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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黄车ofo基于MaxCompute1.0 
vs 2.0性能评测实践

摘要

ofo小黄车大数据BI系统负责人龙利民为大家分享了ofo的上云体验，重点分享了

MaxCompute的应用实践，最后对阿里云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需求。

关于ofo小黄车

共享经济不仅与技术相关，它还关乎人类共同命运，关乎可持续发展。它带来的

不仅是出行领域的一次改变，还让人们在生活、居住等诸多领域进行更多的尝试。

ofo不仅仅是一辆自行车，它还是自行车和智能硬件的结合，是自行车技术和互

联网技术、通信技术、大数据技术、移动支付的结合，通过共享的方式，将环保、普

惠、高效便捷的出行服务带给用户。

通过共享单车，ofo用两年多时间，已经连接了超过一千万辆自行车，为全球用

户提供了超过40亿次出行服务，在新加坡、英国、美国、哈萨克斯坦、泰国、马来西

亚、日本、奥地利等19个国家超200个城市同步开展运营，目前在全球已有2亿多用

户，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长。

解决方案

我们采用的是阿里云MaxCompute大数据计算服务，它能提供快速、完全托管的

PB级数据仓库解决方案，使您可以经济并高效的分析处理海量数据。

龙利民
ofo大数据BI系统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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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MaxCompute的感悟有两点：

第一，非常稳定。每次版本升级和更新都是灰度发布状态，对我们来讲，它的可用性可以做到99.99%；

第二，非常快。快体现在计算性能很快，今年ofo数据量呈爆炸式增长，数据处理的性能给我们大数据团队带来了新的挑

战，ofo在2017年7月从MaxCompute1.0升级到2.0，升级后的性能提升了一倍以上。MaxCompute2.0开发了全新的解析器，并引

入了基于代价的优化器。在兼容Hive语法语义和开发应用各种基于规则的优化器(Rbo)的前提下，引入和开发了基于统计数据指导下

更精确的optimizer（优化器）组件，增加了全新的优化规则。

（图1：在MaxComputeV2上每天大数据作业数量及大数据作业完成时间的提升效果）

快也体现在服务很到位，我们做资源隔离和获取资源使用率时，阿里云能够在一星期内响应我们的需求，试用一段时间后发布

到MaxCompute公共平台上，并且阿里提供7×24小时服务， 有任何问题和困扰都能够得到及时解决。

客户收益

运营效果提升

有了MaxCompute之后，我们开始建立数据模型，建立聚类，通过历史订单、人流信息学习出哪个地方需要多少量车，从哪个

地方收车，对于冷区数据进行适当回收，对于热区数据增加投放。模型建立后，我们指导线下进行调度，评估数据需求，线下运营

效率提高了50%以上。

客户故事 / Custom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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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不同人群进行了不同分类，不同人对用户金额敏感程度不一样，我们对不同人群的用户使用ofo频率和拿到红包后再次

使用情况使用了不同的策略，红包对于订单峰值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我们也做了很多微博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有效拉升我们的订

单。

MaxCompute性能的提升，可以帮助我们轻松处理ofo每天3200万日订单量，整体运行效率提升76%。

大数据平台运维成本大幅降低

ofo将所有精力都放在业务上，在人力投入上只投入了0.5个人，节省了自建平台在学习成本、开发成本、管理成本、投入机房资

源和运维成本的总成本，“相比自建物理集群，使用阿里云MaxCompute的总成本有较大降低，应用开发效率有很大提高。

更专注业务

术业有专攻，我们将更多的任务放心交给阿里云，相信阿里云比我们做的更好，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厂商都能够使用数加平

台，真正去挖掘数据的价值。

我们现在对数据的实时性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使用阿里云分析型数据库越来越多，我们希望能够整合离线计算和实时计算，做

到产品对外界无感知。我们也希望使用数据平台时，能够有更多帮助分析师使用的工具，将更多的功能加入到MaxCompute中，这

能够使分析方便、排查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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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云MaxCompute携手华大基
因打造精准医疗应用云平台

摘要

华大基因股份公司总监金鑫介绍了华大基因，并浅谈了与阿里云的情缘，包括

MaxCompute等方面应用案例。一起来看下吧。

关于华大基因

华大基因是中国最领先的基因科技公司，华大基因为消除人类病痛、经济危机、

国家灾难、濒危动物保护、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提供分子遗传层面的技术支持。目

前，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的三个公司可以生产、量产临床级别的基因测序仪，华大基

因是中国的唯一一家。我们在基因的产权研发方面从1999年开始做了很多的工作。在

2014年，我们与阿里云有了初步的接触，在2015年上线了我国第一个基因云计算平

台。

 

挑战

我们与阿里云合作是因为我们看到基因技术从过去的只在实验室中逐渐进入到广

大群众的生活场景当中，不管是在医学健康方面、生殖健康方面、肿瘤防治方面、病

原感染方面还是农业育种，以及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健康管理，基因技术已经取

得越来越多的应用场景，在国产基因测序仪的助力之下，基因数据产生的体量也越来

越庞大，远远的超出了原有的计算能力所能支持的范围。

 

解决方案及架构

针对上述情况，华大基因业务逐步迁移到阿里云计算平台之上。 

新的日志分析架构如页面下方架构图所示：

金鑫
华大基因股份公

司总监

Customer Story / 客户故事客户故事 / Customer Story



方案涉及的阿里云数加平台组件有：

·大数据计算服务（MaxCompute），是一项大数据计算服务，它能提供快速、完全托管的PB级数据仓库解决方案，使您可以

经济并高效的分 析处理海量数据。

·批量计算（BatchCompute），一种适用于大规模并行批处理作业的分布式云服务。BatchCompute可支持海量作业并发规

模，系统自动完成资源管理，作业调度和数据加载，并按实际使用量计费。BatchCompute广泛应用于电影动画渲染、生物数据分

析、多媒体转码、金融保险分析、科学计算等领域。

·对象存储（OSS），海量、安全、低成本、高可靠的云存储服务，提供99.99999999%的数据可靠性。使用RESTful API 可以

在互联网任何位置存储和访问，容量和处理能力弹性扩展，多种存储类型供选择全面优化存储成本。

正是这样的背景之下，在非常强劲的需求驱动下，我们与阿里云开始了合作，使用了阿里云计算存储的多款产品，尤其包括批

量计算、MaxCompute等一些异构计算方式，使我们原先需要几周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的计算任务在一两天内得以解决。在我们

现在进行的百万人基因组项目中，阿里云的MaxCompute技术帮助我们大大加速了对于人群结构的分析速度的进展。

客户收益

每个人的基因数据为100G，传统计算方式处理需要三到五天，使用MaxCompute使得整个分析可以在一小时内完成，大大加

速了数据吞吐速度和交付速度。另外，在对百万人的基因数据进行遗传结构分析时，我们需要把每一个人与剩余的所有人进行遗传

距离计算，这个计算量是巨大的，计算复杂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计算条件下硬件设备所能承受的能力范围，通过使用MaxCom-

pute，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技术突破，其中，我们在几小时内就可以把一个人与十万人中所有遗传距离进行计算，将计算成本

大幅降低至1000美金之内。这样的例子我们还在不断的开发中，相信MaxCompute也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在存储方面，我们也使用了阿里的产品，每年我们会产生非常多的基因数据，明年我们计划对十万人进行基因组的基因测序和

分析，我们将与阿里云计算平台一起在2018年用国产测序仪完成计算、分析和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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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Compute2.0助力众安保险
快速成长

摘要

2017云栖大会阿里云大数据计算服务（MaxCompute）专场，众安保险数据总监

王超群带来MaxCompute助力众安保险方面的演讲。本文主要从MaxCompute优势

开始谈起，进而谈及大数据能够为公司运营带来的好处，最后重点分析了众安保险的

数据平台建设，包括任务调度、元数据和数据质量监控等。

以下是精彩内容整理：

众安保险作为国内第一家互联网公司，我们从创立之初计算平台就使用Max-

Compute。

为什么会选择MaxCompute？

成立之初我们也在自建平台和MaxCompute上作出了选择，我们主要从五方面考

虑：健壮性、与应用系统交互、扩展性、强数据安全和低成本。

健壮性：7*24的服务能力、异常恢复时长；

与应用系统交互：数据源的获取与数据输出效率和成本；

扩展性：当数据成倍增长时，计算能力弹性；

王超群
众安科技数据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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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安保险的数据平台建设

每串数字后面都是公司全体员工努力的结果，那么，基于MaxCompute数据平台做了哪些事情呢？怎样支撑业务快速发展？

数据平台分为平台工具、数据监控和数据服务。数据本身是有多源异构数据，数据价值体现在于它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只有把

数据经过加工、质检提供到用户手中，才能产生价值。平台工具包括MaxCompute、数据同步、任务调度和计算存储管理；数据监

控有预警系统、元数据、血缘关系和数据质量；数据服务包括数据门户、自助取数和服务API。

任务调度系统

数据安全：数据异常攻击防护，提供多层沙箱防护及权限体系；

成本：自建成本和MaxCompute成本对比。

首先，2013年能够提供完整能力的计算平台并不是很多，MaxCompute孵化于阿里金融的生产系统验证后对外输出，支持5000

台以上的计算能力，满足我们对弹性和扩展性的要求；其次，我们对阿里云专业能力的信任，可以看到阿里云在国内的计算份额遥

遥领先；最后，MaxCompute不仅仅是一个计算平台，它还提供了分析和挖掘工具的能力支持，提供可用的IDE（DataWorks、-

Studio）开发工具，这会降低我们最初加工开发过程中的开发成本。

大数据能给公司运营带来哪些颠覆？

云计算和大数据整体生态链的发展如图，国内云计算年增长率超60%，AWS新增功能数可观，云计算正日益接近生活，从ha-

doop诞生以来，十年间产品丰富性大大增加，生态圈越来越大。

大数据不仅仅在于它的工具、平台和生态圈，更在于它能够赋能于人、场景，通过赋能支持生态发展，阿里每天都有上万人在

使用MaxCompute在工作，大数据是对人赋能创造的新职业，反过来从业者也会反馈大数据，丰富大数据的场景，在十年的发展

中，人和资源的投入也在反馈结果，同时还有资本的良性回报继续投入大数据行业，形成闭环。

众安是一家以保险为核心的公司，我们提供跨生态的连接，与各个子行业进行跨生态合作，包括电商、3C、汽车等，这些产品

打通了各个生态伙伴同时也会增加我们对用户的接触，通过与300多个生态伙伴的合作，我们积累了大量用户数据及信息。最终，我

们希望众安既能服务这些生态，又能通过数据积累、客户积累、品牌积累来做大做强众安自己的开放平台。

截至到2016年底，我们服务的用户为4.92亿，保单数72亿，为中国互联网的新生代提供了第一张保单。其中，30岁以下人群大

约占比50%，说明众安保险代表这新的生活理念方式，而且这群人群有着充足的资产生产能力，他们对保险的认可度和意识是更高

的，他们是将来的消费主力。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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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调度本质上是要完成数据加工工作流的状态，数据加工是一个多链路的过程，如何保证数据顺序的正确性，我们支持日、

