPlan_20200511160101_1307221140",
                "createTime": "2020-05-11 16:01:17",
                "status": "SUCCESS",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userId": "06179cf4c080d5bb1faac0035a6a3650",
                "analysisType": "DATA_STATISTICS"
            }
        ]
    }
}

● 要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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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page JSON 分页信息。

dataList JSON 任务状态列表。

id String 任务ID。

progressId String 项目ID。

deTaskId String DE任务ID。

deTaskName String DE任务名称。

create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status String 任务状态。

userId String 用户信息。

tenantId String 租户信息。

analysisType String 分析任务类型。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10.8 保存项目为草稿

功能介绍

保存编辑中的项目为草稿。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ebug/draft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ebug/drafts
{
"name":"测试项目草稿4",
"draftContent":{"name":"测试草稿4","description":"","tag":"","tasks":
[{"id":"9132916638526341305","pId":0,"variables":
[{"showName":"businessArea","showNameEn":"businessArea","varName":"businessArea","v
arValue":"时空领域","defaultVisible":"true","encrypt":"false"},
{"showName":"dataType","showNameEn":"dataType","varName":"dataType","varValue":"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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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数据","defaultVisible":"true","encrypt":"false"}],"paramList":[],"taskName":"手工采集_采
集
","taskType":"COLLECTION_BUILTIN","builtInTaskType":"COLLECTION_CLOUD_MANUAL","i
sKeyTask":"true","timeout":"60","gid":"T_20200518113830_1589773110260","preTaskGid":"
","isRoot":true,"childGid":"T_20200518113843_1589773123958"},
{"id":"9168462783146011110","pId":0,"variables":[],"paramList":
[{"id":"110853876993622767","source":"0","paramName":"string","paramType":"GOVERN_
BUILTIN","paramValue":"-env alpha -dataRightAddr \"#{dataRightAddr}\" -
preObsModelPath \"${obsModelPath}\" -preEntities \"${entityName}\" -
preEntityBusinessNames \"${entityBusinessName}\" -preEntityDirs \"$
{entityAbsoluteDirectory}\" -section \"queryModelDetail\" -domainId #{ultimateTenantId} -
domainName #{ultimateTenantName} -projectId #{ultimateProjectId} -userId 
#{ultimateUserId} -managementToken $
{getManageToken}","appendType":"STRING","userId":"PUBLIC","tenantId":"PUBLIC","create
Time":"2020-05-16 16:13:57","newCreate":"false"},
{"id":"855281492693696137","source":"0","paramName":"dataModelPackage","paramType
":"GOVERN_BUILTIN","paramValue":"dr-1d7714fdf8404a01bae9610512162a52","appendTy
pe":"JOB_ID","userId":"PUBLIC","tenantId":"PUBLIC","createTime":"2020-05-16 
16:13:57","newCreate":"false"}],"taskName":"数据建模_治理
","taskType":"GOVERN_BUILTIN","builtInTaskType":"GOVERN_MODEL","isKeyTask":"true","t
imeout":
60,"gid":"T_20200518113843_1589773123958","preTaskGid":"","isRoot":false,"childGid":""}]
,"driveStrategy":"localCollectDrive"}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name 是 String 草稿名称。

draftContent 是 JSON 草稿内容。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String JSON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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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10.9 查询草稿列表

功能介绍

查询个人保存的草稿列表。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ebug/drafts?pageNum=1&pageSize=5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ebug/drafts?
pageNum=1&pageSize=5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ageNum 否 int 分页用到的起始
页。

pageSize 否 int 每页数据条数。

 

响应
● 成功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page": {
            "currentPageNum": 1,
            "lastPageNum": 1,
            "totalPageNum": 1,
            "startRowIndex": 0,
            "gotoPageNum": 0,
            "pageSize": 5,
            "recordCount": 4
        },
        "dataList": [
            {
                "id": "809710540963057238",
                "name": "草稿111111111",
                "userId": "06179cf4c080d5bb1faac0035a6a3650",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createTime": "2020-05-25 14:18:10"
            },
            {
                "id": "1110546948502083150",
                "name": "测试项目草稿4",
                "userId": "06179cf4c080d5bb1faac0035a6a3650",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createTime": "2020-05-18 19:13:3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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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page JSON 分页信息。

dataList JSON 列表。

id String ID。

name String 名称。

userId String 用户信息。

tenantId String 租户信息。

create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10.10 查看草稿详情

功能介绍

查看草稿的详情。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ebug/drafts/{draft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raftID 是 String 草稿的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ebug/drafts/
9015254239684943667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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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id": "9015254239684943667",
"name": "测试项目草稿1",
"draftContent": {
"name": "测试草稿1",
"description": "",
"tag": "",
"driveStrategy": "localCollectDrive",
"templateExtraInfoList": [],
"subProgress": [],
"progressType": "PROGRESS",
"tasks": [
                {
"id": "9132916638526341305",
"taskName": "手工采集_采集",
"taskType": "COLLECTION_BUILTIN",
"builtInTaskType": "COLLECTION_CLOUD_MANUAL",
"executeMethod": "GET",
"isKeyTask": "true",
"isStautsUrl": "false",
"pId": "0",
"timeout": "60",
"paramList": [],
"variables": [
                        {
"showName": "businessArea",
"showNameEn": "businessArea",
"varName": "businessArea",
"varValue": "时空领域",
"defaultVisible": "true",
"encrypt": "false"
                        },
                        {
"showName": "dataType",
"showNameEn": "dataType",
"varName": "dataType",
"varValue": "性能数据",
"defaultVisible": "true",
"encrypt": "false"
                        }
                    ],
"commonTask": "false",
"children": [],
"gid": "T_20200518113830_1589773110260",
"preTaskGid": "",
"childGid": "T_20200518113843_1589773123958",
"isRoot": "true"
                },
                {
"id": "9168462783146011110",
"taskName": "数据建模_治理",
"taskType": "GOVERN_BUILTIN",
"builtInTaskType": "GOVERN_MODEL",
"executeMethod": "GET",
"isKeyTask": "true",
"isStautsUrl": "false",
"pId": "0",
"timeout": "60",
"paramList": [
                        {
"id": "110853876993622767",
"source": "0",
"paramName": "string",
"paramType": "GOVERN_BUILTIN",
"paramValue": "-env alpha -dataRightAddr \"#{dataRightAddr}\" -preObsModelPath \"$
{obsModelPath}\" -preEntities \"${entityName}\" -preEntityBusinessNames \"${entityBusinessName}\" 
-preEntityDirs \"${entityAbsoluteDirectory}\" -section \"queryModelDetail\" -domain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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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imateTenantId} -domainName #{ultimateTenantName} -projectId #{ultimateProjectId} -userId 
#{ultimateUserId} -managementToken ${getManageToken}",
"appendType": "STRING",
"userId": "PUBLIC",
"tenantId": "PUBLIC",
"createTime": "2020-05-16 16:13:57",
"newCreate": "false"
                        },
                        {
"id": "855281492693696137",
"source": "0",
"paramName": "dataModelPackage",
"paramType": "GOVERN_BUILTIN",
"paramValue": "dr-1d7714fdf8404a01bae9610512162a52",
"appendType": "JOB_ID",
"userId": "PUBLIC",
"tenantId": "PUBLIC",
"createTime": "2020-05-16 16:13:57",
"newCreate": "false"
                        }
                    ],
"variables": [],
"commonTask": "false",
"children": [],
"gid": "T_20200518113843_1589773123958",
"preTaskGid": "",
"childGid": "",
"isRoot": "false"
                }
            ]
        },
"userId": "06179cf4c080d5bb1faac0035a6a3650",
"tenantId": "051fb6cf4c00d33d0f85c003b99352a0",
"createTime": "2020-05-18 15:37:20"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name String 草稿名称。

id String 草稿ID。

draftContent JSON 草稿详情（项目）。

name String 项目名称。

description String 项目描述。

create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updateTime String 更新时间。

userId String 模式，暂无用。

tenantId String 由目录ID组成的从树根部到节点
目录的路径字符串。

tasks JSONLIST 任务列表。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5 API 参考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725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id （tasks） String 任务ID。

taskName String 任务名称。

taskType String 任务类型。

isKeyTask String 是否是关键任务。

pId String 任务的父ID。

rootTask String 是否是根任务。

createTime
（tasks）

String 创建时间。

updateTime
（tasks）

String 更新时间。

script JSON 脚本。

id (script) String 脚本ID。

scriptName
(script)

String 脚本名称。

scriptType
(script)

String 脚本类型。

scriptPath
(script)

String 脚本路径。

userId
(script)

String 用户信息。

createTime
(script)

String 脚本创建时间。

updateTime
(script)

String 脚本更新时间。

children String 任务的子任务。

paramList JSON 参数列表。

id (paramList) String 参数的ID。

paramName
(paramList)

String 参数名称。

paramType
(paramList)

String 参数类型。

paramValue
(paramList)

String 参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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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appendType
(paramList)

JSON 参数扩展类型。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10.11 删除草稿

功能介绍

删除草稿。

URI
● URI格式

DELETE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ebug/drafts/{draft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draftID 是 String 草稿的ID。

 

请求
● 请求样例

DELETE https://ipaddr:p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ebug/drafts/
5914625661904739612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5 API 参考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727



