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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Amazon Glue Studio？
Amazon Glue Studio 是一个新图形界面，可以方便地在 Amazon Glue 中创建、运行和监控提取、转换和加
载（ETL）任务。您可以直观地编写数据转换工作流，并在 Amazon Glue 的基于 Apache Spark 的无服务器 
ETL 引擎上顺畅运行。您可以在任务的每个步骤中检查架构和数据结果。

Amazon Glue Studio 不仅是为表格式数据设计的，也是为在类似电子表格的数据准备界面中难以呈现的半结
构化数据设计的。半结构化数据的示例包括应用程序日志、移动事件、物联网（IoT）事件流和社交源。

在 Amazon Glue Studio 创建任务时，您可以从存储在 Amazon 服务中的大量数据源中进行选择。您可以快
速准备数据，以便在数据仓库和数据湖中进行分析。Amazon Glue Studio 还提供工具来监控 ETL 工作流并
验证其是否按预期运行。您可以预览每个节点的数据集。这会在任务的每个步骤中显示数据样本，有助于您
调试 ETL 任务。

Amazon Glue Studio 能够提供一个可视化界面，易于：

• 从 Amazon S3、Amazon Kinesis 或 JDBC 源中提取数据。
• 配置能够连接、采样或转换数据的转换。
• 指定转换后的数据的目标位置。
• 查看任务中每个点的架构或数据集样本。
• 运行、监控和管理 Amazon Glue Studio 创建的任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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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Glue Studio 的功能

Amazon Glue Studio 的功能
Amazon Glue Studio 能够帮助您创建并管理收集、转换和清理数据的任务。高级用户可以使用 Amazon 
Glue Studio 进行问题排查并编辑任务脚本。

可视化任务编辑器
当您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创建和编辑任务时，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将其他节点添加到要实现的任务中：
• 多个数据源。
• 多个数据目标。
• 将连接器用于以前不受支持的外部数据存储的数据源和目标

• 查看任务图中每个节点上的数据样本。
• 更改现有节点的父节点。
• 添加以下内容的转换：

• 联接数据源。
• 从数据中选择特定字段。
• 删除字段。
• 重命名字段。
• 更改字段的数据类型。
• 将数据中的选择字段写入 Amazon S3 存储桶（spigot）中的 JSON 文件。
• 从数据集中筛选出数据。
• 将数据集拆分为两个数据集。
• 查找数据集中的缺失值，并在单独的列中提供缺失值。
• 使用 SQL 查询和转换数据。
• 使用自定义代码。

用于交互式开发和调试任务脚本的笔记本界面
Amazon Glue Studio 通过一键式设置增强了笔记本体验，便于任务创作和数据探索。笔记本和连接都将自动
为您配置。您可以使用基于 Jupyter Notebook 的笔记本界面，使用 Amazon Glue 无服务器 Apache Spark 
ETL 基础设施以交互方式开发、调试和部署脚本和工作流。您可以在笔记本环境中执行临时查询、数据分析
和可视化（例如，表格和图表）。

Amazon Glue Studio 中的笔记本编辑器界面提供以下功能：

• 没有要预置或管理的集群
• 没有等待运行笔记本的空闲集群成本
• 无需预先配置
• 对于相同的开发环境，没有资源争用
• 安装和用法简单
• 在与运行 Amazon Glue ETL 任务完全相同的运行环境中进行测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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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脚本代码编辑器

任务脚本代码编辑器
Amazon Glue Studio还有一个脚本编辑器，用于为您的任务编写或自定义 extract-transform-and-load 
（ETL）代码。您可以使用 Amazon Glue Studio 中的可视化编辑器快速设计您的 ETL 任务，然后编辑生成
的脚本，为您的任务的独特组件编写代码。

创建新任务时，您可以选择为 Spark 任务或 Python Shell 任务编写脚本。您可以使用 Python 或 Scala 为 
Spark 任务进行任务 ETL 脚本编码。如果您创建 Python Shell 任务，任务 ETL 脚本将使用 Python 3.6。

Amazon Glue Studio 中的脚本编辑器界面提供以下功能：

• 您可以在脚本中插入、修改以及删除源、目标和转换。
• 添加或修改数据源、目标和转换的参数。
• 语法和关键字突出显示
• 本地单词、Python 关键字和代码片段的自动完成建议。

任务性能控制面板
Amazon Glue Studio 为您的 ETL 任务提供一个全面的运行控制面板。控制面板显示特定时间范围内运行的
任务的相关信息。控制面板上显示的信息包括：

• 任务概览摘要 – 显示总任务、当前运行、已完成运行和失败任务的简要概览。
• 状态摘要 – 基于工件类型和任务类型等任务属性提供高级任务指标。
• 任务运行时间线 – 当前选定时间范围内成功运行、失败运行和总运行的条形图摘要。
• 任务运行细分 – 选定时间范围内运行的任务的详细列表。

数据集分区支持
您可以使用 Amazon Glue Studio 来高效处理分区的数据集。您可以使用 SQL 表达式或用户定义的函数来加
载、筛选、转换和保存分区的数据，从而避免从 Amazon S3 列出和读取不必要的数据。

应在何时使用 Amazon Glue Studio？
使用 Amazon Glue Studio 提供简单的可视化界面，创建 ETL 工作流，实现数据清理和转换，并将其在 
Amazon Glue 上运行。

Amazon Glue Studio 使 ETL 开发人员能够轻松创建可重复的流程，从而移动和转换大型半结构化数据集，
并将其加载到数据湖和数据仓库中。它能够提供一个 boxes-and-arrows 样式的可视化界面，用于开发和管理
Amazon Glue ETL 工作流，以便您可以选择使用代码进行自定义。 Amazon Glue Studio能够结合传统 ETL 
工具的易用性，以及大数据处理引擎Amazon Glue的强大功能和灵活度。

Amazon Glue Studio 提供多种自定义 ETL 脚本的方法，包括在可视化编辑器中添加代表代码片段的节点。

使用 Amazon Glue Studio 轻松实现任务管理。Amazon Glue Studio 为您提供任务和任务运行管理界面，
清楚说明任务之间的关系，并提供任务运行的总体情况。任务管理页面能够轻松地对任务执行以前难以在 
Amazon Glue 控制台实现的批量操作。所有任务运行都在单个界面中实现，便于您在其中进行搜索和筛选。
这使您可以不断更新查看 ETL 操作和您使用的资源。您可以在 Amazon Glue Studio 使用实时控制面板来监
控任务运行，并验证其按预期运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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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 Amazon Glue Studio

访问 Amazon Glue Studio
要访问 Amazon Glue Studio，请以具有所需权限的用户身份登录 Amazon,如为 Amazon Glue Studio 设置 
IAM 权限 (p. 10)中所述。然后您可以登录 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并通过以下
网址打开 Amazon Glue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glue/。单击导航窗格中的 Amazon Glue 
Studio 链接。

Amazon Glue Studio 定价
使用 Amazon Glue Studio，您需要支付数据预览费用。为任务指定 IAM 角色后，可视化编辑器将启动 
Apache Spark 会话，从而对源数据进行采样并执行转换。此会话运行 30 分钟，然后自动关闭。Amazon按
开发终端节点费率（DEVED-DPU-Hour）向您收取 2 个 DPU 费用，通常每 30 分钟会话收取 0.44 USD 的
费用。每个区域的费率可能会有所不同。在 30 分钟会话结束时，您可以在任何节点的 Data preview (数据预
览) 选项卡上选择 Retry (重试)，或者重新加载可视化编辑器页面，以相同速率开始新的 30 分钟会话。

您还需要为任务使用的或与之交互的基础 Amazon 服务付费，例如 Amazon Glue、数据源和数据目标。有关
定价信息，请参阅 Amazon Glue 定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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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初始 Amazon 配置任务

对 Amazon Glue Studio 进行设置
如果您首次使用 Amazon Glue Studio，请完成本部分中的任务：

主题
• 完成初始 Amazon 配置任务 (p. 5)
• 审核 Amazon Glue Studio 用户需要 IAM 权限 (p. 6)
• 审核 ETL 任务所需的 IAM 权限 (p. 9)
• 为 Amazon Glue Studio 设置 IAM 权限 (p. 10)
• 为 ETL 任务配置 VPC (p. 13)
• 填充 Amazon Glue 数据目录 (p. 13)

完成初始 Amazon 配置任务
要使用 Amazon Glue Studio，必须首先完成以下任务：

• 注册Amazon (p. 5)
• （建议）创建 IAM 管理员用户 (p. 5)
• （建议）为 Amazon Glue Studio 创建 Amazon 用户。

您可以使用管理员用户创建和管理 ETL 任务，也可以创建一个单独的用户来访问 Amazon Glue Studio。

要为 Amazon Glue 或 Amazon Glue Studio 创建其他用户，请按照《IAM 用户指南》中的创建您的第一个 
IAM 委派用户和用户组的步骤操作。

• 作为 IAM 用户登录 (p. 6)

注册Amazon
如果您还没有 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请完成以下步骤创建一个。

注册 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

1. 打开 https://portal.aws.amazon.com/billing/signup。
2.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进行操作。

在注册时，您将接到一通电话，要求您使用电话键盘输入一个验证码。

当您注册 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 时，系统将会创建一个 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根用户。根用
户有权访问该账户中的所有 Amazon Web Services和资源。作为安全最佳实践，请 为管理用户分配管
理访问权限，并且只使用根用户执行 需要根用户访问权限的任务。

创建 IAM 管理员用户
如果您的账户中已包含具有完整Amazon管理权限的 IAM 用户，则可以跳过此部分。

保护 IAM 用户
注册 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 后，启用多重身份验证（MFA）保护您的管理用户。有关说明，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为 为 IAM 用户（控制台）启用虚拟 MFA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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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IAM 用户登录

要授予其他用户访问您的 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 资源的权限，请创建 IAM 用户。为了保护您的 IAM 用
户，请启用 MFA 并仅向 IAM 用户授予执行任务所需的权限。

有关创建和保护 IAM 用户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以下主题：

• 在您的 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 中创建 IAM 用户
• 适用于 Amazon 资源的访问管理
• IAM 基于身份的策略示例

作为 IAM 用户登录
通过选择 IAM user (IAM 用户) 并输入您的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 ID 或账户别名来登录 IAM 控制台。
在下一页上，输入您的 IAM 用户名和密码。

Note

为方便起见，Amazon登录页面使用浏览器 Cookie 记住您的 IAM 用户名和账户信息。如果您之前以
其他用户身份登录过，请选择此按钮下面的登录链接，返回登录主页。在此处，您可以输入要重新
导向到您账户 IAM 用户登录页面的 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 ID 或账户别名。

审核 Amazon Glue Studio 用户需要 IAM 权限
要使用 Amazon Glue Studio，用户必须有权访问各种 Amazon 资源。用户必须能够查看和选择 Amazon S3 
存储桶、IAM 策略和角色，以及 Amazon Glue Data Catalog 对象。

Amazon Glue 服务权限
Amazon Glue Studio 使用 Amazon Glue 服务的操作和资源。您的用户需要这些操作和资源的权限，从而有
效使用 Amazon Glue Studio。您可以授予 Amazon Glue Studio 用户 AWSGlueConsoleFullAccess 托管
式策略，或创建具有较小权限集的自定义策略。

Important

根据安全性最佳实践，建议通过收紧策略来限制访问，从而进一步限制对 Amazon S3 存储桶和 
Amazon CloudWatch 日志组的访问。有关示例 Amazon S3 策略，请参阅编写 IAM policy：如何授
予对 Amazon S3 存储桶的访问权限。

为 Amazon Glue Studio 创建自定义 IAM 策略
您可以为 Amazon Glue Studio 创建一个包含较小权限集的自定义策略。该策略可以为对象或操作子集授予
权限。创建自定义策略时，请使用以下信息。

要使用 Amazon Glue Studio API，请在 IAM 权限的操作策略中包括 glue:UseGlueStudio。使用
glue:UseGlueStudio 将允许您访问所有 Amazon Glue Studio，即使随着时间的推移向 API 中添加了更
多操作。

任务操作

• GetJob
• CreateJob
• DeleteJob
• GetJ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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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dateJob

任务运行操作

• StartJobRun
• GetJobRuns
• BatchStopJobRun
• GetJobRun

数据库操作

• GetDatabases

计划操作

• GetPlan

表操作

• SearchTables
• GetTables
• GetTable

连接操作

• CreateConnection
• DeleteConnection
• UpdateConnection
• GetConnections
• GetConnection

映射操作

• GetMapping

安全配置操作

• GetSecurityConfigurations

脚本操作

• CreateScript （不同于中的同名 APIAmazon Glue）

访问 Amazon Glue Studio API
要访问 Amazon Glue Studio，请在 IAM 权限的操作策略列表中添加 glue:UseGlueStudio。

在以下示例中，glue:UseGlueStudio 已包括在操作策略中，但 Amazon Glue Studio API 不是单独识别
的。这是因为当您包括 glue:UseGlueStudio 时，系统将会向您自动授予访问内部 API 的权限，而无需在 
IAM 权限中指定单个 Amazon Glue Studio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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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Amazon Glue Studio 创建自定义 IAM 策略

在该示例中，列出的其他操作策略（例如，glue:SearchTables）并非 Amazon Glue Studio API，因此，
需要根据需要将它们包含在 IAM 权限中。此外，您可能还希望包括 Amazon S3 代理操作，以指定要授予的 
Amazon S3 访问权限级别。以下示例策略提供对开放 Amazon Glue Studio、创建可视化任务及保存/运行任
务（如果选定 IAM 角色具有足够权限）的访问权限。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VisualEditor0", 
            "Effect": "Allow", 
            "Action": [ 
                "glue:UseGlueStudio", 
                "iam:ListRoles", 
                "iam:ListUsers", 
                "iam:ListGroups", 
                "iam:ListRolePolicies", 
                "iam:GetRole", 
                "iam:GetRolePolicy", 
                "glue:SearchTables", 
                "glue:GetConnections", 
                "glue:GetJobs", 
                "glue:GetTables", 
                "glue:BatchStopJobRun", 
                "glue:GetSecurityConfigurations", 
                "glue:DeleteJob", 
                "glue:GetDatabases", 
                "glue:CreateConnection", 
                "glue:GetSchema", 
                "glue:GetTable", 
                "glue:GetMapping", 
                "glue:CreateJob", 
                "glue:DeleteConnection", 
                "glue:CreateScript", 
                "glue:UpdateConnection", 
                "glue:GetConnection", 
                "glue:StartJobRun", 
                "glue:GetJobRun", 
                "glue:UpdateJob", 
                "glue:GetPlan", 
                "glue:GetJobRuns", 
                "glue:GetTags", 
                "glue:GetJob" 
            ], 
            "Resource": "*" 
        }, 
        { 
            "Action": [ 
                "iam:PassRole" 
            ], 
            "Effect": "Allow", 
            "Resource": "arn:aws:iam::*:role/AWSGlueServiceRole*", 
            "Condition": { 
                "StringLike": { 
                    "iam:PassedToService": [ 
                        "glue.amazonaws.com"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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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本和数据预览权限

笔记本和数据预览权限
数据预览和笔记本允许您在任务的任何阶段（读取、转换、写入）查看数据样本，而无需运行任务。您可
以为 Amazon Glue Studio 指定访问数据时要使用的 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角
色。IAM 角色可代入，没有关联的标准长期凭证（如密码或访问密钥）。相反，当 Amazon Glue Studio 代
入角色时，IAM 会为其提供临时安全凭证。

要确保数据预览和笔记本命令正常工作，请使用名称开头为字符串 AWSGlueServiceRole 的角色。如果选
择为角色使用其他名称，则必须在 IAM 中为角色添加 iam:passrole 权限并配置策略。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为未命名为 “AWSGlueServiceRole*” 的角色创建 IAM Statement (p. 12)：

Warning

如果角色为笔记本授予 iam:passrole 权限，并且您实施了角色链接，则用户可能会无意中获得
访问笔记本的权限。目前没有实施审计，因此不允许您监控哪些用户已被授予访问笔记本的权限。

Amazon CloudWatch 权限
您可以使用监控您的Amazon Glue Studio作业Amazon CloudWatch，此工具可从中Amazon Glue将原始数
据收集到易读 near-real-time 指标中并进行处理。默认情况下，Amazon Glue指标数据 CloudWatch 自动发
送到。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CloudWatch 是什么？ 在亚马逊 CloudWatch 用户指南中，Amazon 
Glue在Amazon Glue开发者指南中。

要访问 CloudWatch 控制面板，则访问控制面板，Amazon Glue Studio需要以下内容之一：

• AdministratorAccess 策略
• CloudWatchFullAccess 策略
• 包含以下一个或多个特定权限的自定义策略：

• cloudwatch:GetDashboard 和 cloudwatch:ListDashboards，以查看控制面板
• cloudwatch:PutDashboard，以创建或修改控制面板
• cloudwatch:DeleteDashboards，以删除控制面板

有关使用策略更改 IAM 用户权限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更改 IAM 用户的权限。

审核 ETL 任务所需的 IAM 权限
当您使用 Amazon Glue Studio 创建任务时，该任务代入您在创建它时指定的 IAM 角色的权限。此 IAM 角色
必须有权限从您的数据源中提取数据，将其写入您的目标，并访问 Amazon Glue 资源。

为任务创建的角色的名称必须以字符串 AWSGlueServiceRole 开头，以便其能够正确地被 Amazon Glue 
Studio 使用。例如，您可以将角色命名为 AWSGlueServiceRole-FlightDataJob。

数据源和数据目标权限
Amazon Glue Studio 任务必须具有您在任务中使用的任何源、目标、脚本和临时目录等 Amazon S3 的访问
权限。您可以创建策略，提供对特定 Amazon S3 资源的精细访问权限。

• 数据源需要 s3:ListBucket 和 s3:GetObject 权限。
• 数据目标需要s3:ListBucket、s3:PutObject 和 s3:DeleteObject 权限。

如果选择 Amazon Redshift 作为数据源，那么您可以为集群权限提供角色。针对 Amazon Redshift 集群运行
的任务会发出命令，使用临时凭证访问 Amazon S3 进行临时存储。如果您的任务运行超过一小时，这些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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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任务所需的权限

证将会过期，导致任务失败。若要避免此问题，您可以将角色分配给 Amazon Redshift 集群本身，其授予使
用临时凭证的任务所需的权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Glue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将数据移入和移
出 Amazon Redshift。

如果任务使用 Amazon S3 以外的数据源或目标，则您必须为任务使用的 IAM 角色附上所需的权限，从而访
问这些数据源和目标。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Glue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设置环境以访问数据存
储。

如果要为数据存储使用连接器和连接，则您需要在the section called “使用连接器所需的权限” (p. 10)中描
述的其他权限。

删除任务所需的权限
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您可以在控制台选择多个任务删除。若要执行此操作，您必须具有
glue:BatchDeleteJob 权限。这不同于需要 glue:DeleteJob 权限来删除任务的 Amazon Glue 控制
台。