周、月等不同周期调度，支持分组优先级，支持小时任务，支持自定义时间调度，日任务量超1W。

任务调度是一个有向图，每一个节点都可以看到来源数据是非常多的，红色数据代表出错状态，蓝色代表成功，绿色代表正在

运行，黄色是存在的状态。不同任务加工来源于很多的数据源，就会给我们带来困惑，如果信息出现错误，那么到底是自身任务出

错还是上游数据源结果引来的问题呢？那么，怎么让开发更快的定位问题，减轻开发成本，提供统一口径？我们通过元数据来解

决。

元数据

数据包括打通数据和数据间关系，利于模型优化和异常定位，打通数据与人之间的关系，利于成本优化。数据关系包括数据字

典信息、血缘信息、存储和产出信息、表责任人信息和业务元数据信息，推动存储计算优化来降低MaxCompute使用成本。

左图为数据间的基本信息，还有数据产出信息、血缘关系；右图展示表的来源，输出会影响下一轮哪些表，获取信息以后，我

们会把数据和数据之间打通，人和数据之间打通。

存储优化后成本下降了30%，通过存储计算优化降低无效存储，计算效率会提升。

数据质量监控

数据质量监控通过切片方式嵌入到任务自身执行状态中，执行任务的自处理，自己判定自己的状态，基于规则与模板验证数据

的准确性，只有Ok才会被下游使用，这样避免了数据污染，自身暴露错误不依赖于下游。它的特点是利用MaxCompute的统计项

收集功能，规则是统计项规则，包含表和字段级别，模板为规则+周期+统计函数的整合，把事后监控变为事中监控，支持用户自定

义，覆盖重点任务，覆盖率30%。

数据服务与安全

在消费时，我们会去考虑哪些东西呢？数据是要开放和流通的，在开放和流通中我们还要小心什么？数据泄露和安全都会导致

公司的灾难。

在技术上，我们基于ACL与角色管理，赋予不同等级，我们做了表和字段级别的权限等级控制，建立敏感信息掩码、涉密信息

的加密审批流程，开放与安全,基于技术控制和流程控制，各种角色需要数据。开放基础是安全控制，开放关键在流程管理，我们在

开放与安全间做平衡。

在数据平台的建设中，要保持可用、易用、适用三个阶段，需要经历多次迭代升级系统。数据即服务，要满足用户不同的数据

需求，数据是基础设施，每家公司都面临数据平台的搭建和使用。

MaxCompute生态的丰富，资源与工具的共享，对挖掘算法的深入及支持都可强大到满足我们的使用需求，我们可以有更多时

间去接触用户，为用户创造价值。MaxCompute成本也在逐步下降。未来，希望MaxCompute提供更多种模式支持，包括UDF\资

源库如IP库，包括挖掘的python算法包、人工智能平台支持。

Customer Story / 客户故事客户故事 / Custom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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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有大概超过一万四千名阿里巴巴内部的开发者会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开发，也就是每四个阿里员工中就有一个在使用这个平

台。每天有超过三百万个作业在这个平台上运行，几乎涵盖了阿里内部所有的数据体系，包括支付宝的芝麻信用分，淘宝商家的每

日商铺账单以及“双11”的大流量处理都是在这个平台上进行的。MaxCompute平台有上万台服务器分布在多个不同地域的集群

中，具备多集群的容灾能力。在公共云上，MaxCompute每年以250%的用户量和计算量在增长。此外MaxCompute对接到专有云

平台上提供了几十套的部署，这里包括了大安全、水利等所有政府业务，也包括城市大脑项目，几乎所有城市大脑项目的底层都是

使用这套系统做存储和大数据计算服务，以上就是对于MaxCompute平台的整体定位。

如下图所示的是MaxCompute平台技术全景图。其中最底层是计算平台，最下面是数据流入流出的数据总线，称为DataHub，

它现在也为公有云提供服务。数据会通过DataHub流入到MaxCompute大数据计算平台上来，在MaxCompute平台上会与包括

人工智能平台在内的所有平台进行互动构成完整数据平台的计算体系。在这之上是开发套件，如Dataworks、MaxCompute Stu-

dio，其包括最基本的对数据的管理和认知、对于数据的开发以及对作业的开发和管理。针对于这样的开发和基础平台，向上提供的

计算服务包括语音转文本、光学文字识别、机器翻译以及智能大脑这些业务类的产品。在应用层就包括了向淘宝、天猫等比较老牌

的淘系产品以及比较新的高德、菜鸟网络以及合一集团等提供所有的技术服务，以上就是MaxCompute平台对内和对外的整体布

局。

二、阿里巴巴数据平台进化之路

接下来分享MaxCompute平台在过去的七八年时间里是如何演化的。在淘系建立之初，在2009年之前使用基本都是IOE的系

统，当时阿里更加偏重电商系的系统，属于垂直线的。当时每个BU都有自己的一套从上到下、从业务到平台的产品。2009年的时

11

MaxCompute 2.0：阿里巴巴的
大数据进化之路

摘要

在2017杭州云栖大会阿里云大数据计算服务（MaxCompute）专场上，阿里巴巴

通用计算平台负责人/资深技术专家关涛为大家分享了阿里巴巴的大数据计算服务的进

化演进之路以及MaxCompute近期的发展动向。 

本次分享将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

·阿里云大数据计算服务概述

·阿里巴巴数据平台进化之路

·MaxCompute 2.0 Moving forward 

一、阿里云大数据计算服务概述

阿里巴巴大数据计算服务MaxCompute的前身叫做ODPS，是阿里巴巴内部统一

的大数据平台，其实从ODPS到MaxCompute的转变就是整个阿里巴巴大数据平台的

演化过程。所以在本次会着重分享阿里巴巴大数据在过去七八年的时间所走过的路以

及后续技术发展大方向。

首先做一个基本的定位，大家可以看到下面这张图是一个航空母舰战队。如果把

阿里巴巴整体数据体系比作这个战队，那么MaxCompute就是中间的那艘航空母舰，

几乎阿里巴巴99%的数据存储以及95%的计算能力都在这个平台上产生。

关涛
阿里巴巴计算平台

负责人/资深技术

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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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小小数十个计算平台，这是业务初期的必然属性。而在技术上最终出现了两套体系，一套是基于开源的体系，另外一套则是基

于自研的体系。其实这两套体系在技术和架构上来讲或多或少都有相互的借鉴，但是在技术发展线路上又各不相同，在数据存储格

式、调度方法以及对外运算接口上也是各不相同的。当时遇到了以下几个问题：

·扩展性差，在两三年前的那个时候，Hadoop体系的NameNode，JobTracker，HiveServer等都还是单点系统，在稳定性层

面上存在一定的问题。

·性能低，在5K及以上的规模上引擎性能的提升有限，也就是在5K以下基本上可以做到线性扩展，但是超过5千台之后可能就

会有问题。

·安全性不够高，这一点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整个阿里巴巴在万人级别的规模上是一套标准的多租户体系。所谓多租

户就是阿里有很多个BU，每个BU之下有很多个部门，每个部门之下还有组和员工，那么每个BU以及每个部门之间获取的权限应该

是不同的，对于如何在数据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共享的要求非常高，对此基于文件的授权体系不能满足灵活要求。

·稳定性比较差，不能支持多个集群和跨集群容灾。

并且当时代码虽然开源但反馈回社区的周期很长，很多集群变成事实上的“自研”系统；这又进一步导致的版本不统一，各个

集群无法互联互通！当时出现的问题就是淘宝的数据天猫都无法使用，小微金融的数据其他的BU也无法使用，互相申请权限非常困

难，整个体系无法打通。但是大家都知道阿里巴巴不是依靠实体资产，阿里巴巴没有商品和仓储，内部最为核心的就是数据资产。

如果在平台性的体系中，数据无法做到互联互通和高效运转，那么就会对公司发展造成很大的危害。

所以阿里巴巴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漫长”和“昂贵”的登月过程。在登月计划中，阿里巴巴集团层面牵头，其中有名有姓的

项目大概有24个，当时的登月1号是阿里金融，登月2号是淘宝，这24个项目的“登月”总共历时了一年半的时间，将整个数据统一

到了一起。

为了保障“登月计划”的顺利实施，当时MaxCompute平台做了这样的几件事情：

·保证能够满足当时Hadoop集群所能够提供的功能，在性能方面至少不会比其他平台差。

·在编程接口层面，需要让编程模型等多个方面兼容。

·提供完善的上云工具和数据迁移/对比工具，使得可以方便地从Hadoop体系中迁移到MaxCompute上来。

·由于不得不在业务进行中升级，和业务方一起做无缝升级方案，“在行驶的飞机上换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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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使用的数据库基本都是Oracle，当时阿里巴巴拥有亚洲最大的Oracle集群，所以在那个时候戏称为Oracle之巅，当时的计算规

模已经到达百TB的级别了。然后发现随着淘宝运算量的发展，也随着用户量每年以百分之几百甚至上千的增长速率不断增加，Ora-

cle集群无法承接所有业务的发展，所以当时思考的第二个项目就是Greemplum。因为Greenplum与Oracle的兼容度比较好，所以

当时想到在Oracle遇到瓶颈的时候使用Greenplum做第二条的基础发展路线。

在阿里巴巴发展之初，各BU都以各自为战的状态发展，其实这也是各个公司在创立之初的普遍状态。大约经过了一年多的时

间，阿里巴巴又遇到了Greenplum的天花板，此时的数据量大概比Oracle扩展了10倍。但是此时发现Greenplum在百台机器之后就

很难再扩展上去了，但是即便是百台机器的规模对于阿里这样蓬勃发展的企业而言是远远不够的。2009年9月阿里云启动，当时给出

的愿景是要做一整套计算平台，其包括三大部分：底层的分布式存储系统——盘古、分布式调度系统——伏羲、分布式大数据存储

服务——ODPS，也就是现在的MaxCompute。

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第一个平台开始运行了，当时的ODPS就作为核心的计算引擎在其中发挥作用。到了2012年，这个平台

基本上稳定了，这时候开始做到数据统一存储、数据统一的标准化和安全统一管理。当做实现了上述目标之后，在2013年的时候开

始大规模的商业化。当时做了一个“5K”项目，也就是单集群突破5千台，同时具备多集群的能力，这种二级扩展能力基本上就标志

着阿里内部的数据平台的奠基基本完成。与此同时，因为在做这套产品时候，由于各个BU之间之前是各自为战的，有很多的BU采用

了开源的Hadoop体系，所以在当时有两套体系同时存在，一套称为云梯1也就是基于开源体系的，另外一套叫做云梯2就是阿里内部

自研体系的。那时候阿里巴巴的Hadoop集群做到了亚洲最大规模，达到了5000台，能够提供PB级别的数据处理能力。在2014年到

2015年，因为有两套技术体系并立，所以阿里内部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将整个技术体系进行统一，所以启动了“登月”计划。而在“

登月”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几个需求，第一个就是多集群的能力，第二个就是良好的安全性，第三个就是要有海量的数据处理能力

并且需要具备金融级的稳定性。基于上述需求，阿里巴巴当时选择了云梯2系统，也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MaxCompute。在2016年

到2017年，MaxCompute开始对内支撑所有的业务，并且也开始对外提供服务。多集群扩展到超过万台，并且开始全球化的部署，

现在MaxCompute在美东、美西、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香港、德国以及俄罗斯都部署了集群。

登月计划 – 一个统一的过程

接下来分享“登月”计划和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条技术路线。正如上述所提到的在执行“登月”计划之前，各个BU之间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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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态层面的发力。在底层，MaxCompute今年除了提供原始的文件格式之外还提供了Index的支持，提供了AliORC，它与社区

原生ORC兼容，性能却更高。此外，MaxCompute今年还开始做分级存储，除了内存和缓存以外，还会在SSD、SSD的HDD以及

冷备压缩存储上做分层存储，今年其实在内部已经提供了超密存储的机型，未来也会逐步地转移到公有云上来。

大数据计算 典型场景分析（从开发到上线）

下图所示的是大数据计算的典型场景分析，这也是阿里内部大多数员工以及云上的经常会接触的事情。通常情况下，一套大数

据体系的建立需要分成这样几个过程，需要从数据源到开发阶段再到生产阶段。首先，数据源可以是应用，也可以是应用的服务，

也可能来自应用的log日志。一方面可以将应用的信息通过log或者message的方式上传上来，另一方面很多数据信息其实落在DB

中，DB的binlog其实可以被采集下来同步到数据平台中。另外一部分数据源就是已有的存量数据。当拥有了这些数据之后可以通

过主动拉取、手动上传以及同步中心的方式将数据上传到集群中来。之后就可以进入开发阶段，开发阶段又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

部分是数据发现，也就是究竟有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通过IDE的方式做作业的编写或者做数据的编写。在开发阶段提供了通用计

算、机器学习、图计算以及流计算等。

在开发完成之后进入到生产阶段，在生产阶段的Workload就分成3部分、一类叫做Workflow，每个月生成一份账单报表就是

一个典型的Workflow任务，其特点就是具备周期性，比如每天、每小时或者每个月，这种类型的作业通常情况下作业量比较大，

但是周期性却是可以预测的。再往下就是Interactive Analysis，也就是交互式查询，大家可能某一天希望看到数据上的某些统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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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现了统一之后大致有这样三点好处：