5.10.10.12 获取治理数据的 OBS 信息

功能介绍

查询项目本次治理的OBS桶信息。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tasks/getgorvnob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tasks/getgorvnobs?
bucketName=obs-bucket&bucketPath=/opt/test

●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progressId 是 String 项目ID。

taskId 是 String 任务ID。

taskType 是 String 任务类型，取值为
COLLECTION_BUILTIN。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rrorCode": null,
"returnData": {
"bucketName": "bucket-ql62i9ct",
"path": "5ae5e3fb-ca79-2534-f4f2-aaa665ee38e5"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
括true和false。

returnData Json 返回对象。

bucketName String 桶名称。

path String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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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10.13 获取租户下桶列表

功能介绍

查询租户下桶列表。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obs/getbucket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obs/getbuckets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errorMsg": null,
    "errorCode": null,
    "returnData": [
        {
            "storage_type": "STANDARD",
            "endpoint": "obs.cn-north-7.ulanqab.huawei.com",
            "create_time": "2019-09-24 14:40:06",
            "bucket_type": "private",
            "bucket_url": "#/obs/bucket-19nd0481/list",
            "bucket_name": "bucket-19nd0481",
            "region": "cn-north-7"
        },
        {
            "storage_type": "STANDARD",
            "endpoint": "obs.cn-north-7.ulanqab.huawei.com",
            "create_time": "2019-12-20 16:11:01",
            "bucket_type": "private",
            "bucket_url": "#/obs/bucket-px4ghgss/list",
            "bucket_name": "bucket-px4ghgss",
            "region": "cn-north-7"
        },
        {
            "storage_type": "STANDARD",
            "endpoint": "obs.cn-north-7.ulanqab.huawei.com",
            "create_time": "2019-12-20 16:05:57",
            "bucket_type": "private",
            "bucket_url": "#/obs/bucket-fvoeat6z/list",
            "bucket_name": "bucket-fvoeat6z",
            "region": "cn-north-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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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rage_type": "STANDARD",
            "endpoint": "obs.cn-north-7.ulanqab.huawei.com",
            "create_time": "2019-08-13 09:45:13",
            "bucket_type": "public",
            "bucket_url": "#/obs/bucket-hvnngyjf/list",
            "bucket_name": "bucket-hvnngyjf",
            "region": "cn-north-7"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
括true和false。

returnData Json 返回对象。

bucket_name String 桶名称。

bucket_type String 桶类型。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10.14 提交调测

功能介绍

对新建的自定义项目提供调测能力，根据项目选择的任务范围，提交创建调测信息。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ebug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ebug
{
    "name":"ddddddddddddd",
    "description":"comments",
    "tag":"tag",
    "tasks":[
        {
            "id":"3972597175092603021",
            "pId":0,
            "variables":[

            ],
            "param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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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d":"2554957019143428782",
                    "source":"0",
                    "paramName":"Content-Type",
                    "paramValue":"application/json",
                    "appendType":"HEADERS",
                    "userId":"05019f6f81000ff41fdfc00bcb9301c4",
                    "tenantId":"05017923f58026b70f94c00b98ff0660",
                    "createTime":"2019-10-30 17:56:42",
                    "updateTime":"2019-10-30 17:56:42"
                }
            ]
        }
    ],
    "driveStrategy":"manual"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name 是 String 项目名称。

description 是 String 描述。

tasks 是 JSON LIST 任务列表。

id 是 String 任务ID。

pId 是 String 父任务ID。

id 是 String 任务ID。

pId 是 String 父任务ID。

tasks 是 JSON LIST 子任务列表。

paramList 是 List 参数列表。

id 是 String 参数ID。

source 是 String 来源ID。

paramName 是 String 参数名称。

paramType 是 String 参数类型。

paramValue 是 String 参数值。

userId 是 String 所属用户ID。

tenantId 是 String 租户ID。

createTime 是 String 创建时间。

updateTime 是 String 修改时间。

variables 是 JSON 变量列表。

showName 是 String 变量显示中文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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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showNameEn 是 String 变量显示英文
名。

varName 是 String 参数名称。

varValue 是 String 参数值。

remark 是 String 参数备注。

defaultVisible 是 String 是否基础变量。

userId 是 String 所属用户ID。

tenantId 是 String 租户ID。

taskId 是 String 所属任务。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DP_20190919152838_1273129170"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returnData String 返回值。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10.15 查询调测详情

功能介绍

查看调测信息的详情。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ebug/{progressId}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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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String 调测项目的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ebug/
DP_20200718114250_985515180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id": "20190523144150-1830503420",
"name": "ProgressTest001",
"description": "描述信息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001",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3 14:41:50",
"updateTime": "2019-05-23 14:41:50",
"tenant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
"tasks": [
{
"id": "4258844438632314052",
"taskName": "测试任务名称004",
"taskType": "TRAIN",
"isKeyTask": "tru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pId": "0",
"rootTask": "false",
"createTime": "20190522153927",
"updateTime": "20190522153927",
"script": {
"id": "script2324354356435345004",
"scriptName": "脚本script2324354356435345004",
"scriptType": "SCRIPTTYPR_IN",
"scriptPath": "/opt/script/script2324354356435345004.py",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61002",
"updateTime": "20190522161002"
},
"paramList": [
{
"id": "6432775498551194298",
"paramName": "INPUT_PARAM007",
"paramType": "OUTPUT_TYPE",
"paramValue": "out.csv",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53927",
"updateTime": "20190522153927",
"taskId": "4258844438632314052"
},
{
"id": "5917907899477015159",
"paramName": "INPUT_PARAM008",
"paramType": "INPUT_TYPE",
"paramValue": "/etc/test/int.out",
"appendType": "FILE_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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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53927",
"updateTime": "20190522153927",
"taskId": "4258844438632314052"
}
],
"children": [
{
"id": "2091445797804258129",
"taskName": "子任务004",
"taskType": "TRAIN",
"isKeyTask": "tru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pId": "4258844438632314052",
"rootTask": "false",
"createTime": "20190522154312",
"updateTime": "20190522154312",
"script": {
"id": "script2324354356435345008",
"scriptName": "脚本script2324354356435345008",
"scriptType": "SCRIPTTYPR_IN",
"scriptPath": "/opt/script/script2324354356435345008.py",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61002",
"updateTime": "20190522161002"
},
"paramList": [
{
"id": "7604610060700585337",
"paramName": "INPUT_PARAM017",
"paramType": "OUTPUT_TYPE",
"paramValue": "out.csv",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54312",
"updateTime": "20190522154312",
"taskId": "2091445797804258129"
},
{
"id": "8740119706493809528",
"paramName": "INPUT_PARAM018",
"paramType": "INPUT_TYPE",
"paramValue": "/etc/test/int.out",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54312",
"updateTime": "20190522154312",
"taskId": "2091445797804258129"
}
],
"children": []
}
]
},
{
"id": "3317274162378352800",
"taskName": "测试任务名称003",
"taskType": "GOVERN",
"isKeyTask": "tru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pId": "0",
"rootTask": "false",
"createTime": "20190522153927",
"updateTime": "20190522153927",
"script": {
"id": "script2324354356435345003",
"scriptName": "脚本script2324354356435345003",
"scriptType": "SCRIPTTYPR_IN",
"scriptPath": "/opt/script/script2324354356435345003.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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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61002",
"updateTime": "20190522161002"
},
"paramList": [
{
"id": "6294244764980269948",
"paramName": "INPUT_PARAM005",
"paramType": "OUTPUT_TYPE",
"paramValue": "out.csv",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53927",
"updateTime": "20190522153927",
"taskId": "3317274162378352800"
},
{
"id": "5323026608543141080",
"paramName": "INPUT_PARAM006",
"paramType": "INPUT_TYPE",
"paramValue": "/etc/test/int.out",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53927",
"updateTime": "20190522153927",
"taskId": "3317274162378352800"
}
],
"children": [
{
"id": "3669835762462846233",
"taskName": "子任务003",
"taskType": "GOVERN",
"isKeyTask": "tru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pId": "3317274162378352800",
"rootTask": "false",
"createTime": "20190522154312",
"updateTime": "20190522154312",
"script": {
"id": "script2324354356435345007",
"scriptName": "脚本script2324354356435345007",
"scriptType": "SCRIPTTYPR_IN",
"scriptPath": "/opt/script/script2324354356435345007.py",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61002",
"updateTime": "20190522161002"
},
"paramList": [
{
"id": "2259610438399225887",
"paramName": "INPUT_PARAM015",
"paramType": "OUTPUT_TYPE",
"paramValue": "out.csv",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54312",
"updateTime": "20190522154312",
"taskId": "3669835762462846233"
},
{
"id": "7945694693556717511",
"paramName": "INPUT_PARAM016",
"paramType": "INPUT_TYPE",
"paramValue": "/etc/test/int.out",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54312",
"updateTime": "2019052215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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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Id": "3669835762462846233"
}
],
"children": []
}
]
},
{
"id": "3325435561206517112",
"taskName": "测试任务名称002",
"taskType": "PARSE",
"isKeyTask": "tru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pId": "0",
"rootTask": "false",
"createTime": "20190522153927",
"updateTime": "20190522153927",
"script": {
"id": "script2324354356435345002",
"scriptName": "脚本script2324354356435345002",
"scriptType": "SCRIPTTYPR_IN",
"scriptPath": "/opt/script/script2324354356435345002.py",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61002",
"updateTime": "20190522161002"
},
"paramList": [
{
"id": "5842097471414196976",
"paramName": "INPUT_PARAM003",
"paramType": "OUTPUT_TYPE",
"paramValue": "out.csv",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53927",
"updateTime": "20190522153927",
"taskId": "3325435561206517112"
},
{
"id": "3927581714015490447",
"paramName": "INPUT_PARAM004",
"paramType": "INPUT_TYPE",
"paramValue": "/etc/test/int.out",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53927",
"updateTime": "20190522153927",
"taskId": "3325435561206517112"
}
],
"children": [
{
"id": "5760199023622570404",
"taskName": "子任务002",
"taskType": "PARSE",
"isKeyTask": "tru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pId": "3325435561206517112",
"rootTask": "false",
"createTime": "20190522154312",
"updateTime": "20190522154312",
"script": {
"id": "script2324354356435345006",
"scriptName": "脚本script2324354356435345006",
"scriptType": "SCRIPTTYPR_IN",
"scriptPath": "/opt/script/script2324354356435345006.py",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61002",
"updateTime": "2019052216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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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List": [
{
"id": "4523873133086498486",
"paramName": "INPUT_PARAM013",
"paramType": "OUTPUT_TYPE",
"paramValue": "out.csv",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54312",
"updateTime": "20190522154312",
"taskId": "5760199023622570404"
},
{
"id": "1630913167819950670",
"paramName": "INPUT_PARAM014",
"paramType": "INPUT_TYPE",
"paramValue": "/etc/test/int.out",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54312",
"updateTime": "20190522154312",
"taskId": "5760199023622570404"
}
],
"children": []
}
]
},
{
"id": "1484601205474025496",
"taskName": "测试任务名称001",
"taskType": "COLLECTION",
"isKeyTask": "tru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pId": "0",
"rootTask": "false",
"createTime": "20190522153704",
"updateTime": "20190522153704",
"script": {
"id": "script2324354356435345001",
"scriptName": "脚本script2324354356435345001",
"scriptType": "SCRIPTTYPR_IN",
"scriptPath": "/opt/script/script2324354356435345001.py",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61002",
"updateTime": "20190522161002"
},
"paramList": [
{
"id": "9213996011475149768",
"paramName": "INPUT_PARAM001",
"paramType": "OUTPUT_TYPE",
"paramValue": "out.csv",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53704",
"updateTime": "20190522153704",
"taskId": "1484601205474025496"
},
{
"id": "4442281474120796984",
"paramName": "INPUT_PARAM002",
"paramType": "INPUT_TYPE",
"paramValue": "/etc/test/int.out",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53704",
"updateTime": "2019052215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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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Id": "1484601205474025496"
}
],
"children": [
{
"id": "6834608124000610806",
"taskName": "子任务001",
"taskType": "COLLECTION",
"isKeyTask": "tru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pId": "1484601205474025496",
"rootTask": "false",
"createTime": "20190522154312",
"updateTime": "20190522154312",
"script": {
"id": "script2324354356435345005",
"scriptName": "脚本script2324354356435345005",
"scriptType": "SCRIPTTYPR_IN",
"scriptPath": "/opt/script/script2324354356435345005.py",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61002",
"updateTime": "20190522161002"
},
"paramList": [
{
"id": "1520374751124746368",
"paramName": "INPUT_PARAM009",
"paramType": "OUTPUT_TYPE",
"paramValue": "out.csv",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54312",
"updateTime": "20190522154312",
"taskId": "6834608124000610806"
},
{
"id": "2251799634628698889",
"paramName": "INPUT_PARAM010",
"paramType": "INPUT_TYPE",
"paramValue": "/etc/test/int.out",
"appendType": "FILE_TYPE",
"userId": "SoftcomAI_Integration_Test2__zWX611819",
"createTime": "20190522154312",
"updateTime": "20190522154312",
"taskId": "6834608124000610806"
}
],
"children": []
}
]
}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id String 项目ID。