Amazon Key Management Service 权限
如果您计划访问使用 Amazon Key Management Service（Amazon KMS）进行服务器端加密的 Amazon 
S3 源和目标，则需为任务使用的 Amazon Glue Studio 角色附上策略，从而使任务能够解密数据。任务角
色需要 kms:ReEncrypt、kms:GenerateDataKey 和 kms:DescribeKey 权限。此外，任务角色需要
kms:Decrypt 权限来上载或下载使用 Amazon KMS 客户主密钥（CMK）加密的 Amazon S3 对象。

使用 Amazon KMS CMK 需支付额外费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Key Management Service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 Amazon Key Management Service 概念 – 客户主密钥（CMK）和 Amazon Key 
Management Service 定价。

使用连接器所需的权限
如果您使用 Amazon Glue 自定义连接器和连接来访问数据存储，则需要为用于运行 Amazon Glue ETL 任务
的角色附上其他权限：

• 亚马逊云科技托管式策略 AmazonEC2ContainerRegistryReadOnly，用于访问购买于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的连接器。

• glue:GetJob 和 glue:GetJobs 权限。
• Amazon Secrets Manager 权限，用于访问与连接一起使用的密钥。有关示例 IAM 策略，请参阅 Example: 

Permission to retrieve secret values（示例：检索密钥值的权限）。

如果您的 Amazon Glue ETL 任务在运行 Amazon VPC 的 VPC 中运行，则 VPC 必须按照the section called 
“为 ETL 任务配置 VPC” (p. 13)中的描述进行配置。

为 Amazon Glue Studio 设置 IAM 权限
您可以通过使用 Amazon 管理员用户，创建角色并将策略分配给用户和任务角色。

您可以使用AWSGlueConsoleFullAccessAmazon托管策略提供使用Amazon Glue Studio控制台所需的权
限。

要创建您自己的策略，请按照《Amazon Glue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为 Amazon Glue 服务创建 IAM policy 记
录的步骤进行操作。包括前面在 审核 Amazon Glue Studio 用户需要 IAM 权限 (p. 6) 中描述的 IAM 权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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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创建 IAM 角色 (p. 11)
• 将策略附加至 Amazon Glue Studio 用户 (p. 11)
• 为未命名为 “AWSGlueServiceRole*” 的角色创建 IAM Statement (p. 12)

创建 IAM 角色
Amazon Glue Studio 需要权限才能代表您访问其他服务。您可以创建 IAM 角色并为该角色分配策略来提供
这些权限。您可以在创建任务、使用笔记本编辑器或使用数据预览时指定此角色。Amazon Glue Studio 或者
您的 ETL 任务将代入此角色，获得访问其他服务和数据位置的临时权限。

您需要向您的 IAM 角色授予在 Amazon Glue Studio 和 Amazon Glue 代表您调用其他服务时可使用的权
限。这包括访问 Amazon S3 以存储脚本和临时文件，以及用于 Amazon Glue Studio 的任何其他源或目标的
权限。

要为 ETL 任务创建角色

1. 在 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 中，打开 IAM 控制台 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iam/，选择角色，然后在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创建角色。

2. 对于角色类型，选择 Amazon Service (亚马逊云科技服务)，找到并选择 Glue，然后选择 Next: 
Permissions (下一步: 权限)。

3. 在 Attach permissions policy（附加权限策略）页面上，选择包含所需权限的策略。例如，您可以为常规
Amazon Glue Studio和Amazon Glue权限选择Amazon托管策略，AWSGlueServiceRoleFullAccess为访
问 Amazon S3 资源选择Amazon托管策略 Ama zonS3。

4. 根据需要为其他数据存储或服务添加其他策略。
5. 选择 Next: Review（下一步: 审核）。
6. 对于 Role name (角色名称)，输入您角色的名称，例如 AWSGlueServiceRole-Studio。选择以字符

串 AWSGlueServiceRole 开头的名称，可允许将角色从控制台用户传递到服务。

如果为角色选择其他名称，则您必须添加一个为您的用户授予对 IAM 角色的 iam:PassRole 权限的策
略，以匹配您的命名约定。

选择 Create role（创建角色）完成角色的创建。

将策略附加至 Amazon Glue Studio 用户
登录 Amazon Glue Studio 控制台的任何 Amazon 用户都必须具有访问特定资源的权限。您可使用向用户分
配 IAM 策略来提供这些权限。

要将 AWSGlueConsoleFullAccess 托管式策略附加到用户

1. 登录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IAM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iam/。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Policies (策略)。
3. 在策略列表中，选中旁边的复选框AWSGlueConsoleFullAccess。您可以使用 Filter 菜单和搜索框来筛

选策略列表。
4. 选择 Policy actions（策略操作），然后选择 Attach（附加）。
5. 选择要将策略附加到的用户。您可以使用 Filter（筛选条件）菜单和搜索框来筛选委托人实体列表。在选

择要将策略附加到的用户后，选择 Attach policy (附加策略)。
6. 根据需要，重复前面的步骤向用户附上其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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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创建 IAM Statement

为未命名为 “AWSGlueServiceRole*” 的角色创建 IAM 
Statement
要为 Amazon Glue Studio 所使用的角色配置 IAM policy

1. 登录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IAM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iam/。

2. 添加新的 IAM policy。您可以添加到现有策略或创建新的 IAM 内联策略。若要创建 IAM policy：

1. 选择 Policies，然后选择 Create Policy。如果 Get Started (开始使用) 按钮出现，选择此按钮，然后
选择 Create Policy (创建策略)。

2. 在 Create Your Own Policy 旁，选择 Select。
3. 对于 Policy Name (策略名称)，键入一个便于您稍后参考的值。（可选）在 Description (描述) 中键入

说明性文本。
4. 对于 Policy Document (策略文档)，请使用以下格式键入策略语句，然后选择 Create Policy (创建策

略)：
3. 将以下数据块复制并粘贴到 “Statement”（语句）阵列下面的策略中，将 my-interactive-session-

role- prefix 替换为所有要关联的常见角色的前缀Amazon Glue。

{ 
    "Action": [ 
        "iam:PassRole" 
    ], 
    "Effect": "Allow", 
    "Resource": "arn:aws:iam::*:role/my-interactive-session-role-prefix*", 
    "Condition": { 
        "StringLike": { 
            "iam:PassedToService": [ 
                "glue.amazonaws.com " 
            ] 
        } 
    }
}

以下是策略中包含的版本和语句阵列的完整示例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Action": [ 
            "iam:PassRole" 
        ], 
        "Effect": "Allow", 
        "Resource": "arn:aws:iam::*:role/my-interactive-session-role-prefix*", 
        "Condition": { 
            "StringLike": { 
                "iam:PassedToService": [ 
                    "glue.amazonaws.com " 
                ] 
            } 
        } 
    } 
  ]
}

4. 要对某个用户启用策略，请选择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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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TL 任务配置 VPC

5. 选择您要向其挂载策略的 用户。

为 ETL 任务配置 VPC
您可以使用 Amazon Virtual Private Cloud (Amazon VPC) 在 Amazon Web Services 云 内您自己的逻辑隔
离区域中定义虚拟化网络，我们称之为 虚拟私有云 (VPC) 。可在 VPC 中启动实例等 Amazon 资源。您的 
VPC 与您可能在自己的数据中心中运行的传统网络极为相似，同时享有使用来自 Amazon 的可扩展基础设施
的优势。您可以配置您的 VPC；您可以选择它的 IP 地址范围、创建子网并配置路由表、网关和安全设置。
您可以将您的 VPC 中的实例连接到网络。您可以将您的 VPC 连接到公司的数据中心，并将 Amazon Web 
Services 云 作为数据中心的延伸。要保护各个子网中的资源，您可以利用多种安全层，包括安全组和网络访
问控制列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VPC 用户指南》。

使用连接器时，您可以配置您的 Amazon Glue ETL 任务，使其在 VPC 内运行。您必须根据需要为以下内容
配置 VPC：

• 不在 Amazon 中的数据存储的公有网络访问。必须能够从 VPC 子网使用任务访问的所有数据存储。
• 如果您的任务既要访问 VPC 资源又要访问公有 Internet，VPC 内部必须具有网络地址转换（NAT）网关。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Glue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设置环境以访问数据存储。

填充 Amazon Glue 数据目录
Amazon Glue Studio 可以使用 Amazon Glue Data Catalog 中定义的数据集。这些数据集用作 Amazon Glue 
Studio 中 ETL 工作流的源和目标。如果为数据源或目标选择数据目录，则在创建任务之前，必须存在与数据
源或数据目标相关的数据目录表。

当从数据源读取或写入数据源时，ETL 任务需要了解数据的架构。ETL 任务可以从 Amazon Glue Data 
Catalog 的表中获取信息。您可以使用爬网程序、Amazon Glue 控制台、Amazon CLI，或 Amazon 
CloudFormation 模板文件将数据库和表添加到数据目录中。有关填充数据目录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Glue Glue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数据目录。

如果使用连接器，您可以在配置 Amazon Glue Studio 中 ETL 任务的数据源节点时，使用架构生成器输入架
构信息。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使用自定义连接器编写任务” (p. 35)：

对于某些数据源，Amazon Glue Studio 可以自动推断其从指定位置的文件中读取的数据架构。

• 对于 Amazon S3 数据源，您可以在 将 Amazon S3 中的文件用作数据源 (p. 44) 上找到更多信息。
• 对于串流数据源，您可以在 使用流式传输数据源 (p. 46) 上找到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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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决条件

教程：Amazon Glue Studio 入门
您可以使用 Amazon Glue Studio 创建从数据源中提取结构化或半结构化数据的任务，执行该数据的转换，
并将结果集保存在数据目标中。

在本教程中，您将使用 Amazon S3 作为源和目标，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创建一个任务。完成这些步骤
后，您将了解如何创建可视化任务以及如何编辑节点，即可视化任务编辑器中的组件构建块。

您将了解如何执行以下操作：

• 将数据源节点配置为数据来源。在本教程中，您要将数据来源设置为 Amazon S3。
• 应用和编辑转换节点。在本教程中，您要将 Trans ApplyMapping form 应用于任务。
• 配置数据目标节点。在本教程中，您要将数据目标设置为 Amazon S3。
• 查看和编辑任务脚本。
• 运行任务并查看任务的运行详细信息。

主题
• 先决条件 (p. 14)
• 步骤 1：开始任务创建过程  (p. 15)
• 步骤 2：编辑任务图中的数据源节点 (p. 16)
• 步骤 3：编辑任务的转换节点 (p. 18)
• 步骤 4：编辑任务的数据目标节点 (p. 19)
• 步骤 5：指定任务详细信息并保存任务 (p. 20)
• 步骤 6：运行任务 (p. 21)
• 后续步骤 (p. 21)

先决条件
本教程包含以下先决条件：

• 您已经有一个 Amazon 账户。
• 您拥有 Amazon Glue Studio 的访问权限。
• 您的账户拥有为 Amazon S3 数据源和数据目标创建和运行任务所需的所有权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设置 Amazon Glue Studio。

启动 Amazon CloudFormation 堆栈
Amazon CloudFormation 堆栈拥有完成本教程所需的所有资源。

1. 启动以下 Amazon CloudFormation 堆栈，以通过单击按钮为本教程创建资源，然后按照步骤完成该过
程。

2. 命名Amazon CloudFormation堆栈 CreateJob-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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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开始任务创建过程 

3. 然后，选择“I acknowledge that Amazon CloudFormation might create IAM resources with custom 
names option.”（我确认可能使用自定义名称选项创建 IAM 资源。）。

4. 选择 Create stack（创建堆栈）。

启动此堆栈将创建 Amazon 资源。Amazon CloudFormation 输出中显示的以下资源是您在接下来步骤中需要
的资源：

• 密钥 - 描述
• Amazon Glue Studio角色 - 要运行 Amazon Glue 任务的 IAM 角色
• Amazon Glue StudioAmazon S3 存储桶 - 用于存储与博客相关的文件的 Amazon S3 存储桶的名称
• Amazon Glue StudioTicketsYYZDB – Amazon Glue 数据目录数据库
• Amazon Glue StudioTableTickets— 用作源的数据目录表
• Amazon Glue StudioTableTrials— 用作源的数据目录表
• Amazon Glue StudioParkingTicketCount — 要用作目标的数据目录表

步骤 1：开始任务创建过程
在此任务中，您可以选择使用模板开始创建任务。

借助模板开始创建任务

1. 登录 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Amazon Glue Studio 控制
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gluestudio/。

2. 在 Amazon Glue Studio 登录页面，选择 Create and manage jobs (创建和管理任务) 标题下的 View 
jobs (查看任务)。

3. 在 Jobs（任务）页面上的 Create job（创建任务）标题下，默认情况下将选择以下选项：

• Visual with a source and target（具有源和目标的视觉对象）
• 对于 Source（源）：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 对于 Target（目标）：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4. 选择 Create（创建）按钮，开始任务创建过程。

此时会打开任务编辑页面，其中显示了一个简单的三节点任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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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编辑任务图中的数据源节点

• A - 可视化任务编辑器画布。您可以在此处添加节点以创建任务。
• B - 可视化任务由画布上的节点表示。选择节点后，它将用蓝线突出显示。
• C - 节点面板包含多个选项卡：“Node properties”（节点属性）、“Output schema”（输出架构）和“Data 

preview”（数据预览）。选择节点后，将显示节点面板，并显示该节点独有的新选项卡，以进行其他配
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任务编辑器功能。

• D- 任务编辑器选项卡功能区。默认情况下，已选择 Visual（可视化）。您还可以选择：Script（脚
本）、Job details（任务详细信息）、Runs（运行）和 Schedules（计划）。Runs（运行）和
Schedules（计划）在任务运行后可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编辑 ETL 任
务。

• E - 节点工具栏提供以下操作：在任务编辑画布中添加源节点、转换节点和目标节点、撤消和重做操作、移
除节点，以及放大/缩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编辑 ETL 任务。

• F - 默认情况下，任务将被命名为“Untitled job”（无标题任务）。单击文本框可将任务名称更改为唯一名
称。

• G - 任务编辑器操作菜单允许您保存、运行和删除任务。运行任务时，“Actions”（操作）下拉菜单还会提供
其他选项。

步骤 2：编辑任务图中的数据源节点
选择任务图中的 Data source - S3 bucket（数据来源 – S3 存储桶）节点来编辑数据来源属性。

编辑数据源节点

1. 默认情况下，将显示 Data source properties - Amazon S3（数据来源属性 - Amazon S3）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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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编辑任务图中的数据源节点

2. 默认情况下，已为 Amazon S3 源类型选择 Data Catalog table（数据目录表）选项。这是因为源类型由
Node properties（节点属性）选项卡中的“Node type”（节点类型）确定。默认情况下，“Node type”（节
点类型）为 Amazon S3。

3. 对于 Database（数据库），从 Amazon Glue Data Catalog 内可用数据库列表中选择 yyz-tickets 数据
库。此数据库是在本教程前面部分当您启动 Amazon CloudFormation 堆栈时为您创建的。

4. 对于 Table（表），单击下拉菜单，然后从 Amazon Glue Data Catalog 中选择 tickets（票证）。此表是
在本教程前面部分当您启动 Amazon CloudFormation 堆栈时为您创建的。

为数据源节点提供所需信息后，会有绿色复选标记显示在任务图中的节点上。
5. （可选）选择节点详细信息窗格中的 Output schema（输出架构）选项卡，查看数据架构。
6. （可选）在节点详细信息窗格的 Node properties（节点属性）选项卡上，对于 Name（名称），为此任

务输入一个唯一名称。

使用输入的值作为任务图中数据源节点的标注。如果为任务中的节点使用唯一名称，则更易于在任务图
中识别每个节点以及选择父节点。

您还可以设置节点类型。更改节点类型将更改“Data source properties”（数据来源属性）选项卡中的多
个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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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编辑任务的转换节点

步骤 3：编辑任务的转换节点
在转换节点中，您可以指定想要如何修改数据的原始格式。ApplyMapping转换支持您重命名数据属性键、更
改数据类型，以及从数据集中删除列。

编辑 Trans form- ApplyMapping 节点时，您的数据的原始架构将显示在节点详细信息面板的源键列中。这是
根据源数据获取并存储在 Amazon Glue Data Catalog 中的数据属性键名称（列名）。

Target key (目标键) 列会显示将在数据目标中显示的键名称。您可以使用此字段更改输出中的数据属性键名
称。Data type (数据类型) 列会显示键的数据类型，并允许您将其更改为目标的不同数据类型。Drop (删除)
列中包含一个复选框。此复选框允许您选择一个字段，从而将其从目标架构中删除。

编辑转换节点

1. 选择任务图中的 Transf orm- ApplyMapping 节点来编辑数据转换属性。
2. 在节点详细信息窗格的 Node properties（节点属性）选项卡上，查看信息。

将节点的名称更改为 Ticket_Mapping。
3. 选择节点详细信息窗格中的 Transform（转换）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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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编辑任务的数据目标节点

4. 通过选中 Drop（删除）列中每个键的复选框，选择删除键。

• location1

• location2

• location3

• location4

• province

5. 对于源键 officer，将 Target key（目标键）值更改为 officer_name。

将 ticket_number 和 set_fine_amount 键的数据类型更改为 float（浮点数）。更改数据类型时，
您必须验证目标是否支持该数据类型。

6. （可选）选择节点详细信息窗格中的 Output schema（输出架构）选项卡，查看已修改的架构。

请注意，任务图中的 Transform - Apply Mapping 节点现已具有绿色复选标记，表示节点已受编辑并具有所需
的全部信息。

步骤 4：编辑任务的数据目标节点
数据目标节点确定转换后输出的发送位置。该位置可以是 Amazon S3 存储桶、数据目录表或连接器和连
接。如果选择数据目录表，则数据将写入与该表关联的位置。例如，如果您在数据目录中使用爬网程序为 
JDBC 目标创建表，则数据将写入该 JDBC 表。

编辑数据目标节点

1. 选择任务图中的 Data target - S3 bucket（数据目标 – S3 存储桶）节点来编辑数据目标属性。
2. 在节点详细信息窗格的右侧，选择 Node properties（节点属性）选项卡。对于 Name（名称），为该节

点输入一个唯一名称。
3. 选择 Data target properties - S3（数据目标属性 – S3）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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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指定任务详细信息并保存任务

4. 对于每个字段，进行以下选择。

有关可用选项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数据目标选项概览 (p. 98)。

• Format（格式）：Parquet
• Compression Type（压缩类型）：GZIP
• S3 Target Location（S3 目标位置）：选择 Browse S3（浏览 S3）按钮，以查看您有权访问的 