·打造了集团统一的大数据平台。“登月计划”将阿里巴巴内部所有的机器资源、数据资源统一到了一起。因为数据具

备“1+1>2”的特性，所有的数据贯通之后，集群整体的利用效率、员工的工作效率以及数据流转等方面就变得非常高效的。到目

前阿里集团内部计算业务运行于MaxCompute集群上，总存储能力达到EB级别，每天运行ODPS_TASK超过几百万。

·新平台是安全的，同时可管理、能开放。因为阿里巴巴内部存储的数据和其他的厂商并不一样，阿里巴巴内部很多数据都是

交易或者金融数据，所以对于数据的安全性要求非常高，比如同一张表中不同的字段对于不同的用户而言权限应该是不同的，Max-

Compute平台提供了这种细粒度的安全性。在登月的过程中，不仅将数据统一到了一起，还实现了数据分级打标、数据脱敏、-

MaxCompute授权流程、虚拟域接入在云端查询版等工作。

·新平台具备高性能和全面的数据统一。随着把数据统一到一起，阿里巴巴在管理平台上也做了统一化，比如统一的调度中

心、同步工具和数据地图等，通过这些将阿里的数据体系进行全面的统一。而且新平台因为经过了很多的业务锤炼和梳理以及人员

的整合，整个团队在一个比较大的规模上可以投入到一个平台上做更好的性能优化和功能调优，所以在2014年存储资源优化节约几

百PB，通过梳理，各业务团队的作业数/计算量分别有30%-50%的下降，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得到全面的清理。

三、MaxCompute 2.0 Now and moving forward

接下来分享当阿里巴巴具备了内部的统一的大数据平台之后，未来在基础和业务上应该如何做。

MaxCompute 2.0 架构持续升级

在2016年杭州云栖大会上，阿里巴巴发布了MaxCompute 2.0，那个时候推出了全新的SQL引擎并且提供非结构化处理能力，

在2017年MaxCompute做了持续的创新和优化。如下图所示，MaxCompute 2.0实现了很多的技术创新，最上面MaxCompute提

供了DataWorks开发套件以及MaxCompute Studio；在运算模式上可以支持多种，比如批处理、交互式、内存以及迭代等。再往

下在接口层面，今年会推出一个新的查询语言叫做NewSQL，它是阿里巴巴定义的一套新的大数据语言，这套语言兼容传统SQL特

性，同时又提供Imperative与Declarative优势。

在引擎层面，优化器除了可以基于代价还可以基于历史运行信息进行优化。在运行时方面，将IO做成了全异步化。在元数据管

理、资源调度和任务调度方面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做到了Bubble Based Scheduling，也就是当将所有作业数据连接到一起进行

Bubble Shuffle的时候，要求上下游是完全拉起的，这对于资源的消耗是非常高的，而Bubble是通过做一个合理的failover的Group

在资源和效率上找到一个平衡点；另外一点是今年着眼于生态和开放性，可以和Hadoop以及Spark等集群做灵活的互动，这是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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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MaxCompute大数据平台的发展上，除了继续提升整体系统效率以外，时序化和开发效率也是今年的重点。

大数据计算 交互式BI类场景分析

在这三种Workload中重点分享一下其中比较基本的BI类的作业。为了实现这样的业务所以对于实时性有更高的要求，比如on-

lineJob的优化、热表Cache、Index Support等，还要有更优的查询计划、运行时的优化、生态连接、存储格式的进一步提升，需

要在数据上支持Index使得在进行运算的时候可以将数据聚集到更小的规模上去，以上这些都是相关的优化。

如下图所示的是OnlineJob的基本设计思想，OnlineJob主要是针对中等规模、低延迟的交互式场景，并且提供了可靠的服务，

目前在阿里巴巴内部60%的作业都以这种方式来运行。这个模式主要使用了这样的几点技术：

·进程常住（以服务的形式Stand by），进程随着作业完成之后不销毁，一直处于等待状态。

·进程可以做到作业间复用。

·网络直连，避免落盘。

·事件驱动的调度方式。

·基于统计和历史信息的自动切换，用户不感知。

817

息，然后基于这些信息做商业决策，这也许会写到明天的某一份报告里，这种是与开发者做交互的，写一个作业上去发现数据有问

题再调整回来，然后来回做这样的交互。第三点是基于时序或者流式的数据处理，这种处理比较典型的就是“双11”数据大屏，它

就是滚动的流式计算的典型特点，基本的生产场景就分为以上三大类。

这三大类场景的要求是各不相同的，在数据源层面，对于数据的上传，当数据量比较大的时候，隔离流控是一个技术要点。同

时当进入到生产阶段，数据的上传上载需要具备完整性的检查，包括需要进行规则检查的补充。当数据上传变成常规形态的时候，

每天都会进行数据上传的时候就有可能因为系统、应用或者数据源的问题导致数据断裂，这种情况发生之后就需要系统具备补数据

的能力。而系统也需要对于开发阶段提供必要的支持，因为开发阶段通常是小数据量的，代码和脚本的更新速度比较快，可能经常

处于试错的过程，所以需要系统具备准实时的能力、开发效率和Debug效率，这实际上是对人提出的要求。当进入到生产阶段的时

候，通常情况下作业相对比较固定，资源和数据量消耗大，对于稳定性的要求就比较高，系统需要提供系统级别的优化能力以及运

算能力。以上就是站在阿里巴巴的角度看的从开发到上线的大数据典型场景的分析。

大数据计算典型场景分析（从计算量和延迟的角度）

下图所示的是一个从计算量和延迟的角度看的数据轴，从数据量上看，从100GB到10TB再往上，最高可以到PB级别，在“双

11”当天，MaxCompute平台处理了上百PB的数据。在延迟的角度，会达到非常低的延迟状态。可以看到图中的橘色斜线，其含义

是当对于数据量以及实时性的要求越高成本就会越高，所以大数据计算的要求就是将这个轴一直向上移动，也就是能够在更短的时

间内处理更大量的数据的时候成本越来越低。

在作业分析来看，主要分成三块，其中最典型的数据清洗、数仓建立以及报表类的作业等通常情况下是以小时和天为单位运

行的，按照阿里巴巴的数据统计基本上20%这样类型的任务会消耗掉80%的计算资源，这样任务的特定就是基本上以定时任务为

主，query是固定的，所以通常情况下运行效率比较高。而实时监控类型的作业就是典型的流计算业务，比如像监控报警、大屏广播

等。而交互式作业大致分成两部分，一类是分析类的另外一类是BI类，BI类的意思是说大多数的人可能看不到Query和中间系统，

只能看到BI环境比如像阿里云对外推出的QuickBI，大家可以通过配置和拖拽的形式访问系统，这种用户通常是非技术人员，这对

于系统的交互性要求比较高，因为其是在UI上进行工作的，同时对于这样的工作一般有比较强的延时要求，一般是在秒级或者几十

秒之内完成这样的作业，所以通常情况下数据量比较小，要求数据提前整理好。而交互分析的数据量处于中小级别，有一定的延迟

要求。所以这样不同任务对应的不同的技术优化方案，Data Workflow就偏向pipeline型的作业，提升运行性能和效率是关键，对

于以开发类和BI类的作业为主的，作业量比较大占大头，但是整体资源占用率比较低，对于这种类型开发效率和时序化是关键。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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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MaxCompute作为大数据平台

为什么选择MaxCompute作为大数据计算平台呢？在商业层面来讲，有以下几点优点：

·MaxCompute是一个开箱即用的系统，大家完全不用考虑系统的规模问题。

·MaxCompute有很多性能层面的评测和优化，可以实现性能和性价比的最优。

·MaxCompute基于阿里巴巴内部的非常丰富的安全体系保障多租户情况下的数据安全。

·MaxCompute可以支持多种分布式计算模型。

·MaxCompute支持上云工具，包括社区兼容和生态链。

从整体流程来看，如果用户的数据已经在阿里云上了，那么就可以非常容易地通过多种形式迁移到MaxCompute上来。如果数

据在线下，可以通过专线或者VPN等形式在已有的数据集上通过各种同步工具迁移到云上。在云上可以通过数据集成和大数据项目

的开发工具进行开发。针对普通的数据集成可以使用Data IDE以及专门的插件进行开发。当进入集群中使用平台做数据计算服务的

时候，可以非常方便地实现与机器学习平台的联动，也可以和阿里云的推荐引擎、报表分析产品工具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819

下图所展示的是交互式BI类场景下一个优化的例子。传统基于MapReduce的方式拉起多个Mapper做Shuffle的时候数据会落到

磁盘里，然后再由下面的Join去读取，中间是割裂的，需要进行一次磁盘的数据交换，而MaxCompute的方式是做网络直连，这样

的好处是不用等到第一个Session做完，第二个Session就可以启动，而这样同时也会带来一个坏处就是当failover的时候Group就会

变得很大，所以需要做的额外工作就是在内存中及时地进行Checkpoint，这个Checkpoint也可以做到SSD上或者另外一台机器上，

这样的方式既提高了效率也降低了延迟并且能够保证failover Group不失效。

MaxCompute今年与Intel进行了合作在2017 BigBench新的大数据标准上做了评测，这个评测不再是简单地进行Sort，它一共

具有30多个Query，这里面包括了基本的SQL Query以及MapReduce Query以及机器学习的作业，其评测的标准除了规模以外也

会关心性价比。目前MaxCompute是全球第一个将这些Query从10TB做到100TB级别的引擎，这样的能力也是基于阿里内部庞大

的数据量的锤炼获得的，其次MaxCompute是首个达到7000分的引擎，第三点是MaxCompute性价比的优势，我们是首个基于公

共云的服务可以跑通整个Query的服务，总体而言费用也是非常便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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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横向扩展性较差；互联网环境下，传统Data-