name String 项目名称。

description String 项目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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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create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updateTime String 更新时间。

userId String 模式，暂无用。

tenantId String 由目录ID组成的从树根部到节点
目录的路径字符串。

tasks JSONLIST 任务列表。

id （tasks） String 任务ID。

taskName String 任务名称。

taskType String 任务名称。

isKeyTask String 是否是关键任务。

pId String 任务的父ID。

rootTask String 是否是根任务。

createTime
（tasks）

String 创建时间。

updateTime
（tasks）

String 更新时间。

script JSON 脚本。

id (script) String 脚本ID。

scriptName
(script)

String 脚本名称。

scriptType (script) String 脚本类型。

scriptPath (script) String 脚本路径。

userId (script) String 用户信息。

createTime
(script)

String 脚本创建时间。

updateTime
(script)

String 脚本更新时间。

children String 任务的子任务。

paramList JSON 参数列表。

id (paramList) String 参数的ID。

paramName
(paramList)

String 参数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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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paramType
(paramList)

String 参数类型。

paramValue
(paramList)

String 参数值。

appendType
(paramList)

JSON 参数扩展类型。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10.16 删除调测信息

功能介绍

退出调测模式时删除项目的调测信息，采用异步方式。

URI
● URI格式

DELETE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ebug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列表 是 list 调测流程ID。

 

请求
● 请求样例

DELTE https://ipaddr:p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ebug
[
"DP_20200714140858_1861207887","DP_20200714105201_165914513"
]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列表 是 list 调测流程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5 API 参考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740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10.17 启动和停止调测任务

功能介绍

启动和停止调测任务。

URI
● URI格式

PU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ebug/{progressId}/action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String 调测项目ID。

action 是 String 取值包括stop和
start。

 

请求
● 请求样例

PUT https://ipaddr:p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ebug/
DP_20200722192106_1276807441/action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progressId 是 String 调测项目ID。

action 是 String 取值包括stop和
start。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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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包括
true和false。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11 内置任务接口

5.10.11.1 获取已发布的目录

功能介绍

获取已发布的目录。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catalogs/publishedDataset/tree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catalogs/publishedDataset/tree

● 参数说明

无。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 true,
    "returnData" : [{
            "id" : "402898ac672b54fd016744f23fbb0050",
            "pId" : "0",
            "label" : "一方数据_HW",
            "children" : [{
                    "id" : "402898ac672b54fd0167450accee005a",
                    "pId" : "402898ac672b54fd016744f23fbb0050",
                    "label" : "主题数据--网络状态",
                    "children" : [{
                            "id" : "402898ac6782434a016782db8ac1001d",
                            "pId" : "402898ac672b54fd0167450accee005a",
                            "label" : "周期性测量",
                            "children"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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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id String 目录ID。

pId String 父目录ID。

label String 目录的显示名称。

children JSON 子目录列表。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11.2 获取内置任务

功能介绍

获取内置任务。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tasks/builtIntTask?
builtInType={builtInType}&version={version}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builtInType 是 String 内置任务类型。

version 是 String 内置任务版本。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tasks/builtIntTask?
builtInType=GOVERN_NAIE_SIMPLE&version=V1.0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builtIntType 是 String 内置任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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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version 是 String 内置任务版本。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 true,
    "returnData" : [{
            "id" : "402898ac672b54fd016744f23fbb0050",
            "pId" : "0",
            "label" : "一方数据_HW",
            "children" : [{
                    "id" : "402898ac672b54fd0167450accee005a",
                    "pId" : "402898ac672b54fd016744f23fbb0050",
                    "label" : "主题数据--网络状态",
                    "children" : [{
                            "id" : "402898ac6782434a016782db8ac1001d",
                            "pId" : "402898ac672b54fd0167450accee005a",
                            "label" : "周期性测量",
                            "children" : []
                        }
                    ]
                }
            ]
        }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id String 目录ID。

pId String 父目录ID。

label String 目录的显示名称。

children JSON 子目录列表。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11.3 获取其他内置任务

功能介绍

根据内置任务的类型和任务的类型查询其他内置任务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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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tasks/other/builtIntTask?
builtInType={builtInType}&version={version}&taskType={taskType}&taskName={taskName}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builtInType 是 String 内置任务类型。

version 否 String 内置任务版本。

taskType 是 String 任务类型。

taskName 否 String 任务名称。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tasks/other/builtIntTask?
builtInType=OTHER&taskType=GOVERN_BUILTIN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builtIntType 是 String 内置任务类型。