Amazon S3 存储桶。选择 Amazon S3 存储桶作为目标。
• Data Catalog update options（数据目录更新选项）：请勿更新数据目录

步骤 5：指定任务详细信息并保存任务
在保存和运行提取、转换和加载（ETL）任务之前，您必须首先输入有关任务本身的其他信息。

指定任务详细信息并保存任务

1. 选择 Job details（任务详细信息）选项卡。
2. 输入任务的名称。提供最大长度为 255 个字符的 UTF-8 字符串。

（可选）输入任务的描述。描述长度最多为 2048 个字符。
3. 对于 IAM role（IAM 角色），从可用角色列表中选择 Amazon Glue StudioRole。

Note

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角色用于对运行任务所用的资源进行访问权
限授权。您只能选择您的账户中已存在的角色。您选择的角色必须具有访问 Amazon S3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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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运行任务

目标、临时目录、脚本以及任务所使用的任何库的权限，以及对 Amazon Glue 服务资源的访问
权限。
有关创建角色的步骤，请参阅创建 IAM 角色 为Amazon Glue 于 Amazon Glue《开发人员指
南》。

您可能需要向此角色添加对目标 Amazon S3 存储桶的访问权限。

如果您有许多角色可供选择，可以开始在 IAM role（IAM 角色）搜索字段中输入角色名称的部分名称，
而具有匹配文本字符串的角色将会显示出来。例如，您可以在搜索字段中输入“tutorial”以查找所有名称
中包含 tutorial（不区分大小写）的角色。

4. 对于其余字段，使用原定设置值。
5. 在页面右上角，选择 Save（保存）。

您应在页面顶部看到一条表明任务已成功保存的通知。

Note

如果您没有看到表明任务已成功保存的通知，则很有可能缺少阻止任务保存的信息。

• 在可视化编辑器中查看任务，然后选择没有绿色复选标记的任意节点。
• 如果可视化编辑器窗格上方的任何选项卡都有标注，请选择该选项卡并查找以红色突出显示的任

何字段。

步骤 6：运行任务
既然任务已保存，则您可以运行该任务。

1. 选择页面顶部的 Run (运行) 按钮。然后，您应看到一条表明任务已成功启动的通知。您还可以选择
Runs（运行）选项卡，然后选择 Run jobs（运行任务）。

2. 要查看任务运行详细信息，请单击 Run Details（运行详细信息）通知中的链接，或者选择 Runs（运
行）选项卡，以查看任务的运行状态。

3. 要在 Runs（运行）选项卡中查看任务运行详细信息，请查看最近任务运行的任务运行详细信息卡片。
有关任务运行信息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查看最近任务运行的信息” (p. 145)。

祝贺您完成本教程！您已经学会了如何创建可视化任务、编辑节点、检查任务脚本、保存和运行任务，以及
查看运行详细信息。

后续步骤
启动任务运行后，您可能想尝试一些以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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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步骤

• 查看任务监控控制面板 – 访问任务监控控制面板 (p. 138)。
• 尝试对数据进行不同转换 – 编辑 Amazon Glue 托管数据转换节点 (p. 51)。
• 查看您的账户中存在的角色 – 查看您的作业 (p. 145)。
• 使用基于时间的计划运行任务 – 计划任务运行 (p.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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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作业创建过程

使用 Amazon Glue Studio 创建 ETL 
作业

您可以使用 Amazon Glue Studio 中的简单视觉界面，创建您的 ETL 任务。您使用 Jobs (任务) 页面创建新
任务。您还可以使用脚本编辑器或笔记本直接处理 Amazon Glue Studio ETL 任务脚本中的代码。

在 Jobs (任务) 页面上，您可以看到您使用 Amazon Glue Studio 或 Amazon Glue 创建的所有任务。您可以
在此页面上查看、管理和运行您的任务。

主题
• 启动作业创建过程 (p. 23)
• 创建使用连接器的任务 (p. 24)
• 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创建任务的后续步骤 (p. 24)

启动作业创建过程
您使用可视化编辑器创建和自定义任务。创建新任务时，您可以选择从空画布、具有数据源的任务、转换、
数据目标节点，或者编写 ETL 脚本开始。

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创建任务

1. 登录 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Amazon Glue Studio 控制
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gluestudio/。

2. 您可以从 Amazon Glue Studio 登录页面中选择 Create and manage jobs (创建和管理任务)，也可以从
导航窗格中选择 Jobs (任务)。

此时将显示 Jobs (任务) 页面。
3. 在 Create job (创建任务) 部分中，为您的任务选择一个配置选项。

• Visual with a blank canvas（具有空画布的视觉对象）– 创建以空画布开始的任务
• Visual with a source and target（具有源和目标的视觉对象）– 创建以源节点、源、转换和目标节点开

始的任务

然后，选择数据源类型。您还可以选择数据目标类型，也可以从 Target（目标）下拉列表中选择
Choose later（稍后选择）选项，仅以图形中的数据源节点开始。

• Spark script editor（Spark 脚本编辑器）– 对于熟悉 ETL 脚本编程和编写的用户，请选择此选项，
创建新的 Spark ETL 任务。然后，您可以在脚本编辑器窗口中编写 Python 或 Scala 代码，也可以从
本地文件上传现有脚本。如果您选择使用脚本编辑器，则无法使用可视化任务编辑器来设计或编辑任
务。

Spark 任务会在由 Amazon Glue 托管的 Apache Spark 环境中执行。默认情况下，新脚本以 Python 
编码。要编写新的 Scala 脚本，请参阅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创建和编辑 Scala 脚本 (p. 102)。

• Python Shell script editor（Python Shell 脚本编辑器）– 对于熟悉 ETL 脚本编程和编写的用户，请选
择此选项，创建新的 Python Shell 任务。您可以在脚本编辑器窗口中从模板（boilerplate）开始编写
代码，也可以从本地文件上传现有脚本。如果您选择使用 Python shell 编辑器，则无法使用可视化任
务编辑器来设计或编辑任务。

Python shell 任务将 Python 脚本作为 shell 运行，支持的 Python 版本具体取决于您为任务选择的 
Amazon Glue 版本。您可以使用这些作业来计划和运行不需要 Apache Spark 环境的任务。

23

https://console.amazonaws.cn/gluestudio/


Amazon Glue Studio 用户指南
创建使用连接器的任务

• Jupyter Notebook – 对于熟悉 ETL 脚本编程和编写的用户，选择此选项可以使用基于 Jupyter 笔记本
的笔记本界面创建新的 Python 或 Scala 任务脚本。您可以在笔记本中编写代码。如果您选择使用笔
记本界面创建任务，则无法使用可视化任务编辑器来设计或编辑任务。

您还可以使用命令行界面轻松配置笔记本以创作任务。
4. 选择 Create（创建）可以在所选编辑界面中创建任务。

5. 如果选择 Jupyter 笔记本选项，将显示 Create job in Jupyter notebook（在 Jupyter 笔记本中创建任务）
页面，而不是任务编辑器界面。在创建笔记本创作会话之前，必须提供附加信息。有关如何指定此信息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开启笔记本 (p. 128)。

创建使用连接器的任务
将连接器添加到 Amazon Glue Studio 并为该连接器创建连接之后，您可以创建一项任务，将该连接用于数
据源。

有关详细说明，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使用自定义连接器编写任务” (p. 35)。

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创建任务的后续步骤
您使用可视化任务编辑器为任务配置节点。每个节点表示一项操作，例如从源位置读取数据或者为数据应用
转换。您添加到任务的每个节点都具有相关属性，提供有关数据位置或转换的信息。

创建和管理任务的后续步骤包括：

• 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编辑 ETL 任务 (p. 48)
• 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开启笔记本 (p. 128)
• 将连接器添加到 Amazon Glue Studio (p. 29)
• 查看任务脚本 (p. 146)
• 修改任务属性 (p. 146)
• 保存任务 (p.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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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任务运行 (p. 143)
• 查看最近任务运行的信息 (p. 145)
• 访问任务监控控制面板 (p.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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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以下方法连接到数据Amazon 
Glue Studio

创建新任务时，您可以在中编辑 ETL 任务时使用连接到数据Amazon Glue Studio。为此，您可以添加使用连
接器读入数据的源节点，以及使用目标节点来指定写出数据的位置。

主题
• 正在连接到 RedshiftAmazon Glue Studio (p. 26)
• 使用带有 Amazon Glue Studio 的连接器和连接 (p. 28)
• 连接到数据源节点 (p. 43)
• 使用数据源的数据目录表 (p. 44)
• 将连接器用作数据源 (p. 44)
• 将 Amazon S3 中的文件用作数据源 (p. 44)
• 使用流式传输数据源 (p. 46)
• 参考 (p. 47)

正在连接到 RedshiftAmazon Glue Studio
Amazon Glue为提供内置支持Amazon Redshift。 Amazon Glue Studio提供可视化界面Amazon Redshift，
用于连接、编写数据集成作业并在Amazon Glue Studio无服务器 Spark 运行时运行这些作业。

主题
• 创建Amazon Redshift连接 (p. 26)
• 创建Amazon Redshift源节点 (p. 26)
• 创建Amazon Redshift目标节点 (p. 27)
• 高级选项 (p. 28)

创建Amazon Redshift连接
添加Amazon Redshift连接时，您可以选择现有Amazon Redshift连接，也可以在添加数据源-Redshift 节点时
创建新连接Amazon Glue Studio。

有关如何创建Amazon Redshift连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将数据移入和移出Amazon Redshift。

创建Amazon Redshift源节点

要添加数据源 —Amazon Redshift 节点，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Amazon Redshift访问类型：

• 直接数据连接（推荐）— 如果您想直接访问Amazon Redshift数据，请选择此选项。这是推荐的选
项，也是默认选项。

• Data Catalog tables— 如果您要使用数据目录表，请选择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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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您选择直接数据连接，请选择Amazon Redshift数据源的连接。这假设连接已经存在，您可以从现
有连接中进行选择。如果您需要创建连接，请选择创建 Redshift 连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连接
器和连接概览。

选择连接后，您可以通过单击 “查看属性” 来查看连接属性。有关连接的信息是可见的，包括 URL、安全
组、子网、可用区、描述以及创建时间 (UTC) 和上次更新时间 (UTC) 时间戳。

3. 选择Amazon Redshift来源选项：

• 选择单个表-这是包含您要从单个Amazon Redshift表访问的数据的表。
• 输入自定义查询-允许您根据自定义查询访问多个Amazon Redshift表中的数据集。

4. 如果您选择了单个表，请选择架Amazon Redshift构。可供选择的可用架构列表由所选表确定。

或者，选择 “输入自定义查询”。选择此选项可访问多个Amazon Redshift表中的自定义数据集。选择此选
项后，请输入Amazon Redshift查询。

您可以选择推断架构来根据您输入的查询读取架构。您也可以选择 “打开 Redshift 查询编辑器” 来输入
Amazon Redshift查询。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查询编辑器查询数据库。

5. 在性能和安全中，选择 Amazon S3 暂存目录和 IAM 角色。

• Amazon S3 暂存目录 — 选择 Amazon S3 位置来临时存放数据。
• IAM 角色 — 选择可以写入您选择的 Amazon S3 位置的 IAM 角色。

6. 在自定义 Redshift 参数-可选中，输入参数和值。

创建Amazon Redshift目标节点
要创建Amazon Redshift目标节点，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现有Amazon Redshift表作为目标，或输入新的表名。
2. 使用数据目标-Redshift 目标节点时，可以从以下选项中进行选择：

• APPEND — 如果表已经存在，则将所有新数据作为插入内容转储到表中。如果目录不存在，请创建
并插入所有新数据。

此外，如果要更新 (UPSERT) 目标表中的现有记录，请选中该复选框。表必须先存在，否则操作将失
败。

• MERGE —Amazon Glue 将根据您指定的条件更新数据或向目标表追加数据。

Note

要在中使用合并操作Amazon Glue，必须启用Amazon Redshift合并功能（目前在预览版本
中）。此功能和相关文档都可能会更改。有关如何为您的Amazon Redshift实例启用合并的说
明，请参阅 MERGE（预览）。

选择选项：
• 选择密钥和简单操作 — 选择要用作源数据和目标数据集之间匹配键的列。

匹配时指定以下选项：
• 使用源数据更新目标数据集中的记录。
• 删除目标数据集中的记录。

不匹配时指定以下选项：
• 将源数据作为新行插入到目标数据集中。
• 不执行任何操作。

• 输入自定义 MERGE 语句-然后，您可以选择 “验证合并语句” 以验证该语句是有效还是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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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NCATE — 如果表已经存在，请先清除目标表的内容来截断表数据。如果截断成功，则插入所有
数据。如果该表不存在，请创建该表并插入所有数据。如果截断未成功，请执行并失败。

• DROP — 如果表已经存在，则删除该表的元数据和数据。如果删除成功，则插入所有数据。如果该表
不存在，请创建该表并插入所有数据。如果删除未成功，请执行并失败。

• 创建-使用默认名称创建新表。如果表名已经存在，请创建一个名称后缀为的新表，job_datetime以
保持唯一性。这会将所有数据插入到新表中。如果该表存在，则最终的表名将附加后缀。如果该表不
存在，则将创建一个表。无论哪种情况，都将创建一个新表。

高级选项
请参阅在上使用Amazon Redshift Spark 连接器Amazon Glue。

使用带有 Amazon Glue Studio 的连接器和连接
Amazon Glue 使用 JDBC 连接为常用数据存储（例如 Amazon Redshift、Amazon Aurora、Microsoft SQL 
Server、MySQL、MongoDB 和 PostgreSQL）提供内置支持。Amazon Glue 还允许您在数据提取、转换和
加载（ETL）任务中使用自定义 JDBC 驱动程序。对于本地不支持的数据存储（如 SaaS 应用程序），您可
以使用连接器。

连接器是一个可选代码包，可帮助访问 Amazon Glue Studio 中的数据存储。您可以订阅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中提供的几个连接器。

创建 ETL 任务时，您可以使用本地支持的数据存储、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中的连接器或您自
己的自定义连接器。如果您使用连接器，您必须首先为连接器创建连接。连接包含连接到特定数据存储所需
的属性。您将使用与 ETL 任务中的数据源和数据目标的连接。连接器和连接协同工作，方便访问数据存储。

主题
• 连接器和连接使用概览 (p. 28)
• 将连接器添加到 Amazon Glue Studio (p. 29)
• 为连接器创建连接 (p. 31)
• 使用自定义连接器编写任务 (p. 35)
• 管理连接器和连接 (p. 40)
• 开发自定义连接器 (p. 41)
• Amazon Glue Studio 中连接器和连接的使用限制 (p. 43)

连接器和连接使用概览
连接包含连接到特定数据存储所需的属性。当您创建连接时，它将存储于 Amazon Glue Data Catalog 中。
选择一个连接器，然后创建基于该连接器的连接。

您可以为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中非本地支持的数据存储订阅连接器，然后在创建连接时使用
这些连接器。开发人员还可以创建自己的连接器，您可以在创建连接时使用它们。

Note

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使用自定义或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连接器创建的连接不
会在类型设置为 UNKNOWN 的 Amazon Glue 控制台中显示。

以下步骤介绍了 Amazon Glue Studio 中连接器的总体使用流程。

1. 订阅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中的连接器，或者开发自己的连接器并将其上载到 Amazon 
Glue Studio。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将连接器添加到 Amazon Glue Studio (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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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看连接器使用信息。您可以在连接器产品页面上的 Usage (使用) 选项卡上找到此类信息。例如，如果
您单击此产品页面上的 “使用情况” 选项卡，即 Co Amazon Gluennector for Google BigQuery，则可以在 
“其他资源” 部分看到有关使用此连接器的博客链接。其他连接器可能包含指向 Overview (概览) 部分中说
明的链接，正如适用于 Amazon Glue 的 Cloudwatch Logs 连接器的连接器产品页面上所示。

3. 创建连接。您可以选择要使用的连接器并为连接提供附加信息，例如登录凭证、URI 字符串和 Virtual 
Private Cloud（VPC）信息。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为连接器创建连接 (p. 31)：

4. 为您的任务创建 IAM 角色。作业代入您在创建它时指定的 IAM 角色的权限。此 IAM 角色必须具有对数据
存储进行身份验证、从中提取数据和向其写入数据所需的权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审核 ETL 任务所需
的 IAM 权限 (p. 9)和使用连接器所需的权限 (p. 10)。

5. 创建 ETL 任务并配置 ETL 任务的数据源属性。按照自定义连接器提供程序的指示提供连接选项和身份验
证信息。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自定义连接器编写任务 (p. 35)：

6. 添加转换或其他数据存储以自定义 ETL 任务，如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编辑 ETL 任务 (p. 48)中所
示。

7. 如果为数据目标使用连接器，请为 ETL 任务配置数据目标属性。按照自定义连接器提供程序的指示
提供连接选项和身份验证信息。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使用自定义连接器编写任
务” (p. 35)：

8. 配置任务属性以自定义任务运行环境，如修改任务属性 (p. 146)中所示。
9. 运行作业。

将连接器添加到 Amazon Glue Studio
连接器是一段代码，便于您在数据存储和 Amazon Glue 之间通信。您可以订阅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中提供的连接器，或者您还可以创建自己的自定义连接器。

主题
• 订阅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连接器 (p. 29)
• 创建自定义连接器 (p. 30)

订阅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连接器
Amazon Glue Studio 助力轻松地从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添加连接器。

将连接器从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添加到 Amazon Glue Studio

1. 在 Amazon Glue Studio 控制台中，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Connectors (连接器)。
2. 在 Connectors (连接器) 页面上，选择 Go to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转到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3. 在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中的 Featured products (特色产品) 中，选择要使用的连接器。

您可以选择其中一个特色连接器，也可以进行搜索。您可以搜索连接器的名称或类型，也可以使用选项
来优化搜索结果。

如果您要使用其中一个特色连接器，请选择 View product (查看产品)。如果通过搜索来查找连接器，请
选择连接器的名称。

4. 在连接器的产品页面上，使用选项卡查看有关连接器的信息。如果您决定购买此连接器，请选择
Continue to Subscribe (继续订阅)。

5. 提供付款信息，然后选择 Continue to Configure (继续配置)。
6. 在 Configure this software (配置此软件) 页面上，选择部署方法和要使用的连接器版本。然后选择

Continue to Launch (继续启动) 以继续。
7. 在 Launch this software (启动此软件) 页面上，您可以查看连接器提供程序提供的 Usage Instructions 

(使用说明)。准备就绪后，选择 Activate connection in Amazon Glue Studio (激活 Amazon Glue Studio 
Glue Studio 中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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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段时间后，控制台将显示 Amazon Glue Studio 中的 Create marketplace connection (创建 
Marketplace 连接) 页面。