Base对于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语音、视频数据的支持

比较落后，造成不够灵活；容错能力弱，分布式环境下要求

建立数据中心来负载大量数据，这就需要强容错的能力。

因此，SQL的大数据能力难以满足潮流的发展，也就带来了

NoSQL的诞生，用于处理非结构化数据。

NoSQL是非关系型数据库，弱语义，很灵活，并且支

持非结构、半结构和结构数据，横向扩展性较强，能够很

好地Scale。此外，NoSQL提供强大的UDF，在map和re-

duce处理数据时，UDF能够定义key、value，而且接口可

以很好地支持非关系型运算，灵活性很高。并且所有的计算

节点都是独立的，所以容错能力也很强。可以看出NoSQL

的大数据能力明显强于SQL，也因此诞生了谷歌Big-

Table，MapReduce等大数据系统。

阿里云推出的NewSQL，就是想要结合SQL和NoSQL

的优势。

NewSQL

NewSQL的原则是想要回归关系型数据库。做NoSQL

时，程序员需要分别写map、reduce、value等等是什么，

因此难以阐述清晰自己所做的工作，只有给到所有的cod-

ing细节才能了解。回归关系型，就是希望工程师描述的不

是怎么去做（即How），而是在做什么（即What），别人

读到NewSQL时就能明确工作内容。

NewSQL需要依赖强大的系统优化能力，通过强大的

优化器能够整合多个功能，从而使得系统自适应生产高效物

理执行计划。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同时保留NoSQL的

特性，包括非结构化、强大的UDF集合、分布式支持等等。

我们的用户通过NoSQL手写高效的执行计划，具有以

下问题：一方面，程序员不可能及时感受到数据和环境的变

化，很容易造成数据倾斜的问题；另一方面，计算越来越

复杂，上下游的壁垒下程序员不可能很快地分析出全局最

优的执行计划；同时，计算需要能够分享知识，缺乏高层

次强语义的语言则会阻碍这种分享；而且共享的资源环境

下，单个程序员是缺乏系统全局观的。所以我们需要回归到

NewSQL，让程序员描述他需要做什么，而由系统来优化得

到高效的执行计划。

在图中的三个场景下，NewSQL其实都做到了很好地自

适应。虽然希望程序员能够很好地描述自己所做的工作，但

是因为缺乏灵活性，还是需要通过UDF在高层次语义上获取

很好的平衡，使系统优化做到高性能、高智能、自适应的能

力。

事实上，目前的整个行业都在朝着这个方向行进，比如微

软提供Dryad引擎的同时，也提供Scope做优化工作；Data-

Bricks在Spark之外也提供SparkSQL用于加快迭代；Hadoop

更是经历了从MapReduce到Hive再到Hive2.0的升级；Goo-

gle在MapReduce外也在力推具有SQL语义的Spanner。阿里

云的MaxCompute1.0也在向MaxCompute2.0迈进，让系统帮

助优化。

关键技术

为了实现SQL和NoSQL的平衡，一些关键技术需要了解。

支持非结构，半结构和结构化数据

互联网环境下，用户需要提供Serialize/Deserialize函数

动态进行非结构到结构化的转换，从而提取出结构化的数据进

行运算。由于传统DB的局限性，还需要支持用户自定义类型，

丰富UDF功能，方便编程和语言的交互。用户还需要自定义分

区，从而能够有效连接上下游，实现输入、输出与其他互联网

应用相连。

需要有强大的DAG执行图

这是为了突破MapReduce的束缚，从而进行循环迭代展开

为DAG。而且需要有非对称图表达，从而支持复杂的物理执行

计划。这样优化器才能产生高效Plan，使语言变得完整。

21

MaxCompute 2.0：NewSQL演
进之路

摘要

10月14日，2017杭州云栖大会·阿里云大数据计算服务（MaxCompute）专

场，阿里巴巴计算平台架构师林伟分享了主题《MaxCompute2.0的NewSQL演进之

路》，介绍阿里云大数据计算服务MaxCompute 2.0在NewSQL上所做的优化和实践

工作。 

10月14日，2017杭州云栖大会·阿里云大数据计算服务（MaxCompute）专

场，阿里巴巴计算平台架构师林伟分享了主题《MaxCompute2.0 NewSQL演进之

路》，介绍阿里云大数据计算服务MaxCompute 2.0在NewSQL上所做的优化和实践

工作。

DT时代，越来越多的企业应用数据步入云端，NewSQL也成为业内越来越热的话

题，它可以帮助用户通过编程接口良好地访问和存储数据。本文将介绍阿里云Max-

Compute应用NewSQL的背景、关键技术解读等内容。

背景

提到NewSQL就会不可避免地谈到SQL。上世纪80、90年代，大家会提到的数据

处理、数据库一般就是指DataBase应用。DataBase是一个关系型数据库，有很强的

结构和语义，任何人在写查询语言时都可以做快速交互式查询。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快

速发展，大量数据的产生，传统DataBase逐渐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林伟
阿里巴巴计算平台

架构师/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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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ow-wise？单调函数？

b.某些column不变（pass through）？

c.保持分片？保持排序？

d.Selectivity，data distribution of output等等。

和单机SQL不同的是分布式场景的优化。大量NoSQL

的用户自定义函数、分布式场景中各种动态环境（分配

worker的拓扑结构、Failure Region的分布）等因素下，

想要做到编译时优化和运行时优化的平衡，就要求强大的

引擎来进行运行时优化：选择分区数目，边界；选择Join方

式；高效的Datashuffle方式。

总结

NewSQL的原则是整合NoSQL和OldSQL的优势，帮助

开发工作者提高开发效率，实现交互式运算。通过强大的系

统优化能力，希望成功地做到高可用、高可解释、高性能、

大规模以及高自适应，从而带来整个MaxCompute生态的

繁荣。

823

最重要的是完整的用户自定义函数体系

完整的UDF集合能使得关系型退化为函数型语言，可

以构造任意的DAG执行计划，在语言上灵活互动，因此提

供了：Serialize/Deserialize、多路Join函数、聚合处理函

数、Processor完备分区函数（支持Hash/Range/Direct 

Hash）等等。

强大的优化器

强大的优化器可以提供存储过程的支持，从单一语句到成

千上万的存储过程。NoSQL是函数型编程，能构建非常复杂

的图，传统DB则是一条条语句提交上来，造成job分享效果较

差。强大的优化器能够写出更加复杂的查询存储过程，从而使

得逻辑执行计划非常庞大，优化空间更大，需要更先进的优化

器，并且从RuleBased Opt慢慢演变成CostBased Opt。

此外，想要优化器有别于单机场景，就需要考虑分布

式。比如说Non-SQL场景下的众多UDF扩展，包括数据、

用户、运算上的扩展，可以帮助用户生成非常好的Plan。

下图展示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关于优化器与用户自定义

函数（UDF）的结合效果。

左边是没有理解UDF的效果，这种情况下优化性能较

低，无法感知UDF的输出特性，从而产生低效的物理执行计

划。右边则实现了UDF和优化器的良好互动，能够全局优

化，有效和用户交互理解UDF的特性，使黑盒变成了灰盒。

实际例子

图中的应用大大减轻了分布式Cost，并且做到了灵活

性和优化性的平衡。其实UDF的一些特性是值得用户去思考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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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从技术栈的角度来看，这也是这几年从用户接口层面成立开源系统一步一步做下来的大概这样的几个层次。最早

是对于开源的或者事实标准的工具层面进行接入，希望用户可以更加方便地接入MaxCompute的系统，然后在编程接口层面做了兼

容，这样主要是为了保护用户的投资，包括帮助集团内部“登月”的过程更加平滑，今年的最新工作则是对于开源引擎做了更多的

融合工作。

在开源协议层面主要的关注点是JDBC、Hive的协议，这里无外乎是让已有的支持JDBC的工具可以直接接入到MaxCompute

系统上来。如下图右侧所示，可以通过像JDBC驱动、Zeppelin、Workbench、Pentaho、TalenD这样的数据分析工具是可以直接

对接到MaxCompute上面来做数据分析的。当然JDBC也提供了一个标准的JDBC编程接口，这样对于用户而言，编程成本更小，可

以直接把之前在数据库上使用的一些代码拿过来使用。在Hive Thrift这一层，提供了Hive Thrift协议的兼容接口，在这一层之上基

本上所有的Hive生态链都可以支持，包括Hive的ODBC驱动、Hive的命令行工具等。除此之外还有ETL工具支持，这一部分主要负

责对于多种数据源数据的导入导出。

825

MaxCompute2.0 对开源系统的
支持与融合

摘要

在2017杭州云栖大会阿里云大数据计算服务（MaxCompute）专场上，阿里巴巴

高级技术专家李睿博为大家分享了阿里云大数据计算服务MaxCompute对于开源系统

的支持和融合，以及在拥抱开源和生态的时候阿里巴巴的技术团队遇到过哪些问题和

挑战。

在2016年杭州云栖大会上，大数据计算服务团队已经分享过MaxCompute在开源

方面的支持和融合了，那次分享的主题叫做“MaxCompute的生态开放之路”。其实

在阿里巴巴自己的历史上的早些时候存在过Hadoop和自研的大数据平台长期共存的

时期，所以关于MaxCompute和开源生态之间的争论有很多。但是就计算服务团队而

言，对于开源秉持的是非常开放的态度。去年讲支持开源，今年的目标则是将Max-

Compute打造成为阿里巴巴自研的一站式的数据解决方案，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今年

更换了一个词叫做融合，从支持到融合的转变，阿里巴巴还是做了很多事情的。

艺卓
阿里巴巴

高级技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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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提到了R，也要提到Python。因为目前Python社区在通用编程以及大数据分析方面的上涨势头也非常好。像在Python社区

中的Pandas DataFrame这套API也是数据分析师非常喜欢的编程接口。MaxCompute在Python SDK的基础之上提供了一套高度兼

容Pandas DataFrame的自研DataFrame，这套自研DataFrame的不同点在于其实际执行是在MaxCompute里面，而刚才提到的R

则是将数据导入到R里面进行单机的分析。在这边可以做到对于一个MaxCompute表建成一个DataFrame，然后再用像一个Data-

Frame做GroupBy或者Filter等计算，这一切都发生在MaxCompute的服务端，这样就可以直接给社区的已有代码赋予大数据计算

的能力，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把MaxCompute的计算能力赋予给社区。同时也注意到Python社区中Jupyter Notebook这些工具

链非常好用，所以也将DataFrame做了很多的可视化集成工作，可以在Notebook上面实现一些展示效果非常好的信息。

当完成了以上这些工作之后，在协议、工具以及编程接口方面已经有了比较大的进步或者说比较好的支持，但是还是不得不面

临非常多的用户的问题，比如MaxCompute对于Spark API的支持等问题。因为开源的计算引擎非常多，每种计算引擎都是针对各

自的细分场景的。其好处是用户最开始在使用的时候可以快速搭建，能够很快地上手，学习资料也比较多，但是总会有一些问题，

比如规模或者资源利用效率的问题等，用户就会想这份作业通过现有的系统能不能迁移到MaxCompute上来托管给阿里云的服务，

827

除了协议和工具的支持，MaxCompute还打通了用户接入系统的第一层门槛，也就是用户可以避开阿里巴巴自研的工具链直接

对接到MaxCompute系统上。

而接下来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工具可以对接上来，但是在工具中所写的SQL在一两年之前还需要写MaxCompute所定义的

SQL，而这个SQL与Hive SQL、标准的SQL以及Oracle的SQL还是会有些区别的，这就会导致之前的代码难以迁移。MaxCompute

的SQL团队去年的时候也花费了很大的精力跟随MaxCompute 2.0推出了一系列特性来对于Hive做了全面的兼容，保护了用户的代

码投资，可以让用户更加平滑地迁移到MaxCompute上来，包括现在可以完整兼容Hive的类型系统、完整兼容Hive的內建UDF甚

至包括用户自己为Hive开发的UDF也可以直接搬到MaxCompute的SQL里面运行，并且目前也已经支持了外表，也就是数据可以不

只是在MaxCompute里面，其可以在外部的OSS等的任何地方。MaxCompute SQL在语法层面也做了相当多的细节改进，使得其

可以兼容Hive的语法。

可能80%以上的用户都是通过SQL的接口来使用MaxCompute系统的，但是也有很多传统的数据分析师是通过R语言进行数据

分析，所以很多MaxCompute也做了RODPS，这是R上的插件，当将这个插件装到R上之后就直接打通了从R到MaxCompute的桥

梁，可以直接将R的table直接转化为DataFrame。后续可以在使用R自己生态上面使用R原生的DataFrame进行分析和各种各样的报

表展示，这样就不需要用户将数据导出来再导入到R里面去的繁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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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开源的系统通常会有比如一套Spark集群、一套Flink集群等，这些往往都是独立的集群，需要做资源调度的整合。通常开

源系统中的用户权限控制相对比较弱，大家可能会把集群拆分成为多个来做权限的隔离。但是因为MaxCompute是一个统一的SaaS

服务，那么在用户的鉴权、权限控制方面以及运行时的隔离方面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最后当数据都放在一起之后，其实也需要有

让Spark API以及其他的API能够访问已经在MaxCompute里面数据的能力，那么就是所提到的数据集成的这些内容。面临这些挑

战，接下来会用一个例子来讲联合计算平台是怎样实现的。

下图是标准的SparkOnYarn的标准的作业的简单架构示意图，当然在这里为了简化并没有将所有的角色画出来。这里可以看到

通过一个客户端可以提交一个Spark作业，这个Spark作业会有自己的一个Master，Master会向Resource Manager申请资源，然

后Resource Manager通知Node Manager将Spark的Container启动起来。对于Spark作业而言就变成了一个Spark+若干Container