taskType 是 String 任务类型。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id": "2614838683092764438",
        "source": "0",
        "taskName": "数据生成-DCPUE",
        "taskType": "GOVERN_BUILTIN",
        "builtInTaskType": "OTHER",
        "executeType": "SCRIPT",
        "executeMethod": "GET",
        "isKeyTask": "true",
        "isStautsUrl": "false",
        "userId": "PUBLIC",
        "tenantId": "PUBLIC",
        "createTime": "2020-08-15 18:51:43",
        "updateTime": "2020-08-15 18:51:43",
        "timeout": "60",
        "script": {
            "id": "1322719977558854598",
            "source": "0",
            "scriptName": "数据生成-DCPUE",
            "scriptType": "GOVERN_BUILTIN",
            "executeType": "JAVA",
            "scriptVersion": "1.0",
            "bucketName": "obs-private-dataplan",
            "scriptDesc": "数据生成-DCP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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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Id": "PUBLIC",
            "tenantId": "PUBLIC",
            "createTime": "2020-08-15 18:51:43",
            "builtIn": "true",
            "pluginName": "Dcpue-1.0.jar",
            "status": "none"
        },
        "paramList": [
            {
                "id": "8695504866585243646",
                "source": "0",
                "paramName": "string",
                "paramType": "GOVERN_BUILTIN",
                "paramValue": "-datasetName #{datasetName} -entityName #{entityName} -projectId 
#{projectId} -csvPath #{csvPath} -domainId #{tenantId} -serviceType dlunion -resourceType DWS -
integrationAddr #{integrationAddr} -dataRightAddr #{dataRightAddr} -managementToken $
{getManageToken} -tableInfo \"#{tableInfo}\" -registeredBody \"#{registeredBody}\" -appId 
\"#{tenantId}\" -csbUser \"#{csbUser}\"",
                "appendType": "STRING",
                "userId": "PUBLIC",
                "tenantId": "PUBLIC",
                "createTime": "2020-08-15 18:51:43",
                "newCreate": "false"
            }
        ],
        "variables": [
            {
                "id": "5043999222353848289",
                "source": "0",
                "showName": "csvPath",
                "showNameEn": "csvPath",
                "varName": "csvPath",
                "varType": "GOVERN_BUILTIN",
                "varValue": "***",
                "defaultVisible": "true",
                "encrypt": "true",
                "userId": "PUBLIC",
                "tenantId": "PUBLIC",
                "createTime": "2020-08-15 18:51:43",
                "taskId": "2614838683092764438"
            },
            {
                "id": "8058318528809115685",
                "source": "0",
                "showName": "datasetName",
                "showNameEn": "datasetName",
                "varName": "datasetName",
                "varType": "GOVERN_BUILTIN",
                "varValue": "免费制冷数据集1_20191219081908413",
                "defaultVisible": "true",
                "encrypt": "false",
                "userId": "PUBLIC",
                "tenantId": "PUBLIC",
                "createTime": "2020-08-15 18:51:43",
                "taskId": "2614838683092764438"
            },
            {
                "id": "5613251304892404103",
                "source": "0",
                "showName": "entityName",
                "showNameEn": "entityName",
                "varName": "entityName",
                "varType": "GOVERN_BUILTIN",
                "varValue": "DCPUE_WORKING_CONDITION_1576743547",
                "defaultVisible": "true",
                "encrypt": "false",
                "userId": "PUBLIC",
                "tenantId": "PUBLIC",
                "createTime": "2020-08-15 18:5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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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skId": "2614838683092764438"
            }
        ],
        "commonTask": "true",
        "children": [],
        "isRoot": "false",
        "version": "1.0"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version String 版本号。

isRoot String 是否是根节点。

commonTask String 是否是通用任务。

children JSON 子目录列表。

id String 任务ID。

paramList List 任务执行参数。

variables List 任务变量列表。

script String 任务执行脚本。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12 数据模型接口

5.10.12.1 判断模型名称是否存在

功能介绍

根据模板下的模型名称判断该模型名称是否已经存在。

URI
● URI格式

POS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ata/model/entityName/exists

● 参数说明

无。

请求
● 请求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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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ata/model/entityName/exists
["dataplan_modelA","dataplan_modelB","dataplan_modelC"]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列表 是 List 模型名称列表。

 

响应
● 响应样例

{
    "success": true,
    "returnData": {
        "dataplan_modelC": false,
        "dataplan_modelA": true,
        "dataplan_modelB": true
    }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success String 请求是否成功。

returnData JSON 返回体。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12.2 查询模型详情

功能介绍

根据模型ID查询模型详情。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ata/model/detail?id={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id 是 String 模型Id。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ata/model/detail?
id=dr-14e56f673fab438485c5bf5956d8ff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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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id 是 String 模型Id。

 

响应
● 响应样例

{
    "errorCode": 0,
    "errorDescription": null,
    "id": null,
    "totalProcess": 0,
    "description": null,
    "jobId": null,
    "status": null,
    "resObj": {
        "createTime": "2020-03-14T07:21:35.000+00:00",
        "modifyOper": null,
        "modifyTime": null,
        "owner": "fuqiang",
        "createOper": "06179cf4c080d5bb1faac0035a6a3650",
        "ldmEntityAttributes": [{
            "attrId": "dr-8918b672b635445dae9806d631600e75",
            "attrName": "采集间隔",
            "attrDesc": null,
            "attrTag": null,
            "dataType": "AIINT",
            "dataLen": null,
            "dataPrec": 0,
            "notNull": "0",
            "sn": 1,
            "entityId": "dr-14e56f673fab438485c5bf5956d8ffea",
            "tenantId": "051fb6d19780d5312f41c003c7e7258d",
            "projectId": null,
            "dclId": "3",
            "dclCode": null,
            "dslId": null,
            "dslCode": null,
            "extInfo": null,
            "status": "1",
            "pk": "0",
            "attrCode": "duration"
        }],
        "ldmEntityRelations": [],
        "ldmSource": null,
        "entityId": "dr-14e56f673fab438485c5bf5956d8ffea",
        "status": "1",
        "origin": "DM",
        "extInfo": null,
        "classCode": "TABLE",
        "classId": "01",
        "businessName": "ATS-数据准备联调",
        "entityName": "ats_kpi_label",
        "entityDesc": "水",
        "entityTag": null,
        "entityType": "01",
        "sn": 0,
        "dclCode": null,
        "dclId": "3",
        "projectId": null,
        "tenantId": "051fb6d19780d5312f41c003c7e7258d",
        "layerId": "dr-761deda7c97b4595af680b802c1cca5c",
        "verNo": "1.0",
        "parentEntity":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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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Physical": "1",
        "absoluteDirectory": "DataModeling/数据准备/",
        "notUpdatePdm": false,
        "pdmNum": 2,
        "physicalEntities": [{
            "createTime": "2020-03-14T07:21:35.000+00:00",
            "modifyOper": "06179cf4c080d5bb1faac0035a6a3650",
            "modifyTime": "2020-03-14T07:21:36.000+00:00",
            "owner": null,
            "createOper": "06179cf4c080d5bb1faac0035a6a3650",
            "pdmId": "dr-fd47d2f9b4014a0e98119d51b96b5f59",
            "entityId": "dr-14e56f673fab438485c5bf5956d8ffea",
            "status": "1",
            "sn": 0,
            "extInfo": null,
            "cyclePrefix": null,
            "partitionCfg": null,
            "cycleType": null,
            "cycleField": null,
            "cycleFormat": null,
            "saveCycle": null,
            "dbSchema": "dws_softcomai_z00284297_03_rt1xj9ia",
            "dbName": "dws_softcomai_z00284297_03_rt1xj9ia",
            "dsName": null,
            "dsType": "DWS",
            "dsId": "dwsbcfdb26808864f96af08bad6231b466c",
            "saveType": "0",
            "pdmDesc": null,
            "pdmName": "ats_kpi_label",
            "connectionInfo": null,
            "pdmAttrs": null,
            "pdmTables": null,
            "pdmParams": null
        }]
    },
    "additionalObj": null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errorCode int 响应码。

resObj JSON 返回体。

status String 状态。

jobId String 任务id。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12.3 根据层级查询模型

功能介绍

根据层级Id查询模型。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5 API 参考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750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ata/model/layer?layerId={layer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layerId 是 String 层级。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ata/model/layer?
layerId=DataModeling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layerId 是 String 层级。

 

响应

● {
    "errorCode": 0,
    "errorDescription": null,
    "id": null,
    "totalProcess": 0,
    "description": null,
    "jobId": null,
    "status": null,
    "resObj": [  
        {
            "layerId": "dr-e15858b7a73f4b8a9eb2ad6f5fd1a2a7",
            "tenantId": "051fb6d19780d5312f41c003c7e7258d",
            "layerName": "dsaasddas",
            "pagination": null,
            "layerDesc": null,
            "projectId": null,
            "sn": null,
            "parentId": "DataModeling",
            "dclId": "1",
            "dclCode": null,
            "owner": null,
            "extInfo": null,
            "status": "1",
            "modifyOper": null,
            "entityNum": 0,
            "from": "DR",
            "createTime": 1564020595000,
            "userId": null
        },

    ],
    "additionalObj": null
}

● 要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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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errorCode int 响应码。

resObj JSON 返回体。

status String 状态。

jobId String 任务id。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0.12.4 查询模型层级

功能介绍

查询模型层级。

URI
● URI格式

GET /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ata/models?layerId={layer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layerId 是 String 层级。

 

请求
● 请求样例

GET https://ipaddr:port/softcomai/datalake/dataplan/v1.0/data/models?layerId={layerId}

●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备注

layerId 是 String 层级。

 

响应
● {

    "errorCode": 0,
    "errorDescription": null,
    "id": null,
    "totalProcess": 0,
    "description": null,
    "jobId": null,
    "status": null,
    "resOb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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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itionalObj": null
}

● 要素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备注

errorCode int 响应码。

resObj JSON 返回体。

status String 状态。

jobId String 任务id。

 

状态码

具体请参考状态码。

5.11 公共参数

5.11.1 公共请求参数
公共请求参数如表5-42所示。

表 5-42 公共请求消息头

参数 是否必选 描述

X-Auth-Token 是 Token信息。

Content-Type 是 application/json

 