8. 创建使用此连接器的连接，如为连接器创建连接 (p. 31)中所述。

或者，您可以选择 Activate connector only (仅激活连接器) 以跳过此时创建连接。您稍后必须创建连接
才能使用该连接器。

创建自定义连接器
您还可以构建自己的连接器，然后将连接器代码上载到 Amazon Glue Studio。

自定义连接器通过 Amazon Glue Spark 运行时 API 集成到 Amazon Glue Studio。Amazon Glue Spark 运行
时允许您插入兼容 Spark、Athena 或 JDBC 接口的连接器。它允许您传递自定义连接器可用的连接选项。

您可以使用 Amazon Glue 连接封装所有连接属性并为 ETL 任务提供连接名称。与数据目录连接集成，您可
以在单个 Spark 应用程序中或跨不同应用程序的多个调用使用相同的连接属性。

您可以指定连接的其他选项。Amazon Glue Studio 生成的任务脚本包含 Datasource 条目，该条目使用连
接通过指定的连接选项插入连接器。例如：

Datasource = glueContext.create_dynamic_frame.from_options(connection_type =  
"custom.jdbc", connection_options = {"dbTable":"Account","connectionName":"my-custom-jdbc-
connection"}, transformation_ctx = "DataSource0")

将自定义连接器添加到 Amazon Glue Studio

1. 为自定义连接器创建代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开发自定义连接器 (p. 41)：
2. 连接器增加了对 Amazon Glue 功能的支持。下面举例说明了这些功能，以及如何在 Amazon Glue 

Studio 生成的任务脚本内使用这些功能。

• 数据类型映射 – 连接器可以在从基础数据存储中读取列的同时对列进行类型化。例如，解析记录
并构造 DynamicFrame 时，dataTypeMapping 的 {"INTEGER":"STRING"} 会将所有类型为
Integer 的列转换为类型为 String 的列。这有助于用户将列转换为他们选择的类型。

DataSource0 = glueContext.create_dynamic_frame.from_options(connection_type  
= "custom.jdbc", connection_options = {"dataTypeMapping":{"INTEGER":"STRING"}",  
connectionName":"test-connection-jdbc"}, transformation_ctx = "DataSource0")

• 分区以进行并行读取 – Amazon Glue 允许对列上的数据进行分区，以便从数据存储中读取并行数
据。您必须指定分区列、下分区界限、上分区界限和分区数。此功能使您能够利用数据并行性以及为 
Spark 应用程序分配的多个 Spark 执行程序。

DataSource0 = glueContext.create_dynamic_frame.from_options(connection_type  
= "custom.jdbc", connection_options = {"upperBound":"200","numPartitions":"4",
"partitionColumn":"id","lowerBound":"0","connectionName":"test-connection-jdbc"},
transformation_ctx = "DataSource0")

• 使用 Amazon Secrets Manager 存储凭证 – 数据目录连接还可以包含 Amazon Secrets Manager 中所
存储密钥的 secretId。Amazon 密钥可以安全地存储身份验证和凭证信息，并在运行时将其提供给 
Amazon Glue。或者，您还可以在 Spark 脚本中指定 secretId，如下所示：

DataSource = glueContext.create_dynamic_frame.from_options(connection_type  
= "custom.jdbc", connection_options = {"connectionName":"test-connection-jdbc",
 "secretId"-> "my-secret-id"}, transformation_ctx = "DataSource0")

• 使用行谓词和列投影筛选源数据 – Amazon Glue Spark 运行时还允许用户向下推送 SQL 查询，以使
用行谓词和列投影在源处筛选数据。这样一来，ETL 任务能够更快地从支持推送的数据存储加载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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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的数据。向下推送到 JDBC 数据源的 SQL 查询示例如下：SELECT id, name, department 
FROM department WHERE id < 200.

DataSource = glueContext.create_dynamic_frame.from_options(connection_type =  
"custom.jdbc", connection_options = {"query":"SELECT id, name, department FROM 
 department  
WHERE id < 200","connectionName":"test-connection-jdbc"}, transformation_ctx =  
"DataSource0")

• 任务书签 – Amazon Glue 支持从 JDBC 源增量加载数据。Amazon Glue 从数据存储中跟踪上次处理
的记录，并在后续 ETL 任务运行中处理新的数据记录。任务书签使用主键作为书签键的默认列，前提
是此列按顺序增加或减少。有关任务书签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Glue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任
务书签。

DataSource0 = glueContext.create_dynamic_frame.from_options(connection_type =  
"custom.jdbc", connection_options = {"jobBookmarkKeys":["empno"], 
 "jobBookmarkKeysSortOrder"
:"asc", "connectionName":"test-connection-jdbc"}, transformation_ctx = "DataSource0")

3. 将自定义连接器打包为 JAR 文件，然后将文件上载到 Amazon S3。
4. 测试您的自定义连接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Glue 自定义连接器：本地验证测试指南处 Googs 上的 

GitHub 说明。
5. 在 Amazon Glue Studio 控制台中，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Connectors (连接器)。
6. 在 Connectors (连接器) 页面上，选择 Create custom connector (创建自定义连接器)。
7. 在 Create custom connector (创建自定义连接器) 页面上，输入以下信息：

• 指向 Amazon S3 中自定义代码 JAR 文件位置的路径。
• Amazon Glue Studio 将使用的连接器的名称。
• 您的连接器类型，可以是 JDBC、Spark 或者 Athena。
• 自定义代码中入口点的名称，Amazon Glue Studio 将调用以使用连接器。

• 对于 JDBC 连接器，此字段应该是 JDBC 驱动程序的类名称。
• 对于 Spark 连接器，此字段应该是完全限定的数据源类名称或其别名，您可以使用 format 运算

符。
• （仅限 JDBC）JDBC 连接用于数据存储的基本 URL。
• （可选）自定义连接器的描述。

8. 选择 Create connector (创建连接器)。
9. 在 Connectors (连接器) 页面中，创建使用此连接器的连接，如为连接器创建连接 (p. 31)中所示。

为连接器创建连接
Amazon Glue 连接是存储特定数据存储的连接信息的数据目录对象。这些连接存储登录凭证、URI 字符
串、Virtual Private Cloud (VPC) 等信息。在数据目录中创建连接，就可以不必在每次创建任务时都指定所有
连接详细信息。

Note

使用 Amazon Glue 控制台创建的连接不会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显示。

为连接器创建连接

1. 在 Amazon Glue Studio 控制台中，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Connectors (连接器)。
2. 选择要为其创建连接的连接器，然后选择 Create connection (创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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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Create connection (创建连接) 页面上，为您的连接输入名称以及（可选）描述。
4. 输入连接详细信息。根据所选连接器的类型，系统会提示您输入附加信息：

• 输入请求的身份验证信息（如用户名和密码），或选择 Amazon 密钥。
• 对于使用 JDBC 的连接器，请输入为数据存储创建 JDBC URL 所需的信息。
• 如果您使用 Virtual Private Cloud（VPC），请为 VPC 输入网络信息。

5. 选择 Create connection (创建连接)。

您将返回到 Connectors (连接器) 页面，信息性广告条会指示已创建的连接。您现在可以在您的 Amazon 
Glue Studio 任务中使用连接，如the section called “创建使用连接器的任务” (p. 24)中所示。

创建 Kafka 连接
创建 Kafka 连接时，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Kafka 将显示要配置的其他设置：

• Kafka 集群详细信息
• 身份验证
• 加密
• 网络操作

配置 Kafka 集群详细信息

1. 选择集群位置。可以从 Amazon Managed for Apache Kafka (MSK) 集群或 Customer managed Apache 
Kafka（客户管理的 Apache Kafka）集群中选择。有关 Amazon Managed Streaming for Apache Kafka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Managed Streaming for Apache Kafka (MSK)。

Note

Amazon Managed Streaming for Apache Kafka 仅支持 TLS 和 SASL/SCRAM-SHA-512 身份
验证方法。

2. 输入 Kafka 引导服务器的 URL。通过用逗号分隔每台服务器，可以输入多个服务器。通过在 URL 末尾
附加 :<port number>，包含端口号。

例如：b-1.vpc-test-2.034a88o.kafka-us-east-1.amazonaws.com:9094

选择身份验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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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Glue 支持用于身份验证的简单身份验证和安全层 (SASL) 框架。SASL 框架支持各种身份验证机
制，且 Amazon Glue 提供 SCRAM 协议（用户名和密码）和 GSSAPI（Kerberos 协议）。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身份验证方法时，可以选择以下客户端身份验证方法：

• 无 – 不进行身份验证。如果是为进行测试而创建连接，这非常有用。
• SASL/SCRAM-SHA-512 - 选择此身份验证方法以指定身份验证凭证。有两个可用的选项：

• 使用 Amazon Secrets Manager（推荐）- 如果选择此选项，则可以将凭证存储在 Amazon Secrets 
Manager 中，然后让 Amazon Glue 在需要时访问该信息。指定存储 SSL 或 SASL 身份验证凭证的密
钥。

• 直接提供用户名和密码。
• SASL/GSSAPI (Kerberos) – 如果选择此选项，则可以选择 keytab 文件、krb5.conf 文件的位置，然后输入 

Kerberos 主体名称和 Kerberos 服务名称。keytab 文件和 krb5.conf 文件的位置必须位于 Amazon S3 位
置。由于 MSK 尚不支持 SASL/GSSAPI，所以此选项仅适用于客户管理的 Apache Kafka 集群。有关更多
信息，请参阅 MIT Kerberos 文档：keytab。

• SSL 客户端身份验证 – 如果选择此选项，则可以通过浏览 Amazon S3 来选择 Kafka 客户端密钥库的位
置。或者，您可以输入 Kafka 客户端密钥库密码和 Kafka 客户端密钥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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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加密设置

1. 如果 Kafka 连接需要 SSL 连接，请选中 Require SSL connection（需要 SSL 连接）复选框。请注意，
如果无法通过 SSL 连接，则连接将失败。用于加密的 SSL 可以与任何身份验证方法（SASL/SCRAM-
SHA-512、SASL/GSSAPI、SSL 客户端身份验证）一起使用，并且是可选的。

如果身份验证方法设置为 SSL client authentication（SSL 客户端身份验证），则系统将自动选择并禁用
此选项，以防止出现任何更改。

2. （可选）。选择来自证书颁发机构 (CA) 的私有证书的位置。请注意，证书的位置必须在 S3 位置。
选择 Browse（浏览），从连接的 S3 存储桶中选择文件。路径必须采用 s3://bucket/prefix/
filename.pem 格式。它必须以文件名和 .pem 扩展名结尾。

3. 可以选择跳过验证证书颁发机构 (CA) 的证书。选择复选框 Skip validation of certificate from certificate 
authority (CA) [跳过验证证书颁发机构（CA）的证书]。如果未选中此框，则 Amazon Glue 会验证三种
算法的证书：

• SHA256withRSA
• SHA384withRSA
• SHA512withR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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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网络选项

下面是配置 VPC、子网和安全组的可选步骤。如果您的 Amazon Glue 任务需要在 virtual private cloud 
(VPC) 子网中的 Amazon EC2 实例上运行，必须提供其他特定于 VPC 的配置信息。

1. 选择包含您的数据源的 virtual private cloud (VPC)。
2. 选择您的 VPC 所在的子网。
3. 选择允许访问 VPC 子网中数据存储的一个或多个安全组。安全组与附加到子网的 ENI 相关联。必须为

所有 TCP 端口选择至少一个具有自引用入站规则的安全组。

使用自定义连接器编写任务
您可以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为数据源节点和数据目标节点使用连接器和连接。

主题
• 创建任务，为数据源使用连接器 (p. 35)
• 为使用连接器的节点配置源属性 (p. 36)
• 为使用连接器的节点配置目标属性 (p. 39)

创建任务，为数据源使用连接器
创建新任务时，可以为数据源和数据目标选择连接器。

创建任务，为数据源或数据目标使用连接器

1. 登录 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Amazon Glue Studio 控制
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gluestudio/。

2. 在 Connectors (连接器) 页面的 Your connections (您的连接) 资源列表中，选择要在任务中使用的连
接，然后选择 Create job (创建任务)。

或者，在 Amazon Glue Studio Jobs (任务) 页面的 Create job (创建任务) 下面，选择 Source and target 
added to the graph (已添加到图形中的源和目标)。在 Source (源) 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在任务中使用的
自定义连接器。还可以为 Target (目标) 选择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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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 Create (创建) 以打开可视化任务编辑器。
4. 配置数据源节点，如为使用连接器的节点配置源属性 (p. 36)中所示。
5. 添加转换、其他数据存储和数据目标以继续创建 ETL 任务，如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编辑 ETL 任

务 (p. 48)中所示。
6. 配置任务属性以自定义任务运行环境，如修改任务属性 (p. 146)中所示。
7. 保存并运行任务。

为使用连接器的节点配置源属性
创建为数据源使用连接器的任务后，可视任务编辑器将显示任务图，其中包含为连接器配置的数据源节点。
您必须为该节点配置数据源属性。

为使用连接器的数据源节点配置属性

1. 选择任务图中的连接器数据源节点，或者添加新节点，然后为 Node type (节点类型) 选择连接器。然
后，在右侧的节点详细信息面板中，选择 Data source properties (数据源属性) 选项卡（如果尚未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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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Data source properties (数据源属性) 选项卡上，选择要用于此任务的连接。

输入每种连接类型所需的附加信息：

JDBC

• Data source input type (数据源输入类型)：选择以提供表名称或 SQL 查询作为数据源。根据您的
选择，您需要提供以下附加信息：
• Table name (表名称)：数据源中表的名称。如果数据源未使用术语表，则提供适当数据结构的

名称，如自定义连接器使用信息所示（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中提供)。
• Filter predicate (筛选条件谓词)：读取数据源时使用的条件子句，类似于 WHERE 子句，用于检

索数据的子集。
• Query code (查询代码)：输入用于从数据源检索特定数据集的 SQL 查询。基本 SQL 查询示

例：

SELECT column_list FROM  
                           table_name WHERE where_clause
                        

• Schema (架构)：因为 Amazon Glue Studio 使用存储在连接中的信息来访问数据源，而不是从数
据目录表中检索元数据信息，所以您必须为数据源提供架构元数据。选择 Add schema (添加架
构)，打开架构编辑器。

有关如何使用架构编辑器的说明，请参阅编辑自定义转换节点的架构 (p. 78)。
• Partition column (分区列)：（可选）您可以为 Partition Column (分区列)、Lower bound (下

限)、Upper bound (上限) 和 Number of partitions (分区数) 提供值，对数据读取进行分区。

lowerBound 和 upperBound 值用于确定分区步长，而不是用于筛选表中的行。对表中的所有
行进行分区并返回。

Note

列分区为用于读取数据的查询添加额外的分区条件。使用查询（而不是表名称）时，您
应验证查询是否适用于指定的分区条件。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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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的查询格式为 "SELECT col1 FROM table1"，则在使用分区列的查询结尾
附加 WHERE 子句，以测试查询。

• 如果您的查询格式为 "SELECT col1 FROM table1 WHERE col2=val"，则通过
AND 和使用分区列的表达式扩展 WHERE 子句，以测试查询。

• Data type casting (数据类型转换)：如果数据源使用 JDBC 中不可用的数据类型，请使用此部分
指定如何将数据源中的数据类型转换为 JDBC 数据类型。您最多可指定 50 个不同的数据类型转
换。数据源中使用相同数据类型的所有列都将以相同的方式进行转换。

例如，如果数据源中有三列使用 Float 数据类型，并且您指示 Float 数据类型应转换为 JDBC
String 数据类型，则使用 Float 数据类型的所有三列将转换为 String 数据类型。

• Job bookmark keys (任务书签键)：任务书签可帮助 Amazon Glue 维护状态信息，并防止重新处
理旧数据。指定一个或多个列为书签键。Amazon Glue Studio 使用书签键跟踪上次运行 ETL 任
务期间已处理的数据。用于自定义书签键的列都必须严格单调递增或递减，但是允许有间隙。

如果您输入多个书签键，它们将合并成一个复合键。复合任务书签键不应包含重复的列。如果不
指定书签键，则预设情况下，Amazon Glue Studio 将使用主键作为书签键，前提是主键按顺序递
增或递减（没有间隙）。如果表没有主键，但任务书签属性已启用，则必须提供自定义任务书签
键。否则，无法搜索用作默认值的主键，任务运行将失败。

• Job bookmark keys sorting order (任务书签键排序)：选择键值是按顺序递增还是递减。

Spark

• Schema (架构)：因为 Amazon Glue Studio 使用存储在连接中的信息来访问数据源，而不是从数
据目录表中检索元数据信息，所以您必须为数据源提供架构元数据。选择 Add schema (添加架
构)，打开架构编辑器。

有关如何使用架构编辑器的说明，请参阅编辑自定义转换节点的架构 (p. 78)。
• Connection options (连接选项)：根据需要输入其他键值对，提供其他连接信息或选项。例如，您

可以输入数据库名称、表名、用户名和密码。

例如，对于 OpenSearch，您可以输入以下键值对，如中所述 教程：使用 Amazon Glue 
Connector for Elasticsearch  (p. 133)：
• es.net.http.auth.user : username
• es.net.http.auth.pass : password
• es.nodes : https://<Elasticsearch endpoint>
• es.port : 443
• path: <Elasticsearch resource>
• es.nodes.wan.only : true

有关要使用的最小连接选项的示例，请参阅 MinimalSparkConnectorTest.scala GitHub，显示了您
通常在连接中提供的连接选项。

Athena

• Table name (表名称)：数据源中表的名称。如果您使用从 Athena-CloudWatch logs 读取数据的
连接器，则需要输入表名all_log_streams。

• Athena schema name (Athena 架构名称)：在 Athena 数据源中选择与包含该表的数据库相对应
的架构。如果您使用从 Athena-CloudWatch logs 读取数据的连接器，则需要输入类似于/aws/
glue/name。

• Schema (架构)：因为 Amazon Glue Studio 使用存储在连接中的信息来访问数据源，而不是从数
据目录表中检索元数据信息，所以您必须为数据源提供架构元数据。选择 Add schema (添加架
构)，打开架构编辑器。

有关如何使用架构编辑器的说明，请参阅编辑自定义转换节点的架构 (p.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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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itional connection options (其他连接选项)：根据需要输入其他键值对，提供其他连接信息或
选项。

例如，请参阅 https://github.com/aws-samples/aws-glue-samples /tree/master/ /
developmGlueCustomConnectors ent/Athena 上的README.md文件。在本文档中的步骤中，示例
代码显示了所需的最小连接选项，即 tableName、schemaName 和 className。代码示例将这些
选项指定为 optionsMap 变量，但您可以为连接指定它们，然后使用连接。

3. （可选）提供所需信息后，您可以选择节点详细信息面板中的 Output schema (输出架构) 选项卡，查看
生成的数据架构。此选项卡上显示的架构将由您添加到任务图的子节点使用。