这样的一个结构。在作业外面还有一个Browser可以直接访问到App Master的WebUI上面，或者在运行完成之后会下沉到Histo-

ryServer上面，可以来看作业的运行状态。这是一个标准的Spark的运行方式。

829

这个时候就会面临这样的选择，这就和集团内的“登月”计划的初衷是一样的。当然“登月”的效果是大家都想要的，因为数据都

放在一起之后，数据所产生的威力是非常大的，但是“登月”的过程，大家都想轻松一些。

之前计算服务团队也对于开源的API的兼容做了很多尝试，如果用一套自研的计算引擎来兼容各种各样的API是不太现实的事

情，所以后来转换了思路，考虑能否在保持自研优势的基础之上更好地拥抱开源生态。在保持数据存储、资源调度以及安全控制的

统一的基础之上，将开源的计算引擎也直接运行在MaxCompute平台之上，这也是服务计算团队今年主要做的事情，也就是联合计

算平台，通过将开源的系统运行在MaxCompute平台上使得MaxCompute获得更好的兼容能力。这也就是对于开源的态度从支持

走向融合，希望通过MaxCompute提供一站式的大数据解决方案。

接下来分享一下联合计算平台，刚才提到了三个统一，对于这三个统一而言，真的要将其实现就会变成这四个挑战。

产品介绍 / Product Introduction Product Introduction / 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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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平台的形式将开源的系统迁移到MaxCompute平台里面。目前专有云的版本已经有了支持Spark等的版本，借助于联合计算平

台，Spark等可以天然地在外围作为开源API进行支持，整个的这套资源都是架构在飞天体系之上，希望通过融合的架构提供给用户

以更加灵活的选择。用户可以将已有的数据和应用搬迁上来，用原来的Spark或者机器学习作业继续在上面运行。如果遇到问题，也

可以同一份数据既落到MaxCompute里面也可以直接对于这份数据使用PAI引擎进行计算，这样就可以产生更大的价值。

未来，我们也希望将联合计算平台的能力逐步地开放出来，可以方便地将开源社区的成果直接应用到MaxCompute体系中。

831

联合计算平台所做的事情是这样的，把像是Spark或者其他的开源计算引擎包装成MaxCompute内部的一个Task，在这里叫做

CupidTask。然后通过MaxCompute统一的restfulAPI提交CupidTask，这里用户的认证以及鉴权都是在统一的接入层进行的，也

就是说在这里就杜绝了用户访问到没有权限访问的Spark资源，这样的SparkTask会给每个角色外面都包装一个管理者角色，叫做

CupidMaster和CupidWorker。在资源调度这层其实是由CupidMaster来代理的，这样就可以统一地走飞天的资源调度，然后由

CupidMaster代理了APPMaster对于资源的管理。

因为开源的代码写起来比较灵活，而作为运行在一起的Service也需要保护用户的数据安全，所以开源代码需要严格地放在隔离

的环境中，而不会看到和自己的数据无关的地方，而自己的数据是通过CupidWorker来实现的，所以开源代码所能够看到的数据一

定是通过授权和认证体系同意之后才能访问的数据并且通过CupidWorker同步给下面的容器。通过这样的方式将标准的Spark作业

变成了一种MaxCompute作业，这样就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混跑，所以数据是同一份，既可以使用MaxCompute自己的SQL来处理

这份数据，也可以使用Spark数据来处理这份数据。

下图所示的是运行的展示效果，其实与原生社区的版本在运行起来基本上看不出有什么区别。

MaxCompute与开源的融合，在协议和工具层面做的一些支持都是之前在MaxCompute RestfulAPI服务之上通过SDK来实

现的。而在MaxCompute里面的组件也是对于开源进行了支持，包括自己的SQL对于Hive做了非常多的兼容工作，另外通过联机

产品介绍 / Product Introduction Product Introduction / 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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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模上的优秀表现，得益于MaxCompute的海量数据处理能力和机器学习算法

高效性，MaxCompute基于阿里云自主研发的分布式操作系统飞天，单集群服务器规

模可以达到万台以上，数据规模达到EB级。

在性能上，MaxCompute新一代处理引擎从Compiler、Optimizer、Runtime等

模块进行的持续深度优化。此外，MaxCompute与Intel开展深度合作，软硬结合深度

优化。

英特尔数据中心事业部副总裁Robert Hays - ”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和阿里云共同在

最新的英特尔至强可扩展处理器平台上对MaxCompute进行深度优化，并见证阿里云

MaxCompute在BigBench测试中表现出的优异成绩“。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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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Compute2.0 BigBench规模
计算能力全球首次拓展至100TB

摘要

10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周靖人在云栖大会上发布了阿里云在大数据计

算能力上的新突破：将BigBench数据规模扩展到100T；流计算2.0每秒峰值达千万

QPS，整体链路延时亚秒级；E-MapReduce对比同类产品平均性能提升3倍。 

10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周靖人在云栖大会上发布了阿里云在大数据计算

能力上的新突破：将BigBench数据规模扩展到100T。

周靖人说，数据是机器智能创新的基础，拥有充沛的计算能力才能全面释放数据

的价值。我们希望通过不断的释放阿里云的计算红利，帮助开发者抓住更多市场机

遇。

BigBench全球首次达到100TB

TPCx-BigBench是大数据端到端真实复杂的业界领先测试基准，目前，TPC官

网公布的测试最大规模为10TB，最佳性能是1491.23BBQpm。

当天，阿里云与Intel合作，在最新的Intel硬件上，基于公共云发布的BigBench 

On MaxCompute+PAI，全球首次将规模拓展到100TB，达到7000 BBQpm，也是

首个基于公共云服务的Benchmark。

据介绍，大会结束后，MaxCompute会在公共云开放一个月的测试环境，并开源

BigBench On MaxCompute+PAI的SDK（继承自TPCx-Bigbench，并使之运行在

阿里云的大数据环境上），供开发者验证试用。

杜撰
阿里巴巴

技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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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但人类分析数据的能力已经远远落后于获取数据的能力，数据量越来越大，高维、多源、多态，特别是数据获取的实时性、数

据内容的噪声和内容矛盾性、数据关系的异构性等对数据的有效处理构成了巨大挑战。

阿里云提出大数据平台安全应从数据内容、数据使用（访问、计算）和数据环境（存储和运维）等方面进行合理规划，构建安

全的大数据平台，确保数据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安全性。

本次大会宣布国家标准《信息技术大数据系统通用规范》通过试点、示范，得到了国家主管认可，并从功能性、可靠性、兼容

性、安全性、可扩展性、维护性、易用性等要求，对第一批企业大数据平台进行了测试。论坛上发布了第一批大数据系统测试结

果，阿里云作为首批试点示范单位，数加大数据平台获得了大数据系统测试证书（增强型）。阿里云代表上台领取证书并进行了题

为《大数据产品技术及标准应用》的主题演讲。

阿里云数加大数据平台将阿里巴巴十年沉淀的大数据技术能力全面开放，从计算平台到分析型数据库，从BI到数据可视化大

屏，从机器学习平台到语音图像服务，从个性化推荐到精准营销，一站式完成数据采集、加工、分析、可视化，可以为企业进行全

链路的大数据管理，帮助企业管理数据资产并创造商业价值！

阿里云数加大数据平台的测试通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的实验室能力认可，是具

有开展第三方科学、公正测试的国家权威认可，是确保实验室出具的大数据系统测试数据的准

确性和可靠性的认可。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赛西实验室是国内唯一一家通过大数据系统

相关标准及测试规范认可的权威机构。

论坛同期还召开了全国信标委大数据标准工作组第四次全会、数据开放与共享封闭论坛。

本次论坛的召开，将进一步深化大数据产业标准化工作的交流与合作，凝聚各方智慧，携手推

动大数据标准化建设，支撑我国大数据产业有序、规范发展。

835

阿里云数加大数据平台首批通过
国家大数据标准检测

摘要

随着信息化的推进，大数据已成为社会生活和工业生产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源。有

效管理和利用大数据，提升大数据应用效率迫在眉睫。加强大数据标准化顶层设计，

逐步完善标准体系，把数据“管好”“用好”。 2017年3月18日， 2017大数据标准化

论坛在北京成功召开。 

2017年3月18日， 2017大数据标准化论坛在北京成功召开。本次论坛由工业和信

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工业标准二部指导，中国电子

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和全国信标委大数据标准工作组共同主办。

在会上，梅宏院士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大数据战略，指出大数据领域将面临的技术

挑战；展望了新的热点将对大数据战略带来的冲击。关于大数据标准化工作，他认为

信息技术标准化对象应着眼于互操作性，标准研制应遵循技术本身发展规律和源头，

理清技术本质，集中资源研制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真正“有用”的标准。

阿里云作为大数据标准工作组安全专题组组长单位代表工作组针对大数据安全面

临的问题和挑战、大数据安全体系框架、大数据安全标准需求、大数据安全标准路线

图，并对牵头研究的《大数据交易服务平台安全要求》进展情况进行了主题汇报。

当前，数据已经渗透到当今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成为重要的生产因素。

人们对于海量数据的挖掘和运用，预示着新一波生产率增长和消费者盈余浪潮的到

隐林
阿里巴巴产品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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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 / Best Practice Best Practice / 最佳实践

可以看到

1.第一个insert语句中wm_concat函数使用有错误。

2.第二个insert有一个错误和一个警告，错误是列名写错了。

3.警告则是上面场景二中提到的，MaxCompute中当比较bigint与double的时候，会隐含的都转为double, 因为从string到

double是有可能在运行时导致错误的转换，所以MaxCompute编译器会在此警告要您确定这个是不是您希望的行为。

4.鼠标停止在错误或者警告( 注3 )上，会直接提示具体错误或者警告信息。

如果不修改错误，直接提交，会被MaxCompute Studio挡住，如下图

按照提示修改错误和警告，如下图，

再次提交，可以顺利的运行，再也不用担心因为语法错误白等了！

事实上，使用MaxCompute Studio可以把所有警告都设定为错误，如下图

`

MaxCompute - ODPS重装上阵
第一弹 - 善用MaxCompute编译
器的错误和警告

摘要

MaxCompute (ODPS) (注1)是阿里云自主研发的具有业界领先水平的分布式大数

据处理平台, 尤其在集团内部得到广泛应用，支撑了多个BU的核心业务。MaxCom-

pute2.0除了持续优化性能外，也致力于提升SQL语言的用户体验和表达能力，提高

广大MaxCompute开发者的生产力。 

基于ODPS2.0新一代的SQL引擎，MaxCompute显著提升了SQL语言编译过程

的易用性与语言的表达能力。

这次首先向您介绍在易用性方面的改进。

场景1

作为MaxCompute的开发者，提交了一段SQL脚本，里面两句SQL，等了半天

排上队，结果发现第一句里面有个函数的参数类型错误，白等了。修改脚本后再次提

交，排队，第一条语句用了两个小时跑完了，然后报告第二个语句漏了半边括号。

场景2

我的上游数据有个表create table my_upperstream(..., id string) partitioned by 

(...), 我的项目每天有一个任务要和my_uppertstream在id上join，... join my_upper-

stream u on id = u.id，过去没有问题，最近总是发现有些数据莫名其妙的丢失，经

过几天痛苦的debug，终于发现是因为我的id是bigint，在和u.id比较的时候，都竟

然转成了double，因为浮点误差导致某些列join不上_( 注2 )；

MaxCompute编译器基于ODPS2.0全新自主研发的SQL引擎，尤其配合使用

MaxCompute Studio，提供了丰富的错误提示与警告的功能。可完全避免以上问

题。

编译器的易用性改进

为了充分发挥MaxCompute编译器的易用性改进，最好配合MaxCompute 

Studio。首先，请安装MaxCompute Studio，导入测试MaxCompute项目，创建

工程，建立一个新的MaxCompute脚本文件,如下

振禹
阿里巴巴

资深技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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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可以保证不会不小心漏掉任何有可能的错误！