5.11.2 状态码
状态码如表5-43所示。

表 5-43 状态码说明

状态码 编码 状态码说明

200 OK 请求完全成功。

201 Created 资源创建类请求完全成功。

202 Accepted 请求操作已被接受，等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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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编码 状态码说明

204 NoContent 请求完全成功，HTTP响应不包含
响应体。比如对OPTIONS请求的
响应使用本响应码。又比如，如
果DELETE操作的响应为空，也可
以使用该状态码。

307 TemporaryRedirect 请求资源的地址发生变更，建议
请求方使用Location头部中的临
时url来重新定位资源。

400 BadRequest 请求是非法的，建议请求方不要
重试，需要更改为正确的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请求到达了服务端，服务端可以
理解请求含义，但因为请求方没
有提供必需的认证信息拒绝执行
该请求。如果请求方指定了认证
信息，但是服务端仍然返回该状
态码，则表明认证信息不正确或
者非法。

403 Forbidden 请求到达了服务端且服务端理解
请求含义，但是拒绝进一步提供
服务，原因是被配置为拒绝该类
请求。请求方不需要重试。

404 NotFound 请求的资源不存在。请求方不需
要重试，需要检查请求是否正
确。

405 MethodNotAllowed 请求中说明了目前不支持的方
法。请求方不需要重试，需要更
改请求。

409 Conflict 请求创建的资源已经存在，或者
资源上存在冲突，更新操作不能
完成。

422 UnprocessableEntity 请求方提供的数据存在错误或者
非法，资源的创建或者更新操作
无法完成。

429 TooManyRequests 请求数超出了请求方的配额，或
者请求数超出了服务方处理能力
规格。建议请求方读取Retry-
After头部信息，等待该头部信息
指示的时间后再重新尝试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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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编码 状态码说明

500 InternalServerError 请求到达了服务端，但是服务端
不能理解请求，或者服务端产生
了一个非预期的错误而且无法进
一步识别与处理，或者服务端不
能在合理的时间内处理该请求
（可能是服务端暂时负载过重或
者是通信设施故障）。

503 ServiceUnavailable 非法无效的请求，建议检查并更
改请求。

504 ServerTimeout 服务端没有在请求方指定的超时
时间内完成请求处理。

 

5.12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1-08-30 新增“数据接入”相关子章节。

修改如下章节：

● 接口简介

● 一键发布数据集

2021-06-30 调整文档的目录结构，修改如下章节：

● 数据集

● 数据解析

● 数据备份

● 数据恢复

● 数据准备

2021-03-30 删除“元数据管理与数据处理（旧版本）”服务章节。

2021-02-28 云地采集服务更名为：数据接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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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1-01-30 新增“数据备份恢复相关接口”、“数据解析”的相关接口。

● 创建项目（新）

● 查询租户MRS资源信息

● 查询租户是否订购数据服务

● 数据备份

● 下发数据恢复任务

● 查询数据恢复状态详情

● 查询数据恢复历史记录

● 上报数据恢复结果

● 查询当前租户是否为SRE白名单租户

● 查询当前在用备份策略

● 修改当前在用备份策略

● 查询备份任务记录列表

● 查询备份任务详情

● 上报数据备份结果

● 查询数据恢复状态

● 数据解析

● 创建任务

● 删除任务

● 查看列表信息

● 任务启动/停止

● 任务启动/停止（管理token）

● 查询任务状态

● 查询任务状态（管理token）

● 查询当前任务结果

● 查询历史任务结果

● 上报Spark任务id
● 查询日志

删除任务管理接口下的“获取系统信息和用户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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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0-11-30 根据OBS域名要求，修改接口使用方法章节。

删除如下接口：

● “应用包管理接口”节点下的所有接口，包括“发布应用
包”、“查询应用包列表”、“实例化应用包”、“删除应
用包”、“查询应用包详情”。

● 项目管理接口节点下的“查询项目组类型的项目详情”。

● 任务管理接口节点下的“结束指定项目的指定用户任务”。

● 模板管理接口节点下的“获取已经发布的所有模板”。

● 页面控制接口节点下的“获取当前租户相关信息”。

● 统计接口节点下的“查询TOP应用包”。

新增北向相关的接口：

● 查询云地采集obs信息

● 北向创建空项目

● 北向根据模板ID创建项目并启动项目

2020-09-30 删除如下接口：

● 任务管理接口节点下的“创建任务”、"修改任务"、"查询任
务列表"、"查询任务详情"、"删除任务"、"私有任务发布为
公共任务"。

● “脚本管理接口”节点下的所有接口，包括"查询脚本列
表"、"新建脚本"、"删除脚本"、"修改脚本"、"查询OBS桶中
脚本信息"、"获取内置脚本"。

● 内置任务接口节点下的 "刷新内置任务"。

2020-8-30 新增调测能力相关的接口：

● 提交调测

● 查询调测详情

● 删除调测信息

● 启动和停止调测任务

新增统计类接口：

● 查询操作记录

● 查询登录信息

新增历史记录接口：

查询一个项目下任务的运行时间

新增内置任务类接口：

获取其他内置任务

新增数据模型类接口：

判断模型名称是否存在

数据资产管理服务 5 API 参考

文档版本 03 (2022-05-06)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757



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0-7-30 同步软件修改如下章节的名称：

● 数据集成

● 数据开发

● 数据标注

● 数据服务

● 数据安全

2020-6-30 调整文档的目录结构：将原“数据开发”父章节下面的接口页
面级别升一级，删除原“数据开发”父章节。新增基础工具相
关接口父章节，将数据解析、数据开发、数据安全、数据集
成、数据服务、数据标注移到基础工具相关接口父章节下面，
将“元数据管理与数据处理（旧版本）”章节移到数据开发下
面。

修改“流程”为“项目”。

新增如下接口：

● 查询一组项目的类型状态

● 获取治理之后数据的路径

● 启动项目中的采集任务

● 获取采集历史记录

● 根据管理Token启动云地采集项目

● “获取系统配置信息和用户信息”

● 使用管理Token获取项目状态

● 获取已发布的目录

● 获取内置任务

● 注册用户登录信息

● 根据目录ID统计模板

修改“查询项目组类型的项目详情”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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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0-5-30 删除“统计流程状态”接口。

新增“安全审计”。

新增如下接口：

● 根据标签创建项目

● 根据模板ID创建项目

● 北向启动项目

● 北向停止项目

● 北向卸载项目

● 查询项目状态

● 获取项目输出

● 根据标签获取模板列表

● 根据标签获取项目列表

● 根据项目ID查询项目详情

● 调测接口

2020-4-30 新增如下接口：

订购退订接口

修改如下接口：

● 保存项目为模板

● 查询模板列表

2020-03-30 元数据管理与数据处理更名为：元数据管理与数据处理接口
（旧版本）。

数据权限管理更名为：数据安全接口。

新增如下章节：

● 数据加载接口

● 元数据管理（新版本）

● 数据处理（新版本）接口

● 数据准备接口

2019-12-30 整体版本变更，新增如下章节：

● 使用前必读

● 接口简介

● 环境准备

● 接口使用方法

● 数据解析接口

● 公共参数

2019-10-30 本次版本无变更。

2019-04-30 第一次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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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常见问题

6.1 数据集

6.1.1 数据集有哪些密级
数据集的密级包括外部公开、秘密、机密和绝密。密级的定义如下所示：

● 外部公开：指可在公司外部公开发布的信息，不属于保密信息。

● 秘密：是公司比较重要或敏感的信息，其泄露会使公司利益受到一定损害，但影
响范围有限；适合在体系、部门或特定组织范围公开的信息。

● 机密：对公司运营管理非常重要或内容非常敏感，其泄露会使公司利益遭受巨大
损害，且影响范围广泛；只适合在极少数人员或指定岗位范围公开的信息。如：
重要产品的路标规划、营销策略、经营分析报告、销售项目一览表、商务授权及
价格信息。

● 绝密：对公司市场竞争、领先对手起决定性作用，其泄露会使公司利益遭受巨大
损害，且影响范围广泛；只适合在极少数人员或指定岗位范围公开的信息。如：
核心算法、定价策略、战略意图。

6.1.2 数据管理者与数据消费者的区别是什么
在数据集中“Data Operation Engineer”和“Data Owner”角色的用户属于数据管
理者，“Data Acquisition Engineer”、“Data Processing Engineer”、“Data
Asset Manager”、“Data Lake SRE”、“Data Security Auditor”角色、其他角色
和无角色的用户都属于数据消费者。

数据管理者可以对当前租户下治理的数据进行管理，例如：发布数据集、配置数据集
授权、审批数据集订阅申请等，也可以对当前租户下发布的所有数据集和其他租户下
发布的外部公开及已授权的秘密、机密或绝密的数据集进行消费，例如：订阅数据
集、下载数据集到OBS桶等。数据消费者可以对当前租户和其他租户下发布的外部公
开及已授权的秘密、机密或绝密的数据集进行消费，但不能对数据集进行管理。

6.1.3 未发布的数据资产可以提供给数据消费者使用吗
未发布的数据资产不可以提供给数据消费者使用。基于数据安全要求（华为公司以及
各国各地区的数据安全法规，比如欧盟GDPR）和公有云部署特点（数据上Internet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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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网络隔离的情况），若要使用和消费数据，必须先对数据资产进行发布，再通过订
阅数据资产来进行数据使用。