4. （可选）配置节点属性和数据源属性后，您可以选择节点详细信息窗格中的 Data preview (数据预览) 选
项卡来预览数据源的数据集。当您首次为任务中的任何节点选择此选项卡时，系统会提示您提供 IAM 角
色以访问数据。使用此功能会产生相关费用，并且一旦您提供 IAM 角色，则会立即开始计费。

为使用连接器的节点配置目标属性
如果将连接器用于数据目标类型，则必须配置数据目标节点的属性。

为使用连接器的数据目标节点配置属性

1. 在任务图中选择连接器数据目标节点。然后，在右侧的节点详细信息面板中，选择 Data target 
properties (数据目标属性) 选项卡（如果尚未选择）。

2. 在 Data target properties (数据目标属性) 选项卡上，选择用于写入目标的连接。

输入每种连接类型所需的附加信息：

JDBC

• Connection (连接)：选择要与连接器一起使用的连接。有关如何创建连接的信息，请参阅为连接
器创建连接 (p. 31)。

• Table name (表名称)：数据目标中表的名称。如果数据目标未使用术语表，则提供适当数据结构
的名称，如自定义连接器使用信息所示（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中提供)。

• Batch size (批处理大小)（可选）：在单个操作中输入要在目标表中插入的行数或记录数。默认值
是 1000 行。

Spark

• Connection (连接)：选择要与连接器一起使用的连接。如果以前未创建连接，请选择 Create 
connection (创建连接) 创建一个。有关如何创建连接的信息，请参阅为连接器创建连
接 (p. 31)。

• Connection options (连接选项)：根据需要输入其他键值对，提供其他连接信息或选项。您可以输
入数据库名称、表名、用户名和密码。

例如，对于 OpenSearch，您可以输入以下键值对，如中所述 教程：使用 Amazon Glue 
Connector for Elasticsearch  (p. 133)：
• es.net.http.auth.user : username
• es.net.http.auth.pass : password
• es.nodes : https://<Elasticsearch endpoint>
• es.port : 443
• path: <Elasticsearch resource>
• es.nodes.wan.only :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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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要使用的最小连接选项的示例，请参阅 MinimalSparkConnectorTest.scala GitHub，显示了您
通常在连接中提供的连接选项。

3. 提供所需信息后，您可以选择节点详细信息面板中的 Output schema (输出架构) 选项卡，查看生成的数
据架构。

管理连接器和连接
您可以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使用 Connectors (连接器) 页面管理您的连接器和连接。

主题
• 查看连接器和连接详细信息 (p. 40)
• 编辑连接器和连接 (p. 40)
• 删除连接器和连接 (p. 41)
• 取消连接器的订阅 (p. 41)

查看连接器和连接详细信息
您可以在 Connectors (连接) 页面上的 Your connectors (您的连接器) 和 Your connections (您的连接) 资源表
中，查看关于您的连接器和连接的摘要信息。要查看详细信息，请执行以下步骤。

Note

使用 Amazon Glue 控制台创建的连接不会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显示。

查看连接器或连接详细信息

1. 在 Amazon Glue Studio 控制台中，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Connectors (连接器)。
2. 选择要查看其详细信息的连接器或连接。
3. 选择 Actions (操作)，然后选择 View details (查看详细信息)，打开相应连接器或连接的详细信息页面。
4. 在详细信息页面上，您可以选择 Edit（编辑）或 Delete（删除）连接器或连接。

• 对于连接器，可以选择 Create connection (创建连接)，创建使用连接器的新连接。
• 对于连接，您可以选择 Create job (创建任务)，创建使用连接的任务。

编辑连接器和连接
您可以使用 Connectors (连接器) 页面更改您的连接器和连接中存储的信息。

修改连接器或连接

1. 在 Amazon Glue Studio 控制台中，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Connectors (连接器)。
2. 选择要更改的连接器或连接。
3. 选择 Actions，然后选择 Edit。

您还可以选择 View details (查看详细信息)，然后在连接器或连接详细信息页面上，选择 Edit (编辑)。
4. 在 Edit connector (编辑连接器) 或者 Edit connection (编辑连接) 页面上，更新信息，然后选择 Save (保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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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连接器和连接
您可以使用 connector (连接器) 页面删除连接器和连接。如果删除某个连接器，还应删除为该连接器创建的
所有连接。

要从 Amazon Glue Studio 中删除连接器，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Amazon Glue Studio 控制台中，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Connectors (连接器)。
2. 选择要删除的连接器或连接。
3. 选择 Actions，然后选择 Delete。

您还可以选择 View details (查看详细信息)，然后在连接器或连接详细信息页面上，选择 Delete (删
除)。

4. 确认您要删除连接器或连接，方法是输入 Delete，然后选择 Delete (删除)。

删除某个连接器时，还应删除为该连接器创建的所有连接。

使用已删除连接的任务将不再运行。您可以编辑任务以使用其他数据存储，也可以删除任务。有关如何删除
任务的信息，请参阅删除任务 (p. 149)。

如果您删除连接器，此操作不会取消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中该连接器的订阅。要删除已删除
连接器的订阅，请按取消连接器的订阅 (p. 41)中的说明操作。

取消连接器的订阅
从 Amazon Glue Studio 中删除连接和连接器后，如果您不再需要该连接器，您可以在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中取消订阅。

Note

如果您取消对连接器的订阅，则不会从您的账户中删除连接器或连接。使用该连接器和相关连接的
任务将无法再使用该连接器，并且会失效。
在您从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中取消订阅或重新订阅之前，您应先删除与该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产品关联的现有连接和连接器。

取消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中连接器的订阅

1. 登录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marketplace。

2. 选择 Manage subscriptions (选择订阅)。
3. 在 Manage subscriptions (管理订阅) 页面上，选择要取消的连接器订阅旁边的 Manage (管理)。
4. 依次选择 Actions (操作) 和 Delete Subscriptions (删除订阅)。
5. 选中此复选框，确认正在运行的实例会向您的账户收取费用，然后选择 Yes, cancel subscription (是，

取消订阅)。

开发自定义连接器
您可以编写从数据存储中读取数据或向数据存储写入数据的代码，并将数据格式化以用于 Amazon Glue 
Studio 任务。您可以为 Spark、Athena 和 JDBC 数据存储创建连接器。发布的示例代码 GitHub 概述了您需
要实现的基本接口。

您需要用于创建连接器代码的本地开发环境。您可以使用任意 IDE，甚至只使用命令行编辑器来编写连接
器。开发环境示例包括：

• 具有本地 Amazon Glue ETL Maven 库的本地 Scala 环境，正如《Amazon Glue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使用 
Scala 本地开发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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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lliJ IDE，可从 https://www.jetbrains.com/idea/ 下载 IDE。

主题
• 开发 Spark 连接器 (p. 42)
• 开发 Athena 连接器 (p. 42)
• 开发 JDBC 连接器 (p. 42)
• 将自定义连接器与 Amazon Glue Studio 结合使用的示例 (p. 42)
• 为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开发 Amazon Glue 连接器 (p. 43)

开发 Spark 连接器
您可以使用 Spark DataSource API V2（Spark 2.4）创建 Spark 连接器来读取数据。

若要创建自定义 Spark 连接器

按照Amazon Glue GitHub 示例库中的步骤开发 Spark 连接器，该库位于 https://github.com/aws-samples/
aws-glue-samples /tree/ /developententGlueCustomConnectors /Spark/rea.me.md。

开发 Athena 连接器
您可以创建 Athena 连接器，供 Amazon Glue 和 Amazon Glue Studio 查询自定义数据源。

若要创建自定义 Athena 连接器

按照Amazon Glue GitHub 示例库中的步骤开发 Athena 连接器，该库位于 https://github.com/aws-samples/
aws-glue-samples /tree/master/ ///develogmGlueCustomConnectors ent/Athena。

开发 JDBC 连接器
您可以创建使用 JDBC 访问数据存储的连接器。

创建自定义 JDBC 连接器

1. 在本地开发环境中安装 Amazon Glue Spark 运行时库。请参阅Amazon Glue GitHub 示
例库中的说明，网址为 https://github.com/aws-samples/aws-glue-samples /tree/master/ /
developmentGlueCustomConnectors/GlueSparkRuntime/readme.md。

2. 实施负责从数据源检索数据的 JDBC 驱动程序。请参阅适用于 Java SE 8 的 Java 文档。

在您的代码内创建入口点，Amazon Glue Studio 将其用于查找您的连接器。Class name (类名称) 字段
应该是 JDBC 驱动程序的完整路径。

3. 借助连接器使用 GlueContext API 读取数据。用户可以在 Amazon Glue Studio 控制台中添加更多输
入选项，配置与数据源的连接（如有必要）。有关演示如何使用自定义 JDBC 连接器读取和写入 JDBC 
数据库的代码示例，请参阅自定义和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connectionType 值。

将自定义连接器与 Amazon Glue Studio 结合使用的示例
有关使用自定义连接器的示例，您可以参考以下博客：

• 为带有 Amazon Glue 的数据存储开发、测试和部署自定义连接器
• Apache Hudi：使用 Amazon Glue 自定义连接器写入 Apache Hudi 表
• Google BigQuery：使用Amazon Glue自定义连接器 BigQuery ，将数据从 Google 迁移Amazon S3
• Snowflake（JDBC）：使用 Snowflake 和 Amazon Glue 执行数据转换
• SingleStore: 使用 SingleStore 和快速构建 ETLAmazon G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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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esforce：使用 CData JDBC 自定义连接器和 Amazon Glue 将 Salesforce 数据提取到 Amazon S3 -
• MongoDB：使用 Amazon DocumentDB（与 MongoDB 兼容）和 MongoDB 构建 Amazon Glue Spark 

ETL 任务
• Amazon 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Amazon RDS）：使用您自己的适用于 Amazon RDS 的 JDBC 驱

动程序构建 Amazon Glue Spark ETL 任务
• MySQL (JDBC)：https://github.com/aws-samples/aws-glue-samples /blob/master/

GlueCustomConnectors /developmentment/Spark/SparkConnectorMy sql.

为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开发 Amazon Glue 连接器
作为 Amazon 合作伙伴，您可以创建自定义连接器并将其上载到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以销售
给 Amazon Glue 客户。

开发连接器代码的过程与自定义连接器相同，但上载和验证连接器代码的过程更为详细。请参阅 GitHub 网
站上的 “创建连接器” 中的说明。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Amazon Glue Studio 中连接器和连接的使用限制
当您从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使用自定义连接器或连接器，请注意以下限制：

• 为自定义连接器创建的连接不支持 testConnection API。
• 自定义连接器不支持数据目录连接密码加密。
• 如果为使用 JDBC 连接器的数据源节点指定筛选条件谓语，则无法使用任务书签。

连接到数据源节点
要指定数据源属性，首先在任务图中选择一个数据源节点。然后，在节点详细信息面板的右侧，配置节点属
性。

修改数据源节点的属性

1. 转到新任务或已保存任务的可视编辑器。
2. 在任务图中选择一个数据源节点。
3. 在节点详细信息面板中选择 Node properties (节点属性) 选项卡，然后输入以下信息：

• Name (名称)：（可选）输入要与任务图中节点关联的名称。此名称在此任务的所有节点中应唯一。
• Node type (节点类型)：节点类型可确定由节点执行的操作。在 Node type (节点类型) 的选项列表中，

从标题 Data source (数据源) 下列出的值中选择一个。
4. 配置 Data source properties (数据源属性) 信息。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章节：

• 使用数据源的数据目录表 (p. 44)
• 将连接器用作数据源 (p. 44)
• 将 Amazon S3 中的文件用作数据源 (p. 44)
• 使用流式传输数据源 (p. 46)

5. （可选）配置节点属性和数据源属性后，您可以选择节点详细信息面板中的 Output schema (输出架构)
选项卡，查看数据源的架构。当您首次为任务中的任何节点选择此选项卡时，系统会提示您提供 IAM 角
色以访问数据。如果您尚未在 Job details (任务详细信息) 选项卡上指定 IAM 角色，系统会提示您在此处
输入 IAM 角色。

6. （可选）配置节点属性和数据源属性后，您可以选择节点详细信息窗格中的 Data preview (数据预览) 选
项卡来预览数据源的数据集。当您首次为任务中的任何节点选择此选项卡时，系统会提示您提供 IAM 角
色以访问数据。使用此功能会产生相关费用，并且一旦您提供 IAM 角色，则会立即开始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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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数据源的数据目录表
对于 Amazon S3 和连接器之外的所有数据源，表必须位于您所选择源类型的 Amazon Glue Data Catalog 
中。Amazon Glue Studio 不会创建数据目录表。

基于数据目录表配置数据源节点

1. 转到新任务或已保存任务的可视编辑器。
2. 在任务图中选择一个数据源节点。
3. 选择 Data source properties (数据源属性) 选项卡，然后输入以下信息：

• S3 source type (S3 源类型)：（仅适用于 Amazon S3 数据源）选择选项 Select a Catalog table (选择
目录表) 以使用现有 Amazon Glue Data Catalog 表。

• Database (数据库)：在数据目录中选择包含要用于此任务的源表的数据库。您可以使用搜索字段按名
称搜索数据库。

• Table (表)：从列表中选择与源数据关联的表。此表必须已位于 Amazon Glue Data Catalog 中。您可
以使用搜索字段按名称搜索表。

• Partition predicate (分区谓词)：（仅适用于 Amazon S3 数据源）输入基于仅包含分区列的 Spark 
SQL 的布尔表达式。例如："(year=='2020' and month=='04')"

• Temporary directory (临时目录)：（仅适用于 Amazon Redshift 数据源）输入 Amazon S3 中工作目
录位置的路径，在其中您的 ETL 任务可以写入临时中间结果。

• Role associated with the cluster (与集群关联的角色)：（仅适用于 Amazon Redshift 数据源）为要
使用的 ETL 任务输入角色，该角色包含 Amazon Redshift 集群权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数据源和数据目标权限” (p. 9)。

将连接器用作数据源
如果您为 Node type (节点类型) 选择连接器，请按照 使用自定义连接器编写任务 (p. 35) 中的说明操作，
完成数据源属性的配置。

将 Amazon S3 中的文件用作数据源
如果您选择 Amazon S3 作为数据源，则可以选择以下任一项：

• 数据目录数据库和表。
• Amazon S3 中的存储桶、文件夹或文件。

如果您将 Amazon S3 存储桶用作数据源，Amazon Glue Studio 会从文件中的指定位置检测数据的架构，或
者使用您指定的文件作为样本文件。当您使用 Infer schema (推断架构) 按钮时，会检测架构。如果您更改 
Amazon S3 位置或样本文件，则必须选择 Infer schema (推断架构)，使用新信息执行架构检测。

配置直接从 Amazon S3 中的文件读取数据的数据源节点

1. 转到新任务或已保存任务的可视编辑器。
2. 在任务图中为 Amazon S3 源选择数据源节点。
3. 选择 Data source properties (数据源属性) 选项卡，然后输入以下信息：

• S3 source type (S3 源类型)：（仅适用于 Amazon S3 数据源）选择选项 S3 location (S3 位置)。
• S3 URL：输入 Amazon S3 存储桶、文件夹或包含任务数据的文件的路径。您可以选择 Browse S3 

(浏览 S3)，从您的账户的可用位置中选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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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ursive (递归)：如果需要 Amazon Glue Studio 从 S3 位置在子文件夹中的文件读取数据，请选择
该选项。

如果子文件夹包含分区数据，Amazon Glue Studio 不会将文件夹名称中指定的分区信息添加到数据目
录。例如，您可考虑 Amazon S3 中的以下文件夹。

S3://sales/year=2019/month=Jan/day=1
S3://sales/year=2019/month=Jan/day=2

如果选择 Recursive (递归)，将 sales 文件夹选为 S3 位置，择 Amazon Glue Studio 会读取所有子
文件夹中的数据，但不会为年份、月份或日创建分区。

• Data format (数据格式)：选择数据的存储格式。您可以选择 JSON、CSV 或 Parquet。您选择的值会
告知 Amazon Glue 任务如何从源文件读取数据。

Note

如果您未选择正确的数据格式，Amazon Glue Studio 可能会正确推断模式，但任务将无法正
确解析源文件中的数据。

您可以输入其他配置选项，具体取决于您选择的格式。
• JSON（JavaScript 对象表示法）

• JsonPath：输入指向用于定义表架构的对象的 JSON 路径。JSON 路径表达式始终引用 JSON 结
构，类似于 XPath 表达式与 XML 文档的结合使用方式。JSON 路径中的“根成员对象”始终称为
$，即使它是一个对象或数组。JSON 路径可以用点表示法或括号表示法编写。

有关 JSON 路径的更多信息 JsonPath，请参阅 GitHub网站。
• Records in source files can span multiple lines (源文件中的记录可以跨越多行)：如果单个记录可

以跨越 CSV 文件中的多行，请选择此选项。
• CSV（逗号分隔值）

• Delimiter (分隔符)：输入字符以表示行中每个列条目的分隔项，例如 ; 或者 ,。
• Escape character (转义字符)：输入用作转义字符的字符。此字符表示紧接转义字符的字符应该

按字面意思处理，不应将其解释为分隔符。
• Quote character (引号字符)：输入用于将单独的字符串分组为单个值的字符。例如，如果您的 

CSV 文件包含 "This is a single value" 之类的值，您将选择 Double quote (") (双引号
（"）)。

• Records in source files can span multiple lines (源文件中的记录可以跨越多行)：如果单个记录可
以跨越 CSV 文件中的多行，请选择此选项。

• First line of source file contains column headers (源文件的第一行包含列标题)：如果 CSV 文件
中的第一行包含列标题而不是数据，请选择此选项。

• Parquet（Apache Parquet 列式存储）

对于以 Parquet 格式存储的数据，不需要配置其他设置。
• Partition predicate (分区谓词)：要对从数据源读取的数据进行分区，请输入基于 Spark SQL 的布尔表

达式，仅包含分区列。例如："(year=='2020' and month=='04')"
• Advanced options (高级选项)：如果需要 Amazon Glue Studio 根据特定文件检测数据的架构，请展开

此部分。
• Schema inference (架构推理)：如果您希望特定的文件，而不是让 Amazon Glue Studio 选择文

件，则选择选项从 S3 中选择样本文件。
• Auto-sampled file (自动取样文件)：输入 Amazon S3 中用于推断架构的文件的路径。

如果要编辑数据源节点并更改选定的样本文件，请选择 Reload schema (重新加载架构)，使用新的样
本文件检测架构。

4. 选择 Infer schema (推断架构) 按钮，从 Amazon S3 的源文件中检测架构。如果您更改 Amazon S3 位
置或样本文件，则必须再次选择 Infer schema (推断架构)，使用新信息推断架构。