MaxCompute团队建议您在提交任何脚本之前，都使用MaxCompute Studio对脚本进行静态编译检查，并强烈推荐将警告设

定为错误，在提交前修改所有的警告，这样可以大幅提升开发效率。

除了可以帮助您节省时间外，也可以节省MaxCompute服务器端资源，目前每天MaxCompute SQL服务器花大笔计算资源在

编译那些有错误的SQL，连累没有错误的也要跟着排队。

另外您知道吗？提交有错误的脚本会导致扣您的计算健康分，导致以后提交任务的优先级被下调！某些警告报告的问题也会导

致扣除健康分，使用MaxCompute Compiler和Studio，可以帮助您避免此类扣分，避免被降级！

警告中很多情况是不安全的隐式类型转换，如果确实是想要的转换，可以用cast (xxx as )的方式消除警告，如果觉得这么写麻

烦，MaxCompute 编译器还提供一种简洁的方式，如上面修改过的脚本所示。具体该用哪种完全取决于您的偏好。MaxCompute

还有一系列的SQL语言方面的改进，此系列会向您逐一介绍。

小节

基于ODPS2.0 SQL引擎的MaxCompute新编译器配合MaxCompute Studio，通过完整准确地报告错误于警告，可以显著提高

用户的生产力。不过提升生产力不能只靠准确的错误和警告，丰富强大的SQL语言表达能力一样重要，从下一篇开始，我们向您介

绍MaxCompute在SQL语言上的各项改进！

标注

·注1　ODPS（Open Data Processing Service），是阿里巴巴通用计算平台提供的一种快速、完全托管的 GB/TB/PB 级数据

仓库解决方案，现在已更名为MaxCompute。

·注2　为什么int = string的时候要转double呢？因为这个是Hive的行为，MaxCompute(原ODPS) 在当初第一版的时候，为

了替换当时广泛使用的Hive脚本，不得不兼容。现在有了警告，只要大家按照建议的方式使用MaxCompute，在需要的时候修改提

示的问题，就不会再掉进这个坑里了！ 

·注3　对于警告的标注，我的设定是黄色波浪线，可以通过IntelliJ的Settings来修改，如下

最佳实践 / Best Practice Best Practice / 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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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后，建立另一个文件插入数据，如下：

运行后，可以在MaxCompute Studio的Project Explorer中找到新创建的表，查看表的详细信息，并预览数据，如下图

MaxCompute - ODPS重装上阵
第二弹 - 新的基本数据类型与内
建函数 

摘要

MaxCompute（原ODPS）是阿里云自主研发的具有业界领先水平的分布式大数

据处理平台, 尤其在集团内部得到广泛应用，支撑了多个BU的核心业务。 MaxCom-

pute除了持续优化性能外，也致力于提升SQL语言的用户体验和表达能力，提高广大

MaxCompute开发者的生产力。 

基于ODPS2.0新一代的SQL引擎，MaxCompute显著提升了SQL语言编译过程的

易用性与语言的表达能力。

原ODPS只有六种基本数据类型, Bigint, Double, Decimal, String, Datetime, 

boolean。一般用起来也还够用，但是在某些场景下就不够了。

场景1

最近一个项目因为数据量暴涨，需要将原来在SQL  SERVER上面运行的ETL系

统，迁移到MaxCompute。发现某些表用了VARCHAR，有的用了INT。这些类型也

被系统的多处SQL脚本用到还参与了运算。迁移到MaxCompute上时候，用STRING

代替VARCHAR，用BIGINT代替INT ( 注1 )。

迁移完成后发现数据和原有系统对不上，是不是VARCHAR的截断，INT的溢出

行为导致数据不同呢？还是什么其他原因，面对着现存系统，没办法，只好一点点看

代码，跑数据，做分析。本来以为挺轻松的项目，花了几周时间才搞定。

场景2

我的项目需要存放二进制数据到表中，因为是语音识别项目，每小段采集的音频

如果作为一个字段存进去，然后用个UDF处理起来很方便。可是，MaxCompute没有

BINARY数据类型，好吧，就存成STRING好了。可是编写写UDF时候好麻烦，为了

存进去，必须将Byte[]编码成STRING, 读的时候又必须解码，代码写了一大堆，运行

速度也慢了好多。 

MaxCompute采用基于ODPS2.0的SQL引擎，大幅度扩充了基本类型并提供了配

套的内建函数，基本解决了上述问题。

基本类型的扩充

此文中采用MaxCompute Studio作展示，首先，[安装MaxCompute Studio]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50892.htmll)，导入测试MaxCompute

项目，创建工程，建立一个新的MaxCompute脚本文件,如下

振禹
阿里巴巴

资深技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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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

·创建表的时候，首先指定使用MaxCompute新类型系统，因为兼容性的考虑，需要您主动打开这个设定。也可以在Max-

Compute Studio中缺省指定，如下图

MaxCompute Studio支持含新类型表数据的导入导出，可参考MaxCompute云栖社区文章。

如果不使用MaxCompute Studio，可以在脚本中指定，set odps.sql.type.system.odps2=true;Studio实际上在后台也是使用

这个开关来控制是否启用新类型。odps.sql.type.system.odps2设定为true的时候，除了可以使用新类型，也控制其它方面的一些行

为改变。

如果需要在MaxCompute 项目中缺省打开，可以联系您的项目管理员，在项目模板中设定。

·扩充后MaxCompute支持的基本数据类型如下表，新增类型有TINYINT, SMALLINT, INT, FLOAT, VARCHAR, TIME-

STAMP, BINARY。  

新的隐式转换规则表如下表 ( 注5 )

此外，还新增了DECIMAL类型与DATETIME的常量定义方式, 100BD就是数值为100的DECIMAL，datetime‘2017-11-11 

00:00:00’就是个datetime类型的常量。常量定义的方便之处在于可以直接用到values子句和values表中，以后会单独介绍。

内建函数的扩充

任何编程语言，包括SQL，不管语言本身多强大，如果没有丰富的函数、类库支持，在应用的时候还是会很不方便，Max-

Compute配合新数据类型，大大丰富了内建函数，如下：

数学函数

log2, log10, bin, hex, unhex, degrees, radians, sign, e, pi, factorial, cbrt, shiftleft, shiftright, shiftrightunsigned

日期函数

unix_timestamp, year, quarter, month, day, dayofmonth, hour, minute, second, millisecond, nanosecond, from_

utc_timestamp, current_timestamp, add_months, last_day, next_day, months_between

字符串函数

concat_ws, lpad, rpad, replace, soundex, substring_index, base64, unbase64

聚合函数

corr

这些函数大部分与Hive的内建函数兼容，用法可以直接参考Hive的文档。与Hive不同的是MaxCompute提供的这些函数都是

用本地代码实现的高效版本。

新增的TIMESTAMP数据类型支持纳秒级别的精度，与之配合，新增了MaxCompute特有的millisecond, nanosecond函数，

可以取出TIMESTAMP, DATETIME的毫秒部分与TIMESTAMP的纳秒部分。

如本系列上一篇中提到的，MaxCompute支持新的强制转换写法，例如，要强制bigint变量为转换为string，可以直接写

string(a_bigint), 和写成cast(a_bigint as string)是等效的。具体用哪种形式完全取决于您的偏好。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用来支持新类型的函数，例如current_timestamp，也需要设定set odps.sql.type.system.odps2=true;否则

会报告编译错误。

分区类型的扩充

分区类型的支持也进行了扩充，目前分区类型支持TINYINT, SMALLINT, INT, BIGINT, VARCHAR与STRING ( 注6 )

另外原MaxCompute在动态分区的时候，如果分区列的类型与对应SELECT列表中的列的类型不严格一致，会报错。Max-

Compute支持隐式类型转换

最佳实践 / Best Practice Best Practice / 最佳实践



46845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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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 table parttable(a int, b double) partitioned by (p string);

insert into parttable partition(p) (a, b) select key, value, current_timestmap() from src;

select * from parttable;

返回

可以看到分区列p的值为从timestamp类型隐含转换而来。

使用UDF

目前，MaxCompute2.0的JAVA UDF已经支持了新类型，Python UDF会尽快实现。JAVA UDF使用新类型的方法如下：

1.UDAF和UDTF通过@Resolve注解来获取signature，MaxCompute2.0支持在注解中使用新类型，如@Re-

solve(“smallint->varchar(10)”)

2.UDF通过反射分析evaluate来获取signature，此时MaxCompute内置类型与JAVA类型符合一一映射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array类型对应的java类型是List，而不是数组

小结

MaxCompute大大扩充了基本数据类型与内建函数，可以更好的适应丰富的应用场景。不过，很多比较复杂的场景仅使用基本

类型仍然很麻烦，请看MaxCompute重装上阵下一篇，复杂类型的支持！

标注

·注1

 1.对于INT常量，如果超过INT取值范围，会转为BIGINT，如果超过BIGINT取值范围，会转为DOUBLE

 2.在原ODPS下，因为历史原因，SQL脚本中的所有int类型都被转换为bigint，例如

 create table a_bigint_table(a int); -- 这里的int实际当作bigint处理

 select cast(id as int) from mytable; -- 这里的int实际当作bigint处理

为了与ODPS原有模式兼容，MaxCompute在没有设定odps.sql.type.system.odps2为true的情况下，仍然保留此转换，但是

会报告一个警告提示int被当作bigint处理了，如果您的脚本有此种情况，建议全部改写为bigint，避免混淆。

·注2 VARCHAR类型常量可通过STRING常量的隐式转换表示

·注3 STRING常量支持连接, 例如’abc’ ‘xyz’会解析为’abcxyz’，不同部分可以写在不同行上

·注4 受底层系统限制，目前调用current_timestamp还达不到纳秒精度，例如

 meta_dev>set odps.sql.type.system.odps2=true;select nanosecond(current_timestamp());

输出为类似

+------+

| _c0  |

+------+

| 877000000 |

+------+

Timestamp常量与外部数据导入可以支持纳秒精度。

·注5 在原ODPS下，因为历史原因，DOUBLE可以隐式的转换为BIGINT，这个转换潜在可能有数据丢失，一般数据库系统都

不允许。为了与ODPS原有模式兼容，MaxCompute在没有设定odps.sql.type.system.odps2为true的情况下，仍然允许此转换，

但是会报告警告；在设定odps.sql.type.system.odps2为true的情况下，不允许此隐式类型转换。

·注6 在原ODPS下，因为历史原因，虽然可以指定分区类型为BIGINT，但是除了表的schema表示其为BIGINT,　任何其他情

况都被处理为STRING。例如:

create table parttest (a bigint) partitioned by (pt bigint);

insert into parttest partition(pt) select 1, 2 from dual;

insert into parttest partition(pt) select 1, 10 from dual;

select * from parttest where pt >= 2;

返回的结果只有一行，因为10被按照字符串和2比，没能返回。为了与ODPS原有模式兼容，MaxCompute在没有设定odps.

sql.type.system.odps2为true的情况下，仍然如此处理；在设定odps.sql.type.system.odps2为true的情况下，BIGINT类型的分区

严格按照BIGINT类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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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后，可以在MaxCompute Studio的Project Explorer中找到新创建的表，查看表的详细信息，并预览数据，如下图

可以看到MaxCompute支持ARRAY, MAP, STRUCT类型，并且可以任意嵌套使用。

MaxCompute Studio支持含新类型表数据的导入导出，可参考此MaxCompute云栖社区公众号文章

·MaxCompute支持的复杂类型见下表

MaxCompute - ODPS重装上阵
第三弹 - 复杂类型 

摘要

MaxCompute（原ODPS）是阿里云自主研发的具有业界领先水平的分布式大数

据处理平台, 尤其在集团内部得到广泛应用，支撑了多个BU的核心业务。 MaxCom-

pute除了持续优化性能外，也致力于提升SQL语言的用户体验和表达能力，提高广大

MaxCompute开发者的生产力。 

原ODPS也支持两种复杂类型，ARRAY, MAP，但是有些场景下还是不够用。

场景1

我的项目里，生成的一个中间表，为了优化性能，里面有一列最好是个数组，因

为如果把数组打散，每行上存一个元素，会因为其他列的重复导致数据量爆炸。首

先想从上游表中生成这个数组，搜索半天文档，发现唯一的方式是把源数据列先转

STRING，再用wm_concat聚合，再用split函数打散成ARRAY<STRING>，这样原

来类型信息丢了，不过STRING似乎也能用。后面的运算有个地方需要取数组最后一

个元素，试图用数组下标配合size函数，my_array[size(my_array)], 发现报告错误，

下标必须是常量，可是我的数组不是定长的，看看有没有函数能反转数组呢？没有！

最后不得不放弃使用数组。 

场景2

我的任务是为每个广告生成一个曲线，代表随着广告商的出价由低到高，预计的

impression, click次数的曲线。最自然的表达是有个数据结构，里面存着出价，im-

pression次数，click次数。可是MaxCompute不支持这样的用法，只好encode成一

个字符串，每次操作先编码，再解码。好麻烦，效率也很差，可是没有办法。 

MaxCompute采用基于ODPS2.0的SQL引擎，大幅度改进了复杂类型并提供了配

套的内建函数，基本解决了上述问题。

复杂类型的扩充

此文中采用MaxCompute Studio作展示 ( MaxCompute从2.8.0.2版本开始支持

复杂类型，如果您的版本不够新，请升级到最新版本 )。

首先，[安装MaxCompute Studio]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

tail/50892.html)，导入测试MaxCompute项目，创建工程，建立一个新的Max-

Compute脚本文件,　如下

振禹
阿里巴巴

资深技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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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类型构造与操作函数

在UDF中使用复杂类型

原ODPS不支持在UDF中访问任何复杂类型。MaxCompute Java UDF支持所有复杂类型，Python UDF也会在不久的将来支

持。

JAVA UDF中复杂类型的表示方法

ODPS的UDF分为三大类：UDF，UDAF，UDTF，其中：

1.UDAF和UDTF通过@Resolve annotation来指定sinature，在MaxCompute 2.0上线后，用户将可以在Resolve annotation

中。如 @Resolve(“array<string>,struct<a1:bigint,b1:string>,string->map<string,bigint>,struct<b1:bigint, b2:bina-

ry>”)

2.UDF通过evaluate方法的signature来映射UDF的输入输出类型，此时参考MaxCompute类型与java类型的映射关系。其中

array对应java.util.List, map对应java.util.Map，struct对应com.aliyun.odps.data.Struct 。需要注意的是，com.aliyun.odps.data.