6.1.4 如何发布数据集
发布数据集的具体方法请参见《数据集服务快速入门》文档的申请发布数据集章节。

6.1.5 如何订阅数据集
订阅数据集的具体方法请参见《数据集服务快速入门》文档的订阅数据集章节。

6.1.6 如何下载数据集
数据集支持下载数据集到OBS桶和本地目录，下载数据集到OBS桶的具体方法请参见
《数据集服务快速入门》文档的“下载数据集到OBS桶”章节，下载数据集到本地目
录的具体方法请参见《数据集服务快速入门》文档的“申请本地下载数据集”~“下载
数据集到本地”章节。

6.1.7 数据集下载成功后有哪些使用方式
数据集下载成功后，目前主要可用作AI模型训练和数据分析挖掘。

● 根据已下载的数据集生成训练数据集、测试集用于AI模型训练。

● 基于已下载的数据集直接进行数据分析及挖掘，开发数据应用。

6.2 数据接入

6.2.1 支持哪些数据接入方式
数据接入支持ICT数据接入和其他数据接入两种方式。

● ICT数据接入

ICT数据接入分为端（暂不支持）、管、云。

– 端：指的是终端数据，包含手机和机顶盒的数据。

– 管：指的是网管数据，包含接入、传送、数通、云核、无线、能源、IT和园
区的数据。

– 云：指的是互联网和云服务的数据，包含GIS、气象和施工的数据。

● 其他数据接入

其他数据接入分为本地上传、远程sftp/ftps、kafka流数据、数据库数据。

6.2.2 如何查看采集文件的路径
查看某个采集文件路径的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1 以“Data Acquisition Engineer”角色的用户登录数据接入。

步骤2 在数据接入界面右上方，选择“任务管理”。

步骤3 在采集任务列表中，在需要查看的采集任务对应的“任务名称”列下，单击任务的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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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在“任务信息”界面，在采集文件列表对应的“文件路径”列下查看某个文件的文件
路径。

----结束

6.3 数据建模

6.3.1 物理实体物化失败怎么处理？

优先查看物理实体物化失败时的提示信息，根据提示信息对模型进行修改。

如果通过提示信息无法获知失败原因，可以单击物理实体所在行对应“操作”列的
“修改”。在物理实体配置界面，单击“预览SQL”，通过sql语句进行问题初判。

6.3.2 DataGovernance，DataGenerate 和 DataModeling 三个目
录的作用是什么？

DataGovernance是从DG同步数据的默认归属目录；DataGenerate是数据生成服务注
册数据集的默认目录；DataModeling是数据建模的默认目录。元数据管理（新版本）
中创建的模型会放在DataModeling目录下统一管理。

6.3.3 物理实体支持哪些数据源？

逻辑实体分为两类，结构化实体（实体类型为表）和非结构化实体（实体类型为图
片、视频、音频、文本等）。

其中，结构化实体支持ES、DWS和OBS三种数据源；非结构化实体支持OBS数据源。

说明

如果用户无HIVE和HDFS数据源，则该数据源不开放。

6.4 数据解析

6.4.1 支持解析哪些类型的数据

数据解析目前支持解析PCAP和Wireless Binary类型的文件。数据文件格式包
含.pcap、.sig、.mrf，以及.sig和.mrf这两种数据文件格式的.tar.gz。

6.4.2 Wireless Binary 支持哪些解析算法数据类型

Wireless Binary目前支持的解析算法数据类型有13个：LTE-PMMRF、LTE-SIG、LTE-
ENGINEERING-PARA、LTE-ALARM、LTE-BDT、LTE-CBD、LTE-OPTLOG、LTE-
CFG、5G-PMMRF、5G-SIG、5G-PMMRF、5G-SIG、5G-ENGINEERING-PARA、5G-
OPTLOG、5G-CFG。

6.5 数据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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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什么是数据加载？

数据加载提供简便、高效的数据加载能力，帮助用户完成多种数据源之间的数据迁移
工作。

6.5.2 数据加载与之前数据安全平台中的数据迁移是什么关系？

数据加载能力涵盖了数据迁移的所有应用场景，是数据迁移的进阶版本，数据加载上
线后会完全取代数据迁移的功能。

6.5.3 数据加载支持哪些数据源？

数据加载支持不同存储之间的数据迁移，源端支持OBS（数据湖OBS和租户OBS）、
HIVE或DWS存储。目标端支持OBS（数据湖OBS）、HIVE、DWS或HDFS存储。同时
支持本地上传数据至OBS（数据湖OBS）。

6.6 数据处理

6.6.1 数据处理支持什么类型脚本？

目前数据处理仅支持Python脚本。数据处理集成了华为公有云ModelArts服务的引
擎，用来执行用户自编码的Python脚本。

6.6.2 运行环境如何安装 Python 包？

Python运行环境已安装常用的python包。如果没有，可通过如下步骤安装：

1. 本机下载pip包。

2. 将pip包上传至OBS。

3. 在代码中下载OBS中pip包。

4. pip本地安装。

import os

os.system('pip install pacakge')

6.6.3 数据处理可以处理哪些数据源中的数据？

目前仅支持读写OBS桶中的数据。如果读写租户OBS中数据，可以使用ModelArts提供
的MoXing的API能力，实现读写OBS中的数据。

6.6.4 用户注销后，是否会清理数据服务对应的个人数据以及资源，
是否还会计费？

用户注销当前分两种场景：

● 用户在华为云上注销：在华为云注销的用户会发通知给市场，市场发起注销，并
通知服务彻底删除服务个人数据以及资源数据，并不会再继续计费。

● 用户在AI市场注销：市场发起注销，并通知服务彻底删除服务个人数据以及资源
数据，并不会再继续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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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数据探索

6.7.1 什么是数据探索？
数据探索（Data Explorer），是一个聚焦用户数据集（有权限访问的数据），用统一
的sql语法，为用户跨数据源探索价值数据的服务。

6.7.2 什么样的用户可以使用数据探索？
数据探索的目标用户是全网用户。

6.7.3 为什么别人可以看到 HDFS 数据源，我却看不到？
当前HDFS数据源只面向拥有“数据工程师”角色的用户，即没有“数据工程师”角色
的用户暂时无法看到该数据源（未来可能开放）。

6.7.4 为什么在 HIVE 数据源中，我只能看到少量的表，有的表也只
能看到部分字段？

出于数据安全考虑，部分数据源是受限访问的，具体的限制规则在DR服务（数据权
限）中设置，该服务可以设置用户待访问数据源及元数据的密级及归属群组。

6.7.5 数据探索支持跨不同数据源关联数据么？
支持。

6.7.6 什么是异步任务？什么场景下会触发异步任务？
当前数据探索的任务管理包括同步和异步两种模式。其中：

1. 同步任务只支持在单个数据源内查询时启用。

2. 跨数据源场景、文件系统数据源的带条件查询场景会启用异步任务，当同步任务
执行超时的场景，也会提示转入异步任务继续执行。

6.7.7 什么是模板？什么时候使用模板？
当用户期望保存当前的任务信息时，可以单击“保存为模板”将当前正在执行的任务
信息保存至自定义名称的模板中。再次发起相同或类似任务时，可以调度模板直接或
简单修改后执行。

6.7.8 什么是函数？什么是自定义函数？什么是内置函数？
数据探索允许用户在使用SQL脚本发起任务时，在脚本中引入函数，以实现特定的功
能。

其中函数包含自定义函数和内置函数两种：

1. 自定义函数指用户通过脚本（当前暂只支持Python）自定义的函数实现，注册成
功后可以重复被不同的任务引用。

2. 内置函数只系统内置的常用函数，如count、max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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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数据标注

6.8.1 标注数据来源？
时序数据标注工具支持读取租户OBS桶中的csv文件。

在集成管理控制台页面管理租户资源，可以申请OBS桶，上传文件、查看文件列表、
删除文件。

6.8.2 重新标注结果文件中，为什么还需要导入 KPI 原始文件？
标注结果文件是与原始文件具有同样时间戳及KPI数据列的.csv文件。标注结果文件中
没有具体的数据值，只是针对于每个值的标注信息。因此，对标注结果文件重新标注
时，需要导入KPI原始文件，提供原始数据值。

6.8.3 是否支持批量数据标注？
数据标注支持连续时间戳内批量标注数据、连续时间戳内指定值域范围内批量标注、
任意连续区域内批量标注、自动检测标注或自定义阈值规则的批量标注。多分类标注
不支持自定义阈值规则标注。

1. 连续时间戳内批量标注数据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1 单击 ，选择横向选择工具。

步骤2 在图表区域需要标注的起始时间戳处单击，拖动鼠标到终止时间戳。

步骤3 在弹出的“横向选择标注”对话框中进行标注。

步骤4 单击“确认”，完成批量标注。用户确认保存后，结果会保存到租户OBS桶。

----结束

2. 连续时间戳内指定值域范围内批量标注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1 单击 ，选择纵向选择工具。

步骤2 在图表区域需要标注的起始纵坐标值处单击，上或下拖动鼠标到终止纵坐标值处。

步骤3 在弹出的“纵向选择标注”对话框中进行标注。

步骤4 单击“确认”，完成批量标注。用户确认保存后，结果会保存到租户OBS桶。

----结束

3. 任意连续区域内批量标注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1 单击 ，选择局部选择工具。