45

https://github.com/json-path/JsonPath


Amazon Glue Studio 用户指南
使用流式传输数据源

使用流式传输数据源
您可以创建连续运行并使用来自串流源的数据的串流提取、转换和负载（ETL）任务，例如 Amazon Kinesis 
Data Streams、Apache Kafka 和 Amazon Managed Streaming for Apache Kafka（Amazon MSK）。

配置流式传输数据源的属性

1. 转到新任务或已保存任务的可视化图形编辑器。
2. 在图形中为 Kafka 或 Kinesis Data Streams 选择数据源节点。
3. 选择 Data source properties (数据源属性) 选项卡，然后输入以下信息：

Kinesis

• Kinesis source type（Kinesis 源类型）：选择选项 Stream details（流式传输详细信息）可使用
直接访问串流源，或选择 Data Catalog table（数据目录表）使用存储在其中的信息。

如果选择 Stream details（流式传输详细信息），请指定以下附加信息。
• 数据流的位置：选择流式传输与当前用户关联，还是其他用户关联。
• Region（区域）：选择存在流式传输的 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此信息用于构建用于访

问数据流的 ARN。
• Stream ARN（流式传输 ARN）：输入 Kinesis 数据流的 Amazon Resource Name (ARN)。如

果流式传输位于当前账户内，则可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流式传输名称。您可以使用搜索字段按
名称或 ARN 搜索数据流。

• Data format（数据格式）：从列表中选择数据流使用的格式。

Amazon Glue Studio 会自动从串流数据中检测架构。

如果选择 Data Catalog table（数据目录表），请指定以下附加信息。
• Database (数据库)：（可选）在 Amazon Glue 数据目录中选择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与串流

数据源关联的表。您可以使用搜索字段按名称搜索数据库。
• Table (表)：（可选）从列表中选择与源数据关联的表。此表必须已存在于 Amazon Glue 数据

目录中。您可以使用搜索字段按名称搜索表。
• Detect schema (检测架构)：选择该选项，允许 Amazon Glue Studio 从串流数据检测架构，而

不是使用数据目录表中的架构信息。如果选择 Stream details（流式传输详细信息）选项，则
会自动启用此选项。

• Starting position（起始位置）：预设情况下，ETL 任务会使用 Earliest（最早）选项，这意味着
从流式传输中最早的可用记录开启读取数据。您也可以选择 Latest（最新），表示 ETL 任务应该
从流式传输中最新的记录之后开启读取。

• Window size (窗口大小)：默认情况下，在 100 秒的时段内处理 ETL 任务和写出数据。这可以实
现数据的高效处理，并允许对晚于预计时间到达的数据执行聚合。您可以修改此窗口大小以提高
及时性或聚合精度。

Amazon Glue 流式传输任务使用检查点而非任务书签来跟踪已读取的数据。
• Connection options（连接选项）：展开此部分以添加键值对，指定其他连接选项。有关您可在此

处指定的选项的信息，请参阅Amazon Glue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 "connectionType": "kinesis"。

Kafka

• Apache Kafka source（Apache Kafka 源）：选择选项 Stream details（流式传输详细信息）可
使用直接访问串流源，或选择 Data Catalog table（数据目录表）使用存储在其中的信息。

如果选择 Data Catalog table（数据目录表），请指定以下附加信息。
• Database (数据库)：（可选）在 Amazon Glue 数据目录中选择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与串流

数据源关联的表。您可以使用搜索字段按名称搜索数据库。

46

https://docs.amazonaws.cn/glue/latest/dg/aws-glue-programming-etl-connect.html#aws-glue-programming-etl-connect-kinesis


Amazon Glue Studio 用户指南
参考

• Table (表)：（可选）从列表中选择与源数据关联的表。此表必须已存在于 Amazon Glue 数据
目录中。您可以使用搜索字段按名称搜索表。

• Detect schema (检测架构)：选择该选项，允许 Amazon Glue Studio 从串流数据检测架构，而
不是将架构信息存储于数据目录表。如果选择 Stream details（流式传输详细信息）选项，则
会自动启用此选项。

如果选择 Stream details（流式传输详细信息），请指定以下附加信息。
• Connection name（连接名称）：选择包含 Kafka 数据流的访问和身份验证信息的 Amazon 

Glue 连接。您必须使用与 Kafka 串流数据源的连接。如果连接不存在，可以使用 Amazon 
Glue 控制台为 Kafka 数据流创建连接。

• Topic name（主题名称）：输入要从中读取的主题的名称。
• Data format（数据格式）：选择从 Kafka 事件流读取数据时使用的格式。

• Starting position（起始位置）：预设情况下，ETL 任务会使用 Earliest（最早）选项，这意味着
从流式传输中最早的可用记录开启读取数据。您也可以选择 Latest（最新），表示 ETL 任务应该
从流式传输中最新的记录之后开启读取。

• Window size (窗口大小)：默认情况下，在 100 秒的时段内处理 ETL 任务和写出数据。这可以实
现数据的高效处理，并允许对晚于预计时间到达的数据执行聚合。您可以修改此窗口大小以提高
及时性或聚合精度。

Amazon Glue 流式传输任务使用检查点而非任务书签来跟踪已读取的数据。
• Connection options（连接选项）：展开此部分以添加键值对，指定其他连接选项。有关您可在此

处指定的选项的信息，请参阅Amazon Glue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 "connectionType": "kafka"。

Note

流式传输数据源当前不支持数据预览。

参考
最佳实践

• 构建 ETL 服务管道，将数据从 Amazon S3 增量加载到Amazon RedshiftAmazon Glue

ETL 编程

• ETL 中 ETL 的连接类型和选项Amazon Glue
• JDBC connectionType 值
• 用于将数据移入和移出高级选项Amazon Redsh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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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编辑 ETL 
任务

创建新任务时或保存任务后，您可以使用 Amazon Glue Studio 修改您的 ETL 任务。您可以在可视编辑器中
编辑节点或以开发人员模式编辑任务脚本，从而执行此操作。您还可以在可视编辑器中添加和删除节点，以
创建更复杂的 ETL 任务。

主题
• 访问任务图编辑器 (p. 48)
• 任务编辑器功能 (p. 48)
• 编辑 Amazon Glue 托管数据转换节点 (p. 51)
• Amazon Glue 自定义视觉转换  (p. 79)
• 将数据湖框架与 Amazon Glue Studio 配合使用 (p. 91)
• 配置数据目标节点 (p. 98)
• 编辑或上载任务脚本 (p. 101)
• 将节点添加到任务图 (p. 103)
• 更改任务图中节点的父节点 (p. 104)
• 从任务图中删除节点 (p. 104)
• 将源和目标参数添加到 Amazon Glue 数据目录节点  (p. 105)
• 在 Amazon Glue 中配置 Git 集成 (p. 106)

访问任务图编辑器
使用 Amazon Glue Studio 任务编辑器编辑您的 ETL 任务。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访问任务编辑器：

• 在控制台导航窗格中，选择 Jobs (任务)。在 Jobs (任务) 页面上，查找 Your jobs (您的任务) 列表中的任
务。然后，您可以：
• 在 Name (名称) 列中选择任务名称，打开该任务的任务编辑器。
• 选择任务，然后从 Actions (操作) 列表中选择 Edit job (编辑任务)。

• 在控制台导航窗格中选择 Monitoring (监控)。在 Monitoring (监控) 页面上，在 Job runs (任务运行) 列表中
查找任务。您可以在 Job runs (任务运行) 列表中筛选行，如任务运行视图 (p. 138)中所述。选择要编辑
的任务，然后从 Actions (操作) 菜单中选择 View job (查看任务)。

任务编辑器功能
任务编辑器提供以下功能，用于创建和编辑任务。

• 任务的可视图，每个任务任务都有一个节点：用于读取数据的数据源节点；用于修改数据的转换节点；用
于写入数据的数据目标节点。

48



Amazon Glue Studio 用户指南
在可视任务编辑器中使用架构预览

您可以查看和配置任务图中每个节点的属性。您还可以查看任务图中每个节点的架构和示例数据。这些功
能可帮助您验证任务是否正在以正确的方式修改和转换数据，而无需运行任务。

• Script viewing and editing (脚本查看和编辑) 选项卡，您可以在其中修改为任务生成的代码。
• Job details (任务详细信息) 选项卡，您可以在其中配置各种设置，自定义 Amazon Glue ETL 任务的运行

环境。
• Runs (运行) 选项卡，您可以在其中查看任务的当前运行和上一次运行，查看任务运行的状态，以及访问任

务运行的日志。
• Schedules (计划) 选项卡，您可以在其中配置任务的开始时间，或设置定期任务运行。

在可视任务编辑器中使用架构预览
创建或编辑任务时，您可以使用 Output schema (输出架构) 选项卡查看数据的架构。

在查看架构之前，任务编辑器需要数据源的访问权限。您可以在编辑器的 Job details (任务详细信息) 选项卡
上或者节点的 Output schema (输出架构) 选项卡上指定 IAM 角色。如果 IAM 角色具有数据源的所有必要访
问权限，您可以在节点的 Output schema (输出架构) 选项卡上查看架构。

在可视任务编辑器中使用数据预览
创建或编辑任务时，您可以使用 Data preview (数据预览) 选项卡查看数据示例。

在查看数据示例之前，任务编辑器需要数据源的访问权限。您首次选择 Data preview (数据预览) 选项卡时，
系统会提示您选择要使用的 IAM 角色。这可以是您计划用于任务的相同角色，也可以是不同的角色。您选择
的 IAM 角色必须具有数据预览的必要创建权限。

选择 IAM 角色后，大约需要 20 到 30 秒才能显示数据。选择 IAM 角色后，您需要为数据预览使用付费。以
下功能可帮助您查看数据。

• 选择设置图标（齿轮符号）以配置数据预览的首选项。您可以更改样本大小，也可以选择将文本从一行换
到下一行。这些设置适用于任务图中的所有节点。

• 选择 Previewing x of y fields (预览 y 个字段中的 x 个字段) 按钮，选择要预览的列（字段）。您使用默
认设置预览数据时，任务编辑器会显示数据集的前 5 列。您可以更改此选项以显示全部或不显示（不推
荐）。

• 您可以水平和垂直滚动浏览数据预览窗口。
• 使用拆分/整个屏幕按钮将 Data preview (数据预览) 选项卡展开到整个屏幕（叠加任务图），以便更好地查

看数据和数据结构。

数据预览可帮助您创建和测试任务，而无需重复运行任务。

• 您可以测试 IAM 角色，确保您有权访问您的数据源或数据目标。
• 您可以检查转换是否以预期方式修改数据。例如，如果您使用筛选条件转换，则可以确保筛选条件正在选

择合适的数据子集。
• 如果数据集包含具有多种类型值的列，则数据预览会显示这些列的元组列表。每个元组都包含数据类型及

其值，如以下屏幕截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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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数据预览时的限制
使用数据预览时，您可能会遇到以下限制。

• 您首次选择 Data preview (数据预览) 选项卡时，您必须选择 IAM 角色。此角色必须有权访问创建数据预
览所需的数据和其他资源。

• 提供 IAM 角色后，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查看数据。对于数据少于 1GB 的数据集，可能最多需要一分钟。如
果您拥有较大的数据集，则应使用分区来缩短加载时间。直接从 Amazon S3 加载数据可以实现更出色的
性能。

• 如果您拥有非常大的数据集，并且查询用于数据预览的数据需要 30 分钟以上，则请求将超时。您可以减
小数据集大小以使用数据预览。

• 默认情况下，您可以查看 Data preview (数据预览) 选项卡中的前 5 列。如果列没有数据值，您将收到一条
消息，指明没有要显示的数据。您可以增加采样的行数，也可以选择不同的列来查看数据值。

• 数据预览当前不支持流式传输数据源或使用自定义连接器的数据源。
• 一个节点上的错误会影响整个任务。如果任何一个节点在数据预览中出现错误，则该错误将在所有节点上

显示，直到您更正。
• 如果更改任务的数据源，您可能需要更新该数据源的子节点以匹配新架构。例如，如果您有用于修改列的 

ApplyMapping 节点，并且该列不存在于替换数据源中，您需要更新 ApplyMapping 转换节点。
• 如果您查看 SQL 查询转换节点的 Data preview (数据预览) 选项卡，并且 SQL 查询使用不正确的字段名

称，则 Data preview (数据预览) 选项卡将显示错误。

脚本代码生成
使用可视化编辑器创建任务时，将自动为您生成 ETL 代码。Amazon Glue Studio 会创建功能完整的任务脚
本，并将其保存在 Amazon S3 位置。

Amazon Glue Studio 生成的代码有两种形式：原始版本，即经典版本，以及更新的精简版本。预设情况下，
会使用新的代码生成器创建任务脚本。选择 Generate classic script（生成经典脚本）切换按钮，就可以使用
Script（脚本）选项卡上的经典代码生成器生成任务脚本。

生成的新版本代码中的一些差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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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的注释数据块将不再添加到脚本中
• 代码中的输出结构将使用您在可视化编辑器中指定的节点名称。在类脚本中，输出结构将简单地命名为
DataSource0、DataSource1、Transform0、Transform1、DataSink0、DataSink1 等。

• 长命令将拆分为多行，以免滚动页面才能查看整条命令。

Amazon Glue Studio 中的新功能需要新版本的代码生成，并且不适用于经典代码脚本。尝试运行这些任务
时，系统会提示您更新。

编辑 Amazon Glue 托管数据转换节点
Amazon Glue Studio 提供了两种类型的转换：

• Amazon Glue-原生转换 — 适用于所有用户并由 Amazon Glue 管理。
• 自定义视觉转换 — 允许您上传自己的转换以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使用

Amazon Glue 托管数据转换节点
Amazon Glue Studio 提供一组内置转换，可用于处理数据。您的数据从任务图中的一个节点传递到名为
DynamicFrame 的数据结构（这是 Apache Spark SQL DataFrame 的扩展）中的另一个节点。

在任务的预填充图中，数据源和数据目标节点之间是 Transf orm- ApplyMapping 节点。您可以将此转换节点
配置为修改数据，也可以使用其他转换。

以下内置转换适用于 Amazon Glue Studio：

• ApplyMapping (p. 52)：将数据源中的数据属性键映射到数据目标中的数据属性键。您可以重命名键、
修改键的数据类型以及选择要从数据集中删除的键。

• SelectFields (p. 53)：选择要保留的数据属性键。
• DropFields (p. 53)：选择要删除的数据属性键。
• RenameField (p. 54)：重命名单个数据属性密钥。
• Spigot (p. 54)：将数据样本写入 Amazon S3 存储桶。
• Join (p. 55)：使用指定数据属性键上的比较短语将两个数据集联接到一个数据集。您可以使用内部、外

部、左、右、左半和左反联接。
• SplitFields (p. 56)：将数据属性键一分为二DynamicFrames。输出是 DynamicFrames 集合：一个具

有选定的数据属性键，另一个具有剩余的数据属性键。
• SelectFromCollection (p. 57):DynamicFrame 从以下集合中选择一个DynamicFrames. 输出是选定的
DynamicFrame。

• FillMissingValues (p. 58)：查找数据集中缺少值的记录，并添加包含由输入决定的建议值的新字段
• Filter (p. 58)：根据筛选条件将数据集拆分为两个。
• DropNullFields (p. 61) (p. 59)：如果列中的所有值均为 “null”，则该列将从数据集中删除这些列。
• SQL (p. 60)：在文本输入字段中输入 SparkSQL 代码以使用 SQL 查询转换数据。输出为单个
DynamicFrame。

• 聚合 (p. 61)：对所选字段和行执行计算（例如平均值、总和、最小值、最大值），并使用新计算的值创
建新字段。

• 扁平化 (p. 63)：将结构内的字段提取到顶级字段中。
• UUID (p. 63)：为每行添加一个带有通用唯一标识符的列。
• 标识符 (p. 64)：为每行添加一个带有数字标识符的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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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间戳 (p. 64)：将列转换为时间戳类型。
• 格式化时间戳 (p. 64)：将时间戳列转换为格式化字符串。
• 条件路由器转换 (p. 65)：对传入数据应用多个条件。传入数据的每一行都通过一组筛选条件进行评估，

然后处理到相应的组中。
• Concatenate Columns 转换 (p. 66)：使用其他列的值和可选的间隔符构建新的字符串列。
• 拆分字符串转换 (p. 67)：使用正则表达式将字符串分解为标记数组，以定义拆分的方式。
• 数组到列的转换：将 (p. 68)数组类型的列的部分或全部元素提取到新列中。
• 添加当前时间戳转换 (p. 69)：用数据处理时间标记行。这对于审计目的或跟踪数据管道中的延迟很有

用。
• 将@@ 行转置为列转换 (p. 70)：通过旋转选定列上的唯一值来聚合数字列，这些列变成新列。如果选

择了多列，则将这些值连接在一起以命名新列。
• 将@@ 列取消旋转为行转 (p. 71)换：将列转换为新列的值，为每个唯一值生成一行。
• 自动平衡处理转换 (p. 73)：在工作人员之间更好地重新分配数据。这在数据不平衡或者数据来自源时不

允许对其进行足够的parallel 处理时很有用。
• 派生列转换 (p. 74)：根据数学公式或 SQL 表达式定义新列，您可以在其中使用数据中的其他列以及常

量和文字。
• 查找转换 (p. 74)：当键与数据中定义的查找列匹配时，从已定义的目录表中添加列。
• Explode Array 或 Map Into Rows 转换 (p. 75)：将值从嵌套结构提取到更易于操作的单行中。
• Custom transform (p. 77)：在文本输入字段中输入代码以使用自定义转换。输出是 DynamicFrames

的集合。

ApplyMapping 用于重新映射数据属性键
ApplyMapping转换将源数据属性键重新映射到目标数据所需的配置。在 ApplyMapping 转换节点中，您可以
执行以下操作：

• 更改多个数据属性键的名称。
• 如果支持新数据类型并且两种数据类型之间存在转换路径，则更改数据属性键的数据类型。
• 指示要删除的数据属性键，以选择数据属性键的子集。

您可以根据需要为任务图添加其他ApplyMapping节点 — 例如，旨在修改其他数据源或遵循联接转换。

Note

ApplyMapping转换不区分大小写。

将 ApplyMapping 转换节点添加到任务图

1. （可选）在可视化编辑器的顶部工具栏中选择 Transform (转换)，然后选择 ApplyMappingTransform (转
换) 到任务图（如果需要）。

2. 在 Node properties (节点属性) 选项卡上，输入任务图中节点的名称。如果尚未选择父节点，请从 Node 
parents (父节点) 列表中选择一个节点，用作转换的输入源。

3. 选择节点详细信息窗格中的 Transform (转换) 选项卡。
4. 修改输入架构：

• 要重命名数据属性键，请在 Target key (目标键) 字段中输入键的新名称。
• 要更改数据属性键的数据类型，请从 Data type (数据类型) 列表中为键选择新数据类型。
• 要从目标架构中删除数据属性键，请选中该键对应的 Drop (删除) 复选框。