Struct从反射是看不出field name和field type的，所以需要用 @Resolve annotation来辅助，即如果需要再UDF中使用struct，要

求在UDF class上也标注上@Resolve注解，这个注解只会影响参数或返回值中包含com.aliyun.odps.data.Struct的重载。目前class

上只能提供一个@Resolve annotation，因此一个UDF中带有struct 参数或返回值的重载只能有一个。这个是目前的一个限制，我

们正在改进，后续将会取消这一限制。

实际用例

如以下代码，定义了一个有三个overloads的UDF，其中第一个用了array作为参数，第二个用了map作为参数，第三个用了

struct。由于第三个overloads用了struct作为参数或者返回值，因此要求必须要对UDF class打上@Resolve annotation，来指定

struct的具体类型。

@Resolve(“struct<a:bigint>,string->string”)

public class UdfArray extends UDF {

  public String evaluate(List<String> vals, Long len) {

    return vals.get(len.intValue());

  }

  public String evaluate(Map<String,String> map, String key) {

    return map.get(key);

  }

  public String evaluate(Struct struct, String key) {

    return struct.getFieldValue(“a”) + key;

  }

}

用户可以直接将复杂类型传入UDF中：

create function my_index as ‘UdfArray’ using ‘myjar.jar’;

select id, my_index(array(‘red’, ‘yellow’, ‘green’), colorOrdinal) as color_name from colors;

小节

MaxCompute提供了丰富的复杂类型，可以更好的适应各种应用场景。MaxCompute仍将在兼容性，表达能力等多方面持续

改进类型系统。从本系列的下一篇起，开始介绍MaxCompute在SQL语言其他方面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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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e项目，创建工程，建立一个新的MaxCompute脚本文件,　如下

可以看到，顶层的union两侧各为一个join，join的左表是相同的查询。通过写子查询的方式，只能重复这段代码。

使用CTE的方式重写以上语句

可以看到，a对应的子查询只需要写一次，在后面重用，CTE的WITH字句中可以指定多个子查询，像使用变量一样在整个语句

中反复重用。除了重用外，也不必再反复嵌套了。

编译此脚本，可以观察执行计划如下

MaxCompute - ODPS重装上阵
第四弹 - CTE，VALUES，
SEMIJOIN  

摘要

MaxCompute（原ODPS）是阿里云自主研发的具有业界领先水平的分布式大数

据处理平台, 尤其在集团内部得到广泛应用，支撑了多个BU的核心业务。 MaxCom-

pute除了持续优化性能外，也致力于提升SQL语言的用户体验和表达能力，提高广大

MaxCompute开发者的生产力。 

从本篇开始，向您介绍MaxCompute在SQL语言DML方面的改进。

场景1

需要写一个复杂的SQL，从多个表中读取数据，有些之间做Join，有些之间做

Union，生成中间数据又要Join，最后需要输出多张表，最后写成了n层嵌套的子查

询，自己都看不懂了。而且同样的查询，在不同的子查询中有重复。为了维护方便，

把复杂的语句拆成多个语句，但是发现每个语句都需要单独提交，排队，并且要将中

间结果写到本来不需要的临时表，在后面的语句中再读出来，慢了好多。

场景2

正在开发新项目，需要给一个小数据表准备些基本数据，但是没有INSERT... 

VALUES 语句，没办法把数据和创建表的DDL放在一起维护，只好另用一些脚本，调

用MaxCompute命令行准备数据。

场景3

想测试一个新写的UDF，只写SELECT myudf(‘123’);会报错，还必须创建一

个dual表，里面加一行数据，好麻烦。如果测试UDAF，还要在测试表里面准备多行

数据，每次测试不同的输入都要修改表内容或者创建新表，如果有个办法不用创建表

也能不同的数据组合测试我的UDF就好了。

场景4

迁移一个原来在Oracle上面的ETL系统，发现用了 WHERE EXISTS( SELECT ...) 

和 WHERE IN (SELECT ...) 这类的语句，可是发现MaxCompute在这方面支持不完

整，还要手工将这些半连接的语句转换为普通JOIN，再过滤。

MaxCompute采用基于ODPS2.0的SQL引擎，对DML进行了大幅扩充，提高了

易用性和兼容性，基本解决了上述问题。

Common Table Expression (CTE)

MaxCompute支持SQL标准的CTE。能够提高SQL语句的可读性与执行效率。

此文中采用MaxCompute Studio作展示，首先，[安装MaxCompute Studio] 

(http://help.aliyun-inc.com/internaldoc/detail/50892.html)，导入测试MaxCom-

振禹
阿里巴巴

资深技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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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1, M2, M4三个分布式任务分别对应对应三个输入表，双击M2可以看到中具体执行的DAG（在DAG中再次双击可以返

回），如下

可以看到对src读后进行过滤的DAG。对src的读取与过滤在整个执行计划中只需要一次 ( 注1 )。

VALUES

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如下：

执行后在，MaxCompute Project Explorer中可以找到新创建的表，并看到values中的数据已经插入到表中，如下：

有的时候表的列很多，准备数据的时候希望只插入部分列的数据，此时可以用插入列表功能

执行后，MaxCompute Project Explorer中找到目标表，并看到values中的数据已经插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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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values中没有制定的列，可以看到取缺省值为NULL。插入列表功能不一定和VALUES一起用，对于INSERT INTO ... 

SELECT..., 同样可以使用。

INSERT... VALUES... 有一个限制，values必须是常量，但是有的时候希望在插入的数据中进行一些简单的运算，这个时候可以

使用MaxCompute的VALUES TABLE功能，如下：

其中的VALUES (...), (...) t (a, b), 相当于定义了一个名为t，列为a, b的表，类型为(a string, b string)，其中的类型从VALUES

列表中推导。这样在不准备任何物理表的时候，可以模拟一个有任意数据的，多行的表，并进行任意运算。

实际上，VALUES表并不限于在INSERT语句中使用，任何DML语句都可以使用。

还有一种VALUES表的特殊形式

select abs(-1), length(‘abc’), getdate();

也就是可以不写from语句，直接执行SELECT，只要SELECT的表达式列表不用任何上游表数据就可以。其底层实现为从一个1

行，0列的匿名VALUES表选取。这样，在希望测试一些函数，比如自己的UDF等，就再也不用手工创建DUAL表了。

SEMI JOIN

MaxCompute支持SEMI JOIN（半连接）。SEMI JOIN中，右表只用来过滤左表的数据而不出现在结果集中。支持的语法包

括LEFT SEMI JOIN，LEFT ANTI JOIN，(NOT) IN SUBQUERY，(NOT) EXISTS

LEFT SEMI JOIN

返回左表中的数据，当join条件成立，也就是mytable1中某行的id在mytable2的所有id中出现过，此行就保留在结果集中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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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会返回mytable1中的数据，只要mytable1的id在mytable2的id中出现过

LEFT ANTI JOIN

返回左表中的数据，当join条件不成立，也就是mytable1中某行的id在mytable2的所有id中没有出现过，此行就保留在结果集

中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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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会返回mytable1中的数据，只要mytable1的id在mytable2的id没有出现过

IN SUBQUERY/NOT IN SUBQUERY

IN SUBQUERY与LEFT SEMI JOIN类似。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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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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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有ODPS也支持IN SUBQUERY，但是不支持correlated条件，MaxCompute支持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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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子查询中的where value = mytable1.value就是一个correlated条件，原有ODPS对于这种既引用了子查询中源表，由引用

了外层查询源表的表达式时，会报告错误。MaxCompute支持这种用法，这样的过滤条件事实上构成了SEMI JOIN中的ON条件的

一部分。

对于NOT IN SUBQUERY，类似于LEFT ANTI JOIN，但是有一点显著不同。

例如:

SELECT * from mytable1 where id not in (select id from mytable2);

如果mytable2中的所有id都不为NULL，则等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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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mytable2中有任何为NULL的列，则 not in表达式会为NULL，导致where条件不成立，无数据返回，此时与LEFT 

ANTI JOIN不同。

原有ODPS也支持[NOT] IN SUBQUERY不作为JOIN条件，例如出现在非WHERE语句中，或者虽然在WHERE语句中，但无

法转换为JOIN条件。MaxCompute仍然支持这种用法，但是此时因为无法转换为SEMI JOIN而必须实现启动一个单独的作业来运

行SUBQUERY，所以不支持correlated条件。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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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WHERE中包含了OR，导致无法转换为SEMI JOIN，会单独启动作业执行子查询

另外在处理分区表的时候，也会有特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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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的ds如果是分区列，则select dt from sales_date 会单独启动作业执行子查询，而不会转化为SEMIJOIN，执行后的结果

会逐个与ds比较，sales_detail中ds值不在返回结果中的分区不会读取，保证分区裁剪仍然有效。

EXISTS SUBQUERY/NOT EXISTS SUBQUERY

当SUBQUERY中有至少一行数据时候，返回TRUE，否则FALSE。NOT EXISTS的时候则相反。目前只支持含有correlated 

WHERE条件的子查询。EXISTS SUBQUERY/NOT EXISTS SUBQUERY实现的方式是转换为LEFT SEMI JOIN或者LEFT ANTI 

JOIN

例如:

SELECT * from mytable1 where exists (select * from mytable2 where id = mytable1.id);`

等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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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SELECT * from mytable1 where not exists (select * from mytable2 where id = mytable1.id);`

则等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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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改进

·MaxCompute支持UNION [DISTINCT] - 其中DISTINCT为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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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 FROM src1 UNION SELECT * FROM src2;

执行的效果相当于

SELECT DISTINCT * FROM (SELECT * FROM src1 UNION ALL SELECT * FROM src2) t;

支持IMPLICIT JOIN

SELECT * FROM table1, table2 WHERE table1.id = table2.id;

执行的效果相当于

SELECT * FROM table1 JOIN table2 ON table1.id = table2.id;

此功能主要是方便从其他数据库系统迁移，对于新脚本新应用，我们还是推荐您使用JOIN，明确表示意图

支持新的SELECT语序

在一个完整的查询语句中，例如

SELECT key, max(value) FROM src t WHERE value > 0 GROUP BY key HAVING sum(value) > 100 ORDER BY key 

LIMIT 100;

实际上的逻辑执行顺序是 FROM->WHERE->GROUY BY->HAVING->SELECT->ORDER BY->LIMIT，前一个是后一

个的输入，与标准的书写语序实际并不相同。很多容易混淆的问题，都是由此引起的。例如order by中只能引用select列表中生成的

列，而不是访问FROM的源表中的列。HAVING可以访问的是 group by key和聚合函数。SELECT的时候，如果有GROUP BY，

就只能访问group key和聚合函数，而不是FROM中源表中的列。

MaxCompute支持以执行顺序书写查询语句，例如上面的语句可以写为

FROM src t WHERE value > 0 GROUP BY key HAVING sum(value) > 100 SELECT key, max(value) ORDER BY key 