步骤2 在图表区域需要标注的区域位置处单击，拖动鼠标直到所选区域覆盖待标注的数据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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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在弹出的“局部选择标注”对话框中进行标注。

步骤4 单击“确认”，完成批量标注。用户确认保存后，结果会保存到租户OBS桶。

----结束

4. 自动检测批量标注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1 单击 ，打开自动标注页面，选择“自动检测”页签。

步骤2 单击“确定”，系统按照检测规则完成检测以及自动标注。

----结束

5. 自定义阈值规则的批量标注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1 单击 ，打开自动标注页面，选择“阈值规则标注”页签。

步骤2 在“规则适用指标”栏确认阈值规则适用的指标。

步骤3 在“阈值规则列表”栏单击“增加”，配置阈值规则具体内容，完成一条规则配置
后，单击规则“操作”列的“确定”。

可以同时配置多条阈值规则，时间范围可以不连续，但是不同规则之间时间范围不能
有重叠。大于 大值或小于 小值的数据将会被标注为异常点。如果不设置 大值和

小值，则该时间范围内所有点均会被标注为异常点。

步骤4 单击“确定”，完成批量标注。

----结束

6.8.4 待标注数据文件格式要求？
关于待标注数据文件格式要求，请参考《数据资产管理服务用户指南》中“工具箱 >
时序数据标注 > 待标注文件及数据配置 > 数据格式要求”章节的“文件格式基本要
求”和“待标注指标数据文件格式要求”描述内容。

6.9 安全管理

6.9.1 什么是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提供授权管理和安全工具，帮助用户对数据进行用户级、属性级的使用控
制，对数据进行安全处理，满足数据合法合规使用的要求。

6.9.2 安全管理中的数据分层、实体和属性的含义是什么？
数据分层用于存放数据实体，数据实体类似于数据库的表，实体的属性类似于数据库
表的各个字段。通过设置安全管理平台的数据分层、实体和属性的密级，可以控制用
户对数据的访问权限。

6.10 安全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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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1 什么是数据安全审计

用户所有对数据的读取、修改、删除、销毁等动作，都会记录在数据安全审计中。数
据安全审计人员会定期审计用户数据操作。确保用户数据操作都是合法合理合规的。

6.11 数据备份

6.11.1 备份失败怎么处理？

在数据备份过程中，如果发生了异常，备份失败，则展示上一次备份成功的记录。
小粒度支持24h的备份。

6.12 数据恢复

6.12.1 恢复失败怎么处理？

在数据恢复过程中，如果发生了异常，恢复失败，需要SRE手动将备份的数据恢复到租
户的OBS桶中。

6.13 数据准备

6.13.1 数据服务的优势是什么

数据准备支持任务、工程的复用，通过复用任务和工程，可以快速的创建工程和启动
工程。

6.13.2 私有模板和公共模板的区别是什么

模板用于不同用户之间的项目共享，模板包括私有模板和公共模板，两者的区别如下
所示。

● 私有模板：如果用户想要后续重复使用自己已创建的项目或想要将自己已创建的
项目共享给同一租户下的其他用户，则需要将项目保存为私有模板。保存私有模
板之前用户不需要创建私有模板的目录。

● 公共模板：包括电信领域公共模板和AI应用模板。

– 电信领域公共模板：如果用户想要后续重复使用自己已创建的项目或想要将
自己已创建的项目共享给所有其他用户，则需要将项目保存为电信领域公共
模板。在保存电信领域公共模板之前，用户需要先创建电信领域公共模板目
录，如果当前租户下其他用户已创建目录并且满足需要，则当前用户可以不
创建目录。

– AI应用模板：如果用户想要同时使用多个电信领域公共模板来实现不同类型
数据的同时采集、解析、治理、发布，则需要创建包括多个电信领域公共模
板的AI应用模板。在创建AI应用模板之前，用户需要先创建AI应用模板的目
录，如果当前租户下其他用户已创建目录并且满足需要，则当前用户可以不
创建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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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1-12-10 修改支持解析哪些类型的数据章节。

2021-08-30 新增用户注销后，是否会清理数据服务对应的个人数据以及资
源，是否还会计费？章节。

2021-07-30 修改数据服务的优势是什么章节。

删除“数据资产管理服务脚本的执行类型有哪些”章节。

2021-06-30 调整文档的目录结构，修改如下章节：

● 数据集

● 数据接入

● 数据建模

● 数据解析

● 数据加载

● 数据处理

● 数据探索

● 数据标注

● 安全管理

● 安全审计

● 数据备份

● 数据恢复

● 数据准备

2021-03-30 删除“元数据管理与数据处理（旧版本）”服务章节。

2021-02-28 新增服务：本地上传、数据接入、数据解析。

2021-01-30 同步软件修改如下章节：

物理实体支持哪些数据源？

新增如下章节：

● 系统管理

● 数据备份与恢复

● 备份失败怎么处理？

● 恢复失败怎么处理？

2020-7-30 同步软件修改如下章节的名称：

● 数据开发

● 数据标注

● 数据服务

● 数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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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0-6-30 调整文档的目录结构：修改原“数据开发”父章节为“通用
类”，新增基础工具类父章节，将数据开发、数据安全、数据
服务、数据标注移到基础工具类父章节下面，将原附录中的
“元数据管理与数据处理（旧版本）”章节移到数据开发下
面。

修改文档中“数据准备”为“数据资产管理服务”，修改“流
程”为“项目”。

2020-5-30 按照数据资产管理服务新版界面，调整文档的目录结构：修改
原“数据准备”父章节为“数据开发”，新增“治理工具”、
“安全工具”、“管理工具”、“智能工具”、“附录”父章
节，将除“数据开发”之外的其他服务章节移到父章节下面。

修改如下章节：

私有模板和公共模板的区别是什么

新增数据安全审计，对应章节为“安全审计”。

2020-03-30 新增3个服务：数据加载、元数据管理（新版本）、数据处理
（新版本）。

元数据管理与数据处理更名为：元数据管理与数据处理（旧版
本）

数据权限管理更名为：数据安全服务。

2019-12-30 新增数据准备。

2019-10-30 时序数据标注新增待标注数据文件格式要求？章节。

数据探索新增如下章节：

● 什么是模板？什么时候使用模板？

● 什么是函数？什么是自定义函数？什么是内置函数？

2019-04-30 第一次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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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产品术语

A

AML

自动化机器学习。提供业务人员可以直接使用的各类机器学习应用服务，用户仅需提
供训练数据和业务目标即可得到精准的挖掘结果，所有服务通过rest接口实现，可以方
便的集成到各业务系统中。同时AML支持定制人员开发新的插件服务，支持将已有的
业务经验集成到AML中，和预置的分析服务共同影响挖掘结果。

B

B域

业务域数据，例如CRM系统、Billing系统等。

标注结果文件

用户对原始数据进行标注，标注后保存在租户OBS桶资源中的结果文件。支持用户根
据实际情况定义和使用标识。

C

采集

从数据提供者侧获取数据。

CDM

融合数据模型。电信行业领域模型，整合运营商的数据资产，把海量离散的、碎片化
的数据加工形成具有商业价值的信息。

CDR

呼叫数据记录。包含控制面数据，体现了用户通话或者WEB业务信息，并能从侧面反
映业务质量。

计费记录数据。是指从IMS网元接收的计费消息经过iCG9815的处理后生成的话单；用
来提供给计费中心对用户进行计费。

存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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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待标注数据文件和标注结果文件的OBS桶。用户可以选择归属于当前租户的OBS
桶和标注服务私有OBS桶。

CL标注

Continual Learning特定场景下的标注类型。待标注的数据文件是有特定结构的窄表数
据。

D

待标注文件

待标注的时序指标数据文件。文件至少包含一列时间序列数据和一列指标数据。

点标注

对单指标点的标注。一个标注结果数据点对应单个指标数据点。

F

发布

指定人员从特定系统中（当前阶段仅从数据权限）同步元数据，按照一定规则将数据
放入到数据集中，供消费者订阅使用。

服务私有空间

租户订购时序数据标注工具后，分配给该服务的私有OBS空间。其他服务不可见。

G

告警

设备或网络系统轮询发现故障时所上报的信息。

告警源

产生告警事件的告警设备。

公共模板

在不同的租户下， 用户可以复用已有脚本、任务或项目，只需要修改部分参数即可快
速成功运行项目，这个被复用的脚本、任务或项目被称为公共模板。

管理侧权限

管理侧权限是指一个租户在数据服务中具有Data Operation Engineer或Data Owner
角色的用户，对于数据集具有发布（或删除）数据集的权限或是审批数据集发布（或
删除）申请的权限，以及具有浏览、查询、订阅和下载已发布数据集的权限。

GTS采集框架

由华为的GTS部门研发的统一采集框架，支持云地采集场景的数据接入能力。

管理侧权限

管理侧权限是指一个租户在数据服务中具有Data Operation Engineer或Data Owner
角色的用户，对于数据集具有发布（或删除）数据集的权限或是审批数据集发布（或
删除）申请的权限，以及具有浏览、查询、订阅和下载已发布数据集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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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CSO

Huawei Cloud Stack Online是华为云在客户数据中心的一种延伸，以一体化全栈方式
交付完整的云服务平台，与华为云统一架构、统一服务、统一API。