52



Amazon Glue Studio 用户指南
SelectFields 用于删除大多数数据属性键

5. （可选）配置转换节点属性后，您可以选择节点详细信息面板中的 Output schema (输出架构) 选项卡，
查看数据的修改架构。当您首次为任务中的任何节点选择此选项卡时，系统会提示您提供 IAM 角色以访
问数据。如果您尚未在 Job details (任务详细信息) 选项卡上指定 IAM 角色，系统会提示您在此处输入 
IAM 角色。

6. （可选）配置节点属性和转换属性后，您可以选择节点详细信息窗格中的 Data preview (数据预览) 选项
卡来预览已修改的数据集。当您首次为任务中的任何节点选择此选项卡时，系统会提示您提供 IAM 角色
以访问数据。使用此功能会产生相关费用，并且一旦您提供 IAM 角色，则会立即开始计费。

SelectFields 用于删除大多数数据属性键
您可以使用SelectFields转换从数据集创建数据属性键的子集。您可以指明要保留的数据属性键，其余的属性
键将从数据集中删除。

Note

SelectFields转换区分大小写。ApplyMapping如果您需要以不区分大小写的方式选择字段，则使
用。

将 SelectFields 转换节点添加到任务图

1. （可选）在可视化编辑器的顶部工具栏中选择 Transform (转换)，然后选择 SelectFieldsTransform (转
换) 到任务图（如果需要）。

2. 在 Node properties (节点属性) 选项卡上，输入任务图中节点的名称。如果尚未选择父节点，请从 Node 
parents (父节点) 列表中选择一个节点，用作转换的输入源。

3. 选择节点详细信息窗格中的 Transform (转换) 选项卡。
4. 在标题下面 SelectFields，选择要保留的数据集中的数据属性键。所有未选择的数据属性键都将从数据

集中删除。

您还可以选中列标题 Field (字段) 旁边的复选框，自动选择数据集中的所有数据属性键。然后，您可以
取消选择单个数据属性键，将其从数据集中删除。

5. （可选）配置转换节点属性后，您可以选择节点详细信息面板中的 Output schema (输出架构) 选项卡，
查看数据的修改架构。当您首次为任务中的任何节点选择此选项卡时，系统会提示您提供 IAM 角色以访
问数据。如果您尚未在 Job details (任务详细信息) 选项卡上指定 IAM 角色，系统会提示您在此处输入 
IAM 角色。

6. （可选）配置节点属性和转换属性后，您可以选择节点详细信息窗格中的 Data preview (数据预览) 选项
卡来预览已修改的数据集。当您首次为任务中的任何节点选择此选项卡时，系统会提示您提供 IAM 角色
以访问数据。使用此功能会产生相关费用，并且一旦您提供 IAM 角色，则会立即开始计费。

DropFields 用于保留大多数数据属性键
您可以使用DropFields转换从数据集创建数据属性键的子集。您可以指明要从数据集中删除的数据属性键，
其余的键均保留。

Note

DropFields转换区分大小写。ApplyMapping如果您需要以不区分大小写的方式选择字段，则使用。

将 DropFields 转换节点添加到任务图

1. （可选）在可视化编辑器的顶部工具栏中选择 Transform (转换)，然后选择 DropFieldsTransform (转换) 
到任务图（如果需要）。

2. 在 Node properties (节点属性) 选项卡上，输入任务图中节点的名称。如果尚未选择父节点，请从 Node 
parents (父节点) 列表中选择一个节点，用作转换的输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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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节点详细信息窗格中的 Transform (转换) 选项卡。
4. 在标题下 DropFields，选择要从数据源中删除的数据属性键。

您还可以选中列标题 Field (字段) 旁边的复选框，自动选择数据集中的所有数据属性键。然后，您可以
取消选择单个数据属性键，以便将它们保留在数据集。

5. （可选）配置转换节点属性后，您可以选择节点详细信息面板中的 Output schema (输出架构) 选项卡，
查看数据的修改架构。当您首次为任务中的任何节点选择此选项卡时，系统会提示您提供 IAM 角色以访
问数据。如果您尚未在 Job details (任务详细信息) 选项卡上指定 IAM 角色，系统会提示您在此处输入 
IAM 角色。

6. （可选）配置节点属性和转换属性后，您可以选择节点详细信息窗格中的 Data preview (数据预览) 选项
卡来预览已修改的数据集。当您首次为任务中的任何节点选择此选项卡时，系统会提示您提供 IAM 角色
以访问数据。使用此功能会产生相关费用，并且一旦您提供 IAM 角色，则会立即开始计费。

重命名数据集中的字段
您可以使用RenameField转换来更改数据集中单个属性键的名称。

Note

RenameField转换区分大小写。ApplyMapping如果您需要不区分大小写的转换，则使用。

Tip

如果您使用ApplyMapping转换，您可以使用单个转换重命名数据集中的多个数据属性键。

将 RenameField 转换节点添加到任务图

1. （可选）在可视化编辑器的顶部工具栏中选择 Transform (转换)，然后选择 RenameFieldTransform (转
换) 到任务图（如果需要）。

2. 在 Node properties (节点属性) 选项卡上，输入任务图中节点的名称。如果尚未选择父节点，请从 Node 
parents (父节点) 列表中选择一个节点，用作转换的输入源。

3. 选择 Transform (转换) 选项卡。
4. 在标题 Transform (数据字段) 下面，从源数据中选择属性键，然后在 New field name (新字段名称) 字段

中输入新名称。
5. （可选）配置转换节点属性后，您可以选择节点详细信息面板中的 Output schema (输出架构) 选项卡，

查看数据的修改架构。当您首次为任务中的任何节点选择此选项卡时，系统会提示您提供 IAM 角色以访
问数据。如果您尚未在 Job details (任务详细信息) 选项卡上指定 IAM 角色，系统会提示您在此处输入 
IAM 角色。

6. （可选）配置节点属性和转换属性后，您可以选择节点详细信息窗格中的 Data preview (数据预览) 选项
卡来预览已修改的数据集。当您首次为任务中的任何节点选择此选项卡时，系统会提示您提供 IAM 角色
以访问数据。使用此功能会产生相关费用，并且一旦您提供 IAM 角色，则会立即开始计费。

使用 Spigot 对数据集进行采样
要测试任务执行的转换，您可能需要获取数据样本，以检查转换是否按预期工作。Spigot 转换将数据集中的
记录子集写入 Amazon S3 存储桶中的 JSON 文件。数据采样方法可以是文件开头的指定记录数，或用于选
取记录的概率因子。

将 Spigot 转换节点添加到任务图

1. （可选）在可视化编辑器的顶部工具栏中选择 Transform (转换)，然后选择 Spigot 将新转换添加到任务
图（如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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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Node properties (节点属性) 选项卡上，输入任务图中节点的名称。如果尚未选择父节点，请从 Node 
parents (父节点) 列表中选择一个节点，用作转换的输入源。

3. 选择节点详细信息窗格中的 Transform (转换) 选项卡。
4. 输入 Amazon S3 路径或选择 Browse S3 (浏览 S3)，在 Amazon S3 中选择位置。在此位置，任务将数

据写入包含数据样本的 JSON 文件。
5. 输入采样方法的信息。您可以为指定 Number of records (记录数) 的值，从数据集的开头开始写入，指

定 Probability threshold (概率阈值)（以十进制值输入，最大值为 1），挑选任何指定记录。

例如，要从数据集中写入前 50 条记录，您可以将 Number of records (记录数) 设置为 50，将
Probability threshold (概率阈值) 设置为 1（100%）。

联接数据集
Join 转换允许您将两个数据集合成一个数据集。您可以在每个数据集的架构中指定键名称以进行比较。输出
DynamicFrame 包含键符合联接条件的行。每个数据集中满足连接条件的行将合并为输出 DynamicFrame
中的单一行，其中包含在任一数据集中找到的所有列。

将 Join 转换节点添加到任务图

1. 如果只有一个可用的数据源，则必须向任务图中添加新的数据源节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将节点添
加到任务图 (p. 103)。

2. 为联接选择源节点。（可选）在可视化编辑器的顶部工具栏中选择 Transform (转换)，然后选择 Join 将
新转换添加到任务图。

3. 在 Node properties (节点属性) 选项卡上，输入任务图中节点的名称。
4. 在标题 Node parents (父节点) 下的 Node properties (节点属性) 选项卡中，添加一个父节点，以便有两

个数据集为联接提供输入。父节点可以是数据源节点，也可以是转换节点。

Note

一个联接只能有两个父节点。
5. 选择 Transform (转换) 选项卡。

如果您看到一条消息，指出有存在冲突的键名称，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选择 Resol ve it 可自动ApplyMapping将转换节点添加到任务图中。该 ApplyMapping 节点会为数据集
中与其他数据集中的键同名的键添加前缀。例如，如果使用默认值 right，则右侧数据集中与左侧数
据集中的键同名的键都重命名为 (right)key name。

• 在任务图中的前面手动添加转换节点，以删除或重命名冲突的键。
6. 在 Join type (联接类型) 列表中选择联接类型。

• Inner join (内部联接)：对于基于联接条件的每个匹配项，返回包含来自两个数据集的列的行。不会返
回不满足联接条件的行。

• Left join (左侧联接)：左侧数据集中的所有行，以及右侧数据集中满足连接条件的行。
• Right join (右侧联接)：右侧数据集中的所有行，以及左侧数据集中满足连接条件的行。
• Outer join (外部联接)：两个数据集中的所有行。
• Left semi join (左半联接)：左侧数据集中基于连接条件在右侧数据集中具有匹配项的所有行。
• Left anti join (左反联接)：左侧数据集中基于连接条件在右侧数据集中没有匹配项的所有行。

7. 在标题 Join conditions (联接条件) 下的 Transform (转换) 选项卡中，选择 Add condition (添加条件)。从
每个数据集中选择要比较的属性键。比较运算符左侧的属性键称为左侧数据集，右侧的属性键称为右侧
数据集。

对于更复杂的联接条件，您可以多次选择 Add condition (添加条件)，添加其他匹配键。如果您意外添加
了条件，您可以选择删除图标（ ）将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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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可选）配置转换节点属性后，您可以选择节点详细信息面板中的 Output schema (输出架构) 选项卡，
查看数据的修改架构。当您首次为任务中的任何节点选择此选项卡时，系统会提示您提供 IAM 角色以访
问数据。如果您尚未在 Job details (任务详细信息) 选项卡上指定 IAM 角色，系统会提示您在此处输入 
IAM 角色。

9. （可选）配置节点属性和转换属性后，您可以选择节点详细信息窗格中的 Data preview (数据预览) 选项
卡来预览已修改的数据集。当您首次为任务中的任何节点选择此选项卡时，系统会提示您提供 IAM 角色
以访问数据。使用此功能会产生相关费用，并且一旦您提供 IAM 角色，则会立即开始计费。

有关连接输出架构的示例，请考虑使用以下属性键在两个数据集之间进行联接：

Left: {id, dept, hire_date, salary, employment_status}
Right: {id, first_name, last_name, hire_date, title}

使用 = 比较运算符将联接配置为匹配 id 和 hire_date 键。

因为两个数据集都包含 id 和 hire_date 键，所以您选择 Resolve it (解决) 可自动将前缀 right 添加到正
确数据集中的键。

输出架构中的键如下：

{id, dept, hire_date, salary, employment_status,  
(right)id, first_name, last_name, (right)hire_date, title}

用于 SplitFields 将一个数据集拆分为两个
SplitFields转换允许您选择输入数据集中的某些数据属性键，并将其放入一个数据集，将未选定的键放入单独
的数据集。此转换的输出是 DynamicFrames 集合。

Note

您必须使用SelectFromCollection转换将集合DynamicFrames转换为单个集合，DynamicFrame然
后将输出发送到目标位置。

SplitFields转换区分大小写。如果您需要不区分大小写的属性键名称，则ApplyMapping将转换添加为父节
点。

将 SplitFields 转换节点添加到任务图

1. （可选）在可视化编辑器的顶部工具栏中选择 Transform (转换)，然后选择 SplitFieldsTransform (转换) 
到任务图（如果需要）。

2. 在 Node properties (节点属性) 选项卡上，输入任务图中节点的名称。如果尚未选择父节点，请从 Node 
parents (父节点) 列表中选择一个节点，用作转换的输入源。

3. 选择 Transform (转换) 选项卡。
4. 选择要放入第一个数据集的属性键。未选择的键将置于第二个数据集。
5. （可选）配置转换节点属性后，您可以选择节点详细信息面板中的 Output schema (输出架构) 选项卡，

查看数据的修改架构。当您首次为任务中的任何节点选择此选项卡时，系统会提示您提供 IAM 角色以访
问数据。如果您尚未在 Job details (任务详细信息) 选项卡上指定 IAM 角色，系统会提示您在此处输入 
IAM 角色。

6. （可选）配置节点属性和转换属性后，您可以选择节点详细信息窗格中的 Data preview (数据预览) 选项
卡来预览已修改的数据集。当您首次为任务中的任何节点选择此选项卡时，系统会提示您提供 IAM 角色
以访问数据。使用此功能会产生相关费用，并且一旦您提供 IAM 角色，则会立即开始计费。

7. 配置SelectFromCollection转换节点以处理生成的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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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FromCollection 转换概览
例如，某些转换具有多个数据集（而不是单个数据集）作为输出，例如SplitFields。SelectFromCollection转
换从数据集合（数组DynamicFrame）中选择一个数据集 (DynamicFrames)。转换输出是选定的
DynamicFrame。

使用如下用于创建 DynamicFrames 集合的转换后，您必须使用此转换：

• 自定义代码转换
• SplitFields

如果您在这些SelectFromCollection转换之后没有将转换节点添加到任务图，您将收到任务错误。

此转换的父节点必须是返回 DynamicFrames 集合的节点。如果您为返回单个 DynamicFrame 的转换节点
（例如 Join 转换）选择父节点，您的任务将返回错误。

同样，如果您在工作图中使用SelectFromCollection节点作为转换的父节点，而该转换需要单
个DynamicFrame作为输入，那么您的工作将返回错误。

SelectFromCollection 用于选择要保留的数据集
使用SelectFromCollection变换将的DynamicFrames集合转换为单个集合DynamicFrame。

将 SelectFromCollection 转换节点添加到任务图

1. （可选）在可视化编辑器的顶部工具栏中选择 Transform (转换)，然后选择
SelectFromCollectionTransform (转换) 到任务图（如果需要）。

2. 在 Node properties (节点属性) 选项卡上，输入任务图中节点的名称。如果尚未选择父节点，请从 Node 
parents (父节点) 列表中选择一个节点，用作转换的输入源。

3. 选择 Transform (转换) 选项卡。
4. 在标题 Frame index (帧索引) 下面，选择您要从 DynamicFrames 集合中选择的 DynamicFrame 对应

的数组索引编号。

例如，如果此转换的父节点是转换，则在该节点的输出架构选项卡上，您可以看到每个节点的架
构DynamicFrame。SplitFields如果您要保留与 Output 2 (输出 2) 的架构关联的 DynamicFrame，您需
要选择 1 作为 Frame index (帧索引) 的值，这是列表中的第二个值。

输出中仅包含 DynamicFrame。
5. （可选）配置转换节点属性后，您可以选择节点详细信息面板中的 Output schema (输出架构) 选项卡，

查看数据的修改架构。当您首次为任务中的任何节点选择此选项卡时，系统会提示您提供 IAM 角色以访
问数据。如果您尚未在 Job details (任务详细信息) 选项卡上指定 IAM 角色，系统会提示您在此处输入 
IAM 角色。

6. （可选）配置节点属性和转换属性后，您可以选择节点详细信息窗格中的 Data preview (数据预览) 选项
卡来预览已修改的数据集。当您首次为任务中的任何节点选择此选项卡时，系统会提示您提供 IAM 角色
以访问数据。使用此功能会产生相关费用，并且一旦您提供 IAM 角色，则会立即开始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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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并填充数据集中的缺失值
您可以使用FillMissingValues转换查找数据集中缺少值的记录，并添加包含通过推算确定的值的新字段。输
入数据集用于训练机器学习（ML）模型，该模型确定缺失值。如果您使用增量数据集，则每个增量集都会用
作 ML 模型的训练数据，因此结果可能不是如此准确。

在任务图中使用 FillMissingValues 转换节点

1. （可选）在可视化编辑器的顶部工具栏中选择 Transform (转换)，然后选择 FillMissingValuesTransform 
(转换) 到任务图（如果需要）。

2. 在 Node properties (节点属性) 选项卡上，输入任务图中节点的名称。如果尚未选择父节点，请从 Node 
parents (父节点) 列表中选择一个节点，用作转换的输入源。

3. 选择 Transform (转换) 选项卡。
4. 对于 Data field (数据字段)，从要分析缺失值的源数据中选择列或字段名称。
5. （可选）在 New field name (新字段名称) 字段中，输入每条记录所添加字段的名称，该字段将保存所分

析字段的估计替换值。如果分析的字段没有缺失值，则分析字段中的值将复制到新字段。

如果没有为新字段指定名称，默认名称是已分析列的名称，已附加 _filled。例如，如果您为 Data 
field (数据字段) 输入 Age，没有为 New field name (新字段名称) 指定值，则名为 Age_filled 的新字
段会添加到每个记录。

6. （可选）配置转换节点属性后，您可以选择节点详细信息面板中的 Output schema (输出架构) 选项卡，
查看数据的修改架构。当您首次为任务中的任何节点选择此选项卡时，系统会提示您提供 IAM 角色以访
问数据。如果您尚未在 Job details (任务详细信息) 选项卡上指定 IAM 角色，系统会提示您在此处输入 
IAM 角色。

7. （可选）配置节点属性和转换属性后，您可以选择节点详细信息窗格中的 Data preview (数据预览) 选项
卡来预览已修改的数据集。当您首次为任务中的任何节点选择此选项卡时，系统会提示您提供 IAM 角色
以访问数据。使用此功能会产生相关费用，并且一旦您提供 IAM 角色，则会立即开始计费。

筛选数据集中的键
使用 Filter 转换基于正则表达式从输入数据集中筛选记录，从而创建新记录。不满足筛选条件的行将从输出
中删除。

• 对于字符串数据类型，您可以筛选键值与指定字符串匹配的行。
• 对于数值数据类型，您可以通过使用比较运算符 <、>、=、!=、<= 和 >=，将键值与指定值进行比较来筛

选行。

如果您指定多个筛选条件，则默认使用 AND 运算符整合结果，但您可以改为选择 OR。

Filter 转换区分大小写。如果您需要不区分大小写的属性键名称，则ApplyMapping将转换添加为父节点。

将 Filter 转换节点添加到任务图

1. （可选）在可视化编辑器的顶部工具栏中选择 Transform (转换)，然后选择 Filter 将新转换添加到任务图
（如果需要）。

2. 在 Node properties (节点属性) 选项卡上，输入任务图中节点的名称。如果尚未选择父节点，请从 Node 
parents (父节点) 列表中选择一个节点，用作转换的输入源。