LIMIT 100;

书写顺序和执行顺序一致，就不容易混淆了。这样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在MaxCompute Studio中写SQL语句的时候，会有智能

提示的功能，如果是SELECT在前，书写select列表的表达式的时候，因为FROM还没有写，MaxCompute Studio没办法知道可能

访问那些列，也就不能做提示。如下

需要先写好FROM，再回头写SELECT列表，才能提示。如下

如果使用上述以FROM起始的方式书写，则可以自然而然的根据上下文进行提示。如下

支持顶层UNION

ODPS1.0不支持顶层UNION。ODPS2.0可以支持，例如

SELECT * FROM src UNION ALL SELECT * FROM src;

UNION后LIMIT的语义变化

大部分DBMS系统中，如MySQL，Hive等，UNION后如果有CLUSTER BY, DISTRIBUTE BY, SORT BY, ORDER BY或者

LIMIT子句，其作用于与前面所有UNION的结果，而不是UNION的最后一路。ODPS2.0在set odps.sql.type.system.odps2=true;

的时候，也采用此行为。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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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ECT explode(array(1, 3)) AS (a) UNION ALL SELECT explode(array(0, 2, 4)) AS (a) ORDER BY a LIMIT 3;

返回

a

0

1

2

小节

MaxCompute大大扩充了DML语句的支持，在易用性，兼容性和性能方面，可以更好的满足您的需求。对于SQL比较熟悉的

专家会发现，上述功能大部分是标准的SQL支持的功能。MaxCompute会持续提升与标准SQL和业界常用产品的兼容性。

除此之外，针对MaxCompute用户的特点，也就是需要在非常复杂的业务场景下，支持对己大量数据的处理，MaxCompute

提供了特有的脚本模式和参数化视图，将在下一次为您介绍。

标注

·注1

是否合并或者分裂子查询，是由ODPS2.0的基于代价的优化器 (CBO)做出决定的，SQL本身的书写方式，不管是CTE还是子查

询，并不能确保物理执行计划的合并或者分裂。

最佳实践 / Best Practice Best Practice / 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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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的框里选择上传的本地数据文件路径、分区（非分

区表无需填）、分隔符、行数限制、大小限制等：

注意：大小限制（Size Limit）不限于10MB。

点击OK后可以看右下角进度条，最终成功与否会在

Event Log里可查看相关日志。导入成功日志中会给出写入

成功的行数和写入失败的行数。如：

上午10:35    Success: Import to table tablename 

from file /Users/.../Documents/.../t_data.txt finished, 

success [ 220977 ], failed [ 0 ].

数据导出本地

前提条件：操作人有权限对表进行数据导出。

进入MaxCompute Studio的Project Explorer窗口，

展开Data Preview，鼠标对需要导入数据的表右键，选择 

Export data from table

弹出框输入导出文件地址包括文件名文件类型（CSV或

TXT）、选择需要下载的分区（非分区表直接下载整张表）、

导出行数限制、大小限制等。

注意：行数不限于10000行，大小不限于10MB，可以下载

整张非分区表或分区表的整个分区。

点击OK后可以看右下角进度条，最终成功与否会在Event 

Log里可查看相关日志。导出成功日志中会给出导出成功的行

数和导出失败的行数。如：

上午10:47    Success: Export from table tablename to 

file /Users/..../Desktop/... finished, success [ 220977 ], failed 

[ 0 ].

结束语

MaxCompute Studio中上述的本地数据导入导出功能实

际上就是采用 MaxCompute Tunnel 服务，功能与Tunnel命

令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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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Compute Studio使用心得系列1
本地数据上传下载

摘要

通过MaxCompute Studio工具界面，轻松完成tunnel命令能完成的本地数据导

入导出工作。打破大数据开发套件中本地数据文件导入10M的限制，和打破下载只能

下载查询结果最多10000行的限制。 

 

用过大数据开发套件的同学，对于本地数据上传下载，都会遇到这样的问

题：

·‘导入本地数据’功能，限制本地数据文件大小最大为10MB；

·查询结果导出本地时，由于select语句返回结果最大为10000行的限制，最多只

能导出1W数据；

·数据导出本地文件的功能只有‘查询结果导出本地’。

要解决以上问题，通常都是需要自己安装console客户端，通过tunnel命令进行导

入导出。

现在来分享使用MaxCompute Studio工具界面，可以更轻松完成tunnel命令能

完成的本地数据导入导出工作。

MaxCompute Studio工具安装请参考文档安装 IntelliJ IDEA、安装MaxCom-

pute Studio.

本地数据导入

前提条件：表、分区已经存在，操作人有权限对表进行数据写入。

进入MaxCompute Studio的Project Explorer窗口，展开Data Preview，鼠标对

需要导入数据的表右键，选择 Import data into table

海清
阿里巴巴产品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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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风险提示

由于 MaxCompute 语法及数据类型转换的灵活性。很多情况下，书写的脚本没有语法错误，但也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针对

这个痛点，Studio 结合脚本的编译结果，给出相应的 WARNING 提示，将脚本中潜在的风险在开发和调试阶段给出提醒，防患于

未然。

Studio 对相关风险部分给予语法高亮或添加背景色展示并给出详细说明，如：

本地编译与错误定位

Studio提供本地编译脚本功能，在提交到服务器上运行之前在本地进行必要的语法检查、类型检查等，编译过程信息通过 

Messages MaxCompute View 展现:

双击编译结果窗口中的 Log Item，可以快速定位到脚本的对应行列位置，直接进行修复。

假如我一直忽视了编译功能给我的各种语法错误检查结果，也没有操作本地编译，直接在MaxCompute Studio上运行有语法

错误的脚本，MaxCompute Studio依然尽职尽责的先把我提交的脚本进行本地编译，然后给我提示：

好了，先分享到这，MaxCompute Studio编译功能还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惊喜，需要多实践才能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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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Compute Studio使用心得系列2
编译SQL脚本

摘要

Console客户端、大数据开发套件的SQL编辑器目前都没有脚本编译功能，每次

需要执行SQL脚本，只能提交执行后若有语法错误，执行结果失败返回失败信息才发

现，影响开发效率又浪费资源。今天我就来分享在MaxCompute SQL提交运行前就

可以进行脚本编译的方法。 

开发人员写好代码，对代码进行语法编译是很常见的操作，但是目前常用的

MaxCompute sql开发工具（大数据开发套件和console客户端），都没有该功能，

必须把sql脚本提交运行后若有语法问题才会通过返回错误日志中获取相关信息。

MaxCompute每次提交job都要少则几秒多则数分钟不等的排队过程，等返回失

败信息，也需要等待一定的时间，不仅仅影响开发效率，还浪费计算资源。

本次分享 通过MaxCompute Studio 进行SQL脚本开发过程中“编译”功能带来

的便利。

前提条件：Project Explorer窗口中必须添加好项目，即添加项目元数据。

语法检查与错误提示

Studio脚本编辑功能与 MaxCompute 编译器高度整合，能够在脚本编辑过程中

实时进行语法检查，并通过特殊高亮及 tips 文本给出错误提醒。便于开发人员快速排

错，提前对位问题。

如上图所示，select * from abc;这个简单的语句，abc是表名，但在该脚本所属

的MaxCompute project中，表是不存在的，因此该表名字体变成红色高亮，鼠标移

至上方会显示 table hntest.abc cannot be resolved。

不仅仅能检查到表是否存在，列是否存在也可以检查到，如下图所示：

海清
阿里巴巴产品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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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失败的job，也可以切换到分析tab查看具体结论，如本次执行，job有长尾。

可以点击具体的长尾节点查看该节点的长尾图进一步分析，相关长尾调优可以参考文档计算长尾调优。

修改好sql脚本，再执行，执行成功如下图：

成功的任务我们依然可以分析很多信息，比如查看那个任务task耗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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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Compute Studio使用心得系列3
可视化分析作业运行

摘要

我们很熟悉的是通过Logview 去分析作业的执行情况，logview上有很详细的执

行日志，而Studio不仅仅提供可视化的信息，还会明确给出一些分析结论如job是有否

长尾或数据倾斜情况。

上一篇写分享了通过MaxCompute Studio 编写sql脚本时“编译”功能带来的便

捷，这次分享脚本编译好提交运行后，自助查看作业的执行情况。

我们很熟悉的是通过logview，去分析作业的执行情况，logview上有很详细的

执行日志，而Studio不仅仅提供可视化的信息，还会明确给出一些分析结论如job是有

否长尾或数据倾斜情况。

比如我写完一个sql脚本，编译成功

接着执行脚本，Studio自动打开当前job的执行详细信息页面，包括job基本信息

列表、详情展示和分析区（执行计划图、时序图、分析等）

如上图，job执行失败：

·界面底部RUN日志中打出具体的错误信息。

·详情展示区默认显示执行计划图，可以看到子任务的依赖关系，双击每一个子

任务节点图，可以展开更详细的信息。

海清
阿里巴巴产品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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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查看每个子任务执行过程所有fuxi instance各种I/O信息：

同样的可以看到分析信息，看是否还有可优化的点。

怎么样，这样看日志是不是感觉更容易理解了呢！

865

点击下面的进度条可以回放整个job执行的过程

可以查看耗时最长的前10个节点

最佳实践 / Best Practice Best Practice / 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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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询结果列表中，点击“总时长”进行高到低排序既可得出上图列表。

注意，界面最多显示满足条件的前1000条记录。

假如只想看正在活动的作业，可以过滤状态：                                  

假如还想看更长久的作业，可以过滤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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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Compute Studio使用心得系列4
可视化查看所有job并分析运行情
况 

摘要

“通过`show p -all;`命令查看所有执行过的job，再通过`wait instanceid;`查看

这个job的logview，最后通过logview再查看具体的执行日志。” 这样的方式查看所

有job并分析运行情况实在太麻烦，MaxCompute Studio已经可以轻松完成了。 

在使用MaxCompute的时候，很多同学会关注当前项目有多少任务在执行，哪些

任务耗时长，哪些任务已经完成，并且能通过任务的logview来分析任务耗时长的原

因。

ofo的同学选择自己搭建任务管理平台通过sdk函数获取MaxCompute 相关job信

息进行管理。如《MaxCompute的任务状态和多任务执行》所分享。

其他的没有精力自己搭建平台，可以通过show p -all;命令查看所有job，再通

过wait instanceid;查看这个job的logview，最后通过logview再查看具体的执行日

志。如《如何在客户端上追踪一个任务信息》所介绍。

我要分享的是通过MaxCompute Studio可以可视化查看项目想的所有job并分析

运行情况。具体操作如下：

查看某个项目下，过去24小时的所有job列表，并查看那些job耗时最长

进入Studio的job explorer选项卡，选择需要查看的项目（该项目链接必须已经

配置好，可以参考《项目空间连接管理》）；状态选择’全部作业‘；提交者选择’

任何人‘（项目owner肯定有权限，其他同学有project的list权限也可以否则只能看

自己提交的job）：

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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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耗时最长的job的具体运行情况

可以直接双击查询列表中总时长按高到低排列后时长最高的job，既可打开该作业的详情显示区。

注意，如果job已经超过7天，详情中只能查看基本的一些基本信息包括脚本信息。

在作业详情显示区，如果该job没超过7天，那么可以查看详细的执行过程日志，具体分析操作参考可以上一篇的分享《Max-

Compute Studio使用心得系列3——可视化分析作业运行》。

假如你查看的是running状态的job详情，还可以进行kill操作非常方便。

最佳实践 / Best Practice

70

如果从其他途径知道了某个logview地址，也可以通过Studio直接打开这个logview进行分析

好了，想可视化查看所有job以及job的具体运行信息，就分享到这。若能通过instance id搜索想看的job，以及通过脚本内容关

键字搜索哪些job执行过这些内容就更好了！

Best Practice / 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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