HDFS

HDFS是Hadoop的分布式文件系统，在“数据探索”中可被作为一种文件数据源使
用。

HEC

Huawei Enterprise Cloud，华为公有云。NAIE数据服务部署在华为公有云上。

HIVE

HIVE是基于Hadoop的一个数据仓库，在“数据探索”中可被作为一种数据源使用。

函数管理

数据探索允许用户使用自定义脚本（当前仅支持Python）注册函数，并可以重复在任
务中使用以实现特定的能力。

I

IAM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统一身份认证服务，提供适合企业组织结构的用
户管理机制，为企业成员分配不同的资源及操作权限，通过访问密钥以OpenAPI的方
式访问公有云资源。

J

机密

对公司运营管理非常重要或内容非常敏感，其泄露会使公司利益遭受巨大损害，且影
响范围广泛；只适合在极少数人员或指定岗位范围公开的信息。如：重要产品的路标
规划、营销策略、经营分析报告、销售项目一览表、商务授权及价格信息。

假名化

为了限制通过个人数据来识别数据主体，个人数据中包含的身份信息可以被假名替
代，这种替代就是假名化。假名化的两个属性是：（1）和假名相关联的其他属性不足
以识别出这些属性关联的数据主体；（2）除假名分配者外，隐私相关方（例如数据控
制者）在有限的努力下无法根据假名逆推出数据主体。假名化以后的数据依然属于个
人数据。

解析

将不可读取使用的数据或文件，通过一定的方法或手段，转化为可读取使用的数据或
文件， 供后续流程处理。

绝密

对公司市场竞争、领先对手起决定性作用，其泄露会使公司利益遭受巨大损害，且影
响范围广泛；只适合在极少数人员或指定岗位范围公开的信息。如：核心算法、定价
策略、战略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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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KPI原始文件

未标注过的原始数据集。

控制流

用于对任务的编排，用于控制任务之间的执行流程。控制流各个任务之间没有数据流
向。

L
流式数据

数据以字节流、消息等方式实时产生和传递，一般由Kafka、字节流接口、Rest接口等
实现对接。

M
MRS

MapReduce服务打造了高可靠、高安全、易使用的运行维护平台，对外提供大容量的
数据存储和分析能力，可解决各大企业的数据存储和处理需求。用户可以独立申请和
使用托管Hadoop、Spark、Hbase和Hive服务，用于快速在主机上创建集群，提供海
量数据的实时性要求不高的批量数据存储和计算能力。

M域

企业管理域数据，例如财务系统、固定资产等。

秘密

是公司比较重要或敏感的信息，其泄露会使公司利益受到一定损害，但影响范围有
限；适合在体系、部门或特定组织范围公开的信息。

密级

根据安全的重要性划分的等级。分为外部公开、秘密、机密和绝密四种状态。

模板管理

用户可以在任务创建过程中，将当前待执行的任务信息保存为自定义名称的模板，待
下次期望发起相同或类似的任务时，可以调度该模板直接或稍作修改后发起任务。

O
OBS

基于对象的云存储服务， 在“数据探索”中可被作为一种文件数据源使用。

O域

网络域数据，例如信令系统、拨测系统、话务网管、数据网管、传输网管、网优系
统、综合资源。

P
批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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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式数据是指数据产生后在采集的时效性不高的情况下，大多以文件的形式进行传
递，具有一次性、周期性的特点，一般走SFTP、HTTPS带附件等接口协议进行传输。

R
任务管理

“任务管理”是“数据探索”的任务管理区，用户可以在该区域找到历史发起的探索
任务。

S
私有模板

在同一租户下，用户可以复用已有脚本、任务或项目，只需要修改部分参数即可快速
成功运行项目，这个被复用的脚本、任务或项目被称为私有模板。

SRE

网络可靠性工程师。SRE起源于国外大型互联网公司，直接掌管着互联网公司的机器和
服务，保证网站不宕机是他们的使命。SRE基本是从软件研发工程师转型，有很强的编
程算法能力，同时具备系统管理员的技能，熟悉网络架构等，是一个要求非常高的职
业。大部分人理解SRE等于传统运维工程师(OP)或者系统管理员(SA)，实则不然，这
两类角色离一名合格的SRE还有太大的差距，完全无法匹配得上这个称号。

数据安全

数据安全关注数据治理过程中与数据相关的安全保障技术及相应的管理办法，包括：
数据权限控制、数据去隐私化、数据加解密、数据访问审计等；保证数据可信、可
用。

数据备份

将重要数据拷贝到备用存储区中的方法，用以防止原存储空间损坏或崩溃。

数据标准

数据标准为数据模型的设计提供了规范和约束，为元数据和数据的质量保证提供了技
术支撑。本期版本的数据标准主要包括：数据分层标准、模型设计标准（逻辑实体命
名、字段命名、数据类型等）、模型库、业务术语等。

数据湖

数据湖是一种在系统或存储库中以自然格式存储数据的方法，它有助于以各种模式和
结构形式配置数据，通常是对象块或文件。数据湖的主要思想是对企业中的所有数据
进行统一存储，从原始数据转换为用于报告、可视化、分析和机器学习等各种任务的
转换数据。

数据集

数据集是一种由数据所组成的集合，这些数据通常具有相似的特征或支撑目标。

数据目录

数据目录是为开发者提供数据集开放流通的平台，支持数据集的发布、订阅、推送、
回收等。

数据源

数据源是指数据的来源，是提供某种所需要数据的器件或原始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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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治理

数据治理借鉴资产管理的方法理论来管理数据，对进入平台的数据进行标准化的规范
约束。以元数据作为驱动，连接数据的标准管理、数据质量管理、数据安全管理的各
个阶段，形成统一、完善的数据治理体系。

数据质量

通过计划、实施和控制活动，运用质量管理技术，度量、评估、改进和保证数据的恰
当使用。数据质量管理的总体目标：标准化、体系化、自动化的全面数据质量管理，
以达到数据质量控制的全面性、可控性、可度量性、可迅速定位和有效解决。

数据资产

数据资产是指数据服务以提升数据资产的管理水平和数据资产的使用效率为目标，搭
建数据管理框架，实现统一的数据资产视图、数据资产台账化、指标来源可追溯、数
据质量监控的全过程。

数据来源

标注服务可以使用的OBS桶来源。

水印

数字水印过程就是向被保护的数字对象（如静止图像、视频、音频等）嵌入某些能证
明版权归属或跟踪侵权行为的信息，可以是作者的序列号、公司标志、有意义的文本
等等。 从视觉角度，分为可见水印和不可见水印。顾名思义，就是以嵌入水印后，能
否被人以肉眼识别水印为依据划分的。

实例化

应用模板实例化的过程，即使用应用模板快速创建项目的过程。

T

探索工厂

“探索工厂”是“数据探索”的主工作区，用户登录服务后，可以在该工作区发起探
索任务。

TLS

Transport Layer Security。安全传输层协议，用于在两个通信应用程序之间提供保密
性和数据完整性。该协议由两层组成：TLS记录协议（TLS Record）和TLS握手协议
（TLS Handshake）。较低的层为TLS记录协议，位于某个可靠的传输协议（例如：
TCP）上面。

同步任务

指在用户发起后实时返回任务执行结果的探索任务，当前只支持在单个数据源内探索
数据时发起。

拓扑

一个局域网内或多个局域网之间的设备连接所构成的网络配置或布置。

W

外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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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可在公司外部公开发布的信息，不属于保密信息。

网元

网络单元，包含硬件设备及运行其上的软件。

X

xDR

用户面和控制面数据详细记录的统称。

血缘分析

血缘分析（又叫血统分析）是指从某一实体作为起点，往回追溯其数据处理过程，直
到相关的数据源接口。为实现血缘分析功能，对于任何指定的实体，首先获得该实体
的所有前驱实体，然后对这些前驱实体递归地获得各自的前驱实体，结束条件是所有
实体到达数据源接口或者是实体没有相应的前驱实体。

训练集

训练集是指在机器学习和模式识别等领域中，用来估计模型的数据集。

消费侧权限

消费侧权限是指一个租户在数据服务中除了Data Operation Engineer或Data Owner
角色的其他用户及其他租户下的所有用户，对于数据集具有浏览、查询、订阅和下载
已发布数据集的权限。

Y

异步任务

只在用户发起后用户保存“任务名称”异步执行的探索任务，用户可以在“任务仓
库”后查看异步任务的执行状态及结果。

云地采集

NAIE数据服务部署在公有云上，地端指电信网络侧。通过数据接入对接电信网络的网
管或设备，实现数据采集入湖。

Z

整行标注

整行记录标注，一个标注结果数据点对应一整行记录。

治理

数据治理借鉴资产管理的方法理论来管理数据，对进入平台的数据进行标准化的规范
约束。以元数据作为驱动，连接数据的标准管理、数据质量管理、数据安全管理的各
个阶段，形成统一、完善的数据治理体系。

租户OBS桶

租户订购服务后，分配该租户的公共OBS桶，以及该租户在集成管理控制台订购的
OBS桶。该租户订购的所有服务均可以访问使用。

作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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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数据处理作业脚本的OBS桶。

工作位置

存储数据处理作业脚本的OBS路径。工作位置会根据用户输入的作业名称和作业位
置，自动生成。

执行引擎

数据处理作业执行Python脚本的运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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