3. 选择 Transform (转换) 选项卡。
4. 选择 Global AND 或者 Global OR。这将确定多个筛选条件的组合方式。所有条件都使用 AND 或者 OR

运算符。如果您只有一个筛选条件，则可以选择其中的任意一个。
5. 选择 Filter condition (筛选条件) 部分中的 Add condition (添加条件) 添加筛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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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Key (键) 字段中，从数据集中选择属性键名称。在 Operation (运算符) 字段中，选择比较运算符。在
Value (值) 字段中，输入比较值。下面是一些筛选条件示例。

• year >= 2018
• State matches 'CA*'

筛选字符串值时，请确保比较值使用与任务属性（Python 或 Scala）中选择的脚本语言相匹配的正则表
达式格式。

6. 根据需要添加额外的筛选条件。
7. （可选）配置转换节点属性后，您可以选择节点详细信息面板中的 Output schema (输出架构) 选项卡，

查看数据的修改架构。当您首次为任务中的任何节点选择此选项卡时，系统会提示您提供 IAM 角色以访
问数据。如果您尚未在 Job details (任务详细信息) 选项卡上指定 IAM 角色，系统会提示您在此处输入 
IAM 角色。

8. （可选）配置节点属性和转换属性后，您可以选择节点详细信息窗格中的 Data preview (数据预览) 选项
卡来预览已修改的数据集。当您首次为任务中的任何节点选择此选项卡时，系统会提示您提供 IAM 角色
以访问数据。使用此功能会产生相关费用，并且一旦您提供 IAM 角色，则会立即开始计费。

DropNullFields 用于删除空值字段
如果字段中的所有值均为 “null”（空），请使用DropNullFields转换从数据集中删除字段。预设情况
下，Amazon Glue Studio 将识别空对象，但某些值（如空字符串、“null”（空）字符串、-1 整数或其他占位
符（如零））不会自动识别为空。

要使用 DropNullFields

1. 将 DropNullFields 节点添加到任务图。
2. 在 Node properties（节点属性）选项卡上，选择其他表示空值的值。您可以选择不选择任何值，也可以

选择所有值：

• 空字符串(""或'')- 将删除包含空字符串的字段
• “null string”（空字符串）- 将删除包含带有“null”（空）一词的字符串的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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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整数 - 将删除包含 -1（负一）整数的字段
3. 如果需要，还可以指定自定义空值。这些空值可能仅适用于您的数据集。要添加自定义空值，请选择

Add new value（添加新值）。
4. 输入自定义空值。例如，可以是零，也可以是用于表示数据集中空值的任何值。
5. 在下拉字段中选择数据类型。数据类型可以是字符串或整数。

Note

自定义空值及其数据类型必须完全匹配，才能将字段识别为空值并删除字段。部分匹配（只有
自定义空值匹配，但数据类型不匹配）不会导致删除字段。

使用 SQL 查询转换数据
您可以使用 SQL 转换以 SQL 查询形式编写您自己的转换。

SQL 转换节点可以有多个数据集作为输入，但只能生成单个数据集作为输出。包含文本字段，您可以在其中
输入 Apache SparkSQL 查询。您可以为用作输入的每个数据集分配别名，以帮助简单地执行 SQL 查询。有
关 SQL 语法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Spark SQL 文档。

Note

如果您对 VPC 中的数据源使用 Spark SQL 转换，请将 Amazon Glue VPC 终端节点添加到包含数
据源的 VPC。有关配置开发终端节点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Glue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添加
开发终端节点、针对开发终端节点设置您的环境和访问您的开发终端节点。

在任务图中使用 SQL 转换节点

1. （可选）在需要时将转换节点添加到任务图。选择 Spark SQL 作为节点类型。
2. 在 Node properties (节点属性) 选项卡上，输入任务图中节点的名称。如果尚未选择父节点，或者您希望

为 SQL 转换选择多个输入，请从 Node parents (父节点) 列表中选择一个节点，用作转换的输入源。根
据需要添加额外的父节点。

3. 选择节点详细信息窗格中的 Transform (转换) 选项卡。
4. SQL 查询的源数据集由您在每个节点的 Name (名称) 字段中指定的名称标识。如果您不想使用这些名

称，或者这些名称不适合 SQL 查询，则可以将名称与每个数据集关联。控制台提供默认别名，例如
MyDataSource。

例如，如果 SQL 转换节点的父节点名为 Rename Org PK field，您可以将名称 org_table 与此数
据集一起使用。然后，您可以在 SQL 查询中使用此别名来代替节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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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标题 Code block (代码数据块) 下的文本输入字段中，粘贴或输入 SQL 查询。文本字段显示 SQL 语法
突出显示和关键字建议。

6. 在选中 SQL 转换节点的情况下，选择 Output schema (输出架构) 选项卡，然后选择 Edit (编辑)。提供
描述 SQL 查询输出字段的列和数据类型。

使用页面的 Output schema (输出架构) 部分中的以下操作指定架构：

• 要重命名列，请将光标放在列的 Key (键) 文本框（也称为 field (字段) 或者 property key (属性键)），
然后输入新名称。

• 要更改列的数据类型，请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该列的新数据类型。
• 要为架构添加新的顶级列，请选择 Overflow (溢出)（ ）按钮，然后选择 Add root key (添加根键)。

新列将添加到架构顶部。
• 要从架构中删除列，请选择键名称最右侧的删除图标（ ）。

7. 指定输出架构后，选择 Apply (应用) 保存您的更改并退出架构编辑器。如果不想保存更改，请选择
Cancel (取消) 以编辑架构编辑器。

8. （可选）配置节点属性和转换属性后，您可以选择节点详细信息窗格中的 Data preview (数据预览) 选项
卡来预览已修改的数据集。当您首次为任务中的任何节点选择此选项卡时，系统会提示您提供 IAM 角色
以访问数据。使用此功能会产生相关费用，并且一旦您提供 IAM 角色，则会立即开始计费。

使用 Aggggregate 对选定字段执行汇总计算
要使用 Aggregate 转换

1. 将 Aggregate 节点添加到任务图中。
2. 在 Node properties（节点属性）选项卡上，通过选择下拉字段，选择要组合在一起的字段（可选）。您

可以一次选择多个字段，也可以在搜索栏中键入来搜索字段名称。

选择字段后，将显示名称和数据类型。要删除字段，请在字段上选择“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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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 Aggregate another column（聚合另一列）。至少需要选择一个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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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Field to aggregate（要聚合的字段）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字段。
5. 选择要应用于所选字段的聚合函数：

• avg - 计算平均值
• countDistinct - 计算唯一非空值的数量
• count - 计算非空值的数量
• first - 返回满足“group by”（分组依据）条件的第一个值
• last - 返回满足“group by”（分组依据）条件的最后一个值
• kurtosis - 计算频率分布曲线峰值的锐度
• max - 返回满足“group by”（分组依据）条件的最高值
• min - 返回满足“group by”（分组依据）条件的最低值
• skewness - 衡量正态分布概率分布的不对称性
• stddev_pop - 计算总体标准差并返回总体方差的平方根
• sum - 组中所有值的总和。
• sumDistinct - 组中不同值的总和。
• var_samp - 组的样本方差（忽略空值）
• var_pop - 组的总体方差（忽略空值）

扁平化嵌套结构
扁平化数据中嵌套结构的字段，使它们成为顶级字段。使用以结构字段名称为前缀的字段名来命名新字段，
用点分隔。

例如，如果数据中有一个名为“phone_numbers”的 Struct 类型的字段，
该字段中有一个名为“home_phone”的“Struct”字段，其中包含两个字
段：“country_code”和“number”。扁平化后，这两个字段将成为顶级字段，分别命名
为“phone_numbers.home_phone.country_code”和“phone_numbers.home_phone.number”。

将扁平化转换节点添加到任务图

1. 在可视化编辑器的顶部工具栏中选择转换，然后选择扁平化将新转换添加到任务图。添加节点时选择的
节点将是其父节点。

2. （可选）在节点属性选项卡上，输入任务图中节点的名称。如果尚未选择父节点，请从 Node parents 
(父节点) 列表中选择一个节点，用作转换的输入源。

3. （可选）在转换选项卡上，可以限制要扁平化的嵌套级别的最大值。例如，将该值设置为 1 意味着只会
扁平化顶级结构。将最大值设置为 2 将扁平化顶级结构及其下一级结构。

添加 UUID 列
添加 UUID（通用唯一标识）列时，将为每行分配一个唯一的字符串（36 个字符）。

将 UUID 转换节点添加到任务图

1. 在可视化编辑器的顶部工具栏中选择转换，然后选择 UUID 将新转换添加到任务图。添加节点时选择的
节点将是其父节点。

2. （可选）在节点属性选项卡上，输入任务图中节点的名称。如果尚未选择父节点，请从 Node parents 
(父节点) 列表中选择一个节点，用作转换的输入源。

3. （可选）在转换选项卡上，您可以自定义新列的名称。默认情况下，新列将被命名为 "u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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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标识符列
为数据集中的每一行分配一个数字标识符。

在任务图中添加标识符转换节点

1. 在可视化编辑器的顶部工具栏中选择转换，然后选择标识符将新转换添加到任务图。添加节点时选择的
节点将是其父节点。

2. （可选）在节点属性选项卡上，输入任务图中节点的名称。如果尚未选择父节点，请从 Node parents 
(父节点) 列表中选择一个节点，用作转换的输入源。

3. （可选）在转换选项卡上，您可以自定义新列的名称。默认情况下，新列将被命名为 “id"。
4. （可选）如果作业以增量方式处理和存储数据，则要避免在两次作业运行之间重复使用相同的 id。

在转换选项卡上，勾选复选框选项唯一。标识符中会包含作业时间戳，使标识符在多次运行之间是唯一
的。为了允许较大的数字，列（而不是 Long 数据类型）将为十进制。

将列转换为时间戳类型。
您可以使用转换到时间戳将数值列或字符串列的数据类型更改为时间戳，这样就可以将列存储为该数据类
型，或将列应用于需要时间戳的其他转换。

将 To timestamp 转换节点添加到任务图

1. 在可视化编辑器的顶部工具栏中选择转换，然后选择 To timestamp 将新转换添加到任务图。添加节点时
选择的节点将是其父节点。

2. （可选）在节点属性选项卡上，输入任务图中节点的名称。如果尚未选择父节点，请从 Node parents 
(父节点) 列表中选择一个节点，用作转换的输入源。

3. 在转换选项卡上，输入要转换的列的名称。
4. 在转换选项卡上，定义如何通过选择类型解析选定的列。

如果该值是一个数字，可以选择相应的选项用秒（Unix/Python 时间戳）、毫秒或微秒表示。

如果值是格式化字符串，请选择 "iso" 类型，该字符串需要符合 ISO 格式的变体之一，例
如：“2022-11-02T14:40:59.915Z”。

如果还不知道类型，或者不同的行使用不同的类型，则可以选择“自动检测”，系统会以较小的性能成本
做出最佳猜测。

5. （可选）在转换选项卡上，您可以创建一个新列并通过输入新列的名称来保留原始列，而不是转换所选
列。

将时间戳列转换为格式化字符串。
根据模式将时间戳列格式化为字符串。您可以使用格式化时间戳以所需格式的字符串形式获取日期和时间。
您可以使用 Spark 日期语法以及大多数 Python 日期代码来定义格式。

例如，如果您希望日期字符串格式类似“2023-01-01 00:00”，则可以使用 Spark 语法（如“yyyy-MM-dd 
HH:mm”），或等效的 Python 日期代码（如“%Y-%m-%d %H:%M”）来定义这样的格式。

在任务图中添加格式化时间戳转换节点

1. 在可视化编辑器的顶部工具栏中选择转换，然后选择格式化时间戳将新转换添加到任务图。添加节点时
选择的节点将是其父节点。

64

https://spark.apache.org/docs/latest/sql-ref-datetime-pattern.html
https://docs.python.org/3/library/datetime.html#strftime-and-strptime-format-codes


Amazon Glue Studio 用户指南
创建条件路由器转换

2. （可选）在节点属性选项卡上，输入任务图中节点的名称。如果尚未选择父节点，请从 Node parents 
(父节点) 列表中选择一个节点，用作转换的输入源。

3. 在转换选项卡上，输入要转换的列的名称。
4. 在转换选项卡上，输入要使用的时间戳格式模式，使用 Spark 日期语法或 Python 日期代码表示。
5. （可选）在转换选项卡上，您可以创建一个新列并通过输入新列的名称来保留原始列，而不是转换所选

列。

创建条件路由器转换
条件路由器转换允许您对传入数据应用多个条件。传入数据的每一行都通过一组筛选条件进行评估，然后处
理到相应的组中。如果某行满足多个组筛选条件，则转换会将该行传递给多个组。如果某行不满足任何条
件，则可以将其删除或路由到默认输出组。

此转换类似于筛选器转换，但对想要在多个条件下测试相同输入数据的用户很有用。

要添加条件路由器转换，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要执行条件路由器转换的节点。可以是源节点或其他转换。
2. 选择操作，然后使用搜索栏查找并选择“条件路由器”。添加条件路由器转换以及两个输出节点。一个输

出节点为“默认组”，包含的记录不满足其他输出节点中定义的任何条件。无法编辑默认组。

您可以通过选择添加组来添加其他输出组。您可以为每个输出组命名并添加筛选条件和逻辑运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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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新名称以重命名输出组。Amazon Glue Studio 会自动为您命名群组（例如，'output_group_1'）。
4. 选择逻辑运算符（AND、OR），然后通过指定键、运算和值来添加筛选条件。逻辑运算符允许您实施

多个筛选条件，并对指定的每个筛选条件执行逻辑运算符。

指定键时，您可以从架构中的可用键进行选择。然后根据选择的键类型选择可用的操作。例如，如果键
类型为“字符串”，则可供选择的操作是“匹配”。

5. 在值字段中输入值。选择添加条件以添加其他筛选条件。要移除筛选条件，请选择垃圾桶图标。

使用串联列转换来追加列
Concatenate 转换允许您使用其他列的值和可选的间隔符来构建新的字符串列。例如，如果我们将串联列 “日
期” 定义为 “年”、“月” 和 “日”（按此顺序）的串联，以 “-” 作为间隔，我们将得到：

66



Amazon Glue Studio 用户指南
使用分割字符串转换来分解字符串列

day 个月 年 date

01 01 2020 2020-01-01

02 01 2020 2020-01-02

03 01 2020 2020-01-03

04 01 2020 2020-01-04

要添加串联转换，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可视化编辑器顶部的工具栏中选择 “变换”。然后选择 Colante 列将新转换添加到任务图。添加节点时
选择的节点将是其父节点。

2. （可选）在节点属性选项卡上，输入任务图中节点的名称。如果尚未选择父节点，请从 Node parents 
(父节点) 列表中选择一个节点，用作转换的输入源。

3. 在 “转换” 选项卡上，输入用于保存连接字符串的列的名称以及要连接的列。检查下拉列表中各列的顺序
将是使用的顺序。

4. 间隔符-可选- 输入要放置在串联字段之间的字符串。默认情况下，没有间隔。
5. 空值-可选- 输入列值为空时使用的字符串。默认情况下，在列的值为 “NULL” 或 “NA” 的情况下，使用空

字符串。

使用分割字符串转换来分解字符串列
Split String 转换允许您使用正则表达式将字符串分解为标记数组，以定义拆分的方式。然后，您可以将列保
留为数组类型，或者在此之后应用 A rray To Columns 转换，将数组值提取到顶级字段中，前提是每个标记
都有我们事先知道的含义。此外，如果标记的顺序无关紧要（例如，一组类别），则可以使用 E xplode 变换
为每个值生成单独的行。

例如，您可以使用逗号作为模式拆分 “类别” 列，以添加列 “categories_a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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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_id categories 类别_arr

1 运动，冬季 [运动，冬季]

2 花园，工具 [花园、工具]

3 电子游戏 [电子游戏]

4 游戏、桌游、社交 [游戏、桌游、社交]

要添加拆分字符串转换，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可视化编辑器的顶部工具栏中选择转换，然后选择 Split String 将新转换添加到任务图。添加节点时选
择的节点将是其父节点。

2. （可选）在节点属性选项卡上，输入任务图中节点的名称。如果尚未选择父节点，请从 Node parents 
(父节点) 列表中选择一个节点，用作转换的输入源。

3. 在 “转换” 选项卡上，选择要拆分的列，然后输入用于拆分字符串的模式。在大多数情况下，你可以只
输入字符，除非它作为正则表达式具有特殊含义并且需要转义。需要转义的字符是：\.[]{}()<>*+-
=!?^$|在字符前面添加反斜杠。例如，如果你想用点 ('.') 分隔，你需要输入\.。但是，逗号没有特殊
含义，可以按原样指定：,。

4. （可选）如果要保留原始字符串列，则可以输入新数组列的名称，这样可以同时保留原始字符串列和新
的标记化数组列。

使用 Array To Columns 转换将数组的元素提取到顶级
列中
Array to Columns 转换允许您将数组类型列的部分或全部元素提取到新列中。如果数组有足够的值可供提
取，则转换将尽可能多地填充新列，也可以选择将元素置于指定位置。

例如，如果您有一个数组列 “子网”，这是在 ip v4 子网上应用 “拆分字符串” 转换的结果，则可以将第一个和
第四个位置提取到新列 “first_octect” 和 “forth_octect” 中。此示例中转换的输出将是（注意最后两行的数组比
预期的要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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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net first_octect fourth_octect

[54、240、197、238] 54 238

[192、168、0、1] 192 1

[192、168] 192  

[]    

要向列添加数组转换，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可视化编辑器的顶部工具栏中选择转换，然后选择 A rray To Columns 将新转换添加到任务图。添加
节点时选择的节点将是其父节点。

2. （可选）在节点属性选项卡上，输入任务图中节点的名称。如果尚未选择父节点，请从 Node parents 
(父节点) 列表中选择一个节点，用作转换的输入源。

3. 在 “转换” 选项卡上，选择要提取的数组列，然后输入提取的令牌的新列列表。

4. （可选）如果您不想使用数组标记来分配给列，则可以指定要采用的索引，这些索引将按照指定的顺
序分配给列列表。例如，如果输出列是 “column1、column2、column3”，索引是 “4、1、3”，则数组的
第四个元素将转到列 1，第一个元素转到第 2 列，第三个元素到列 3（如果数组比索引号短，则将设置 
NULL 值）。

使用 “添加当前时间戳” 转换
添加当前时间戳转换允许您使用处理数据的时间来标记行。这对于审计目的或跟踪数据管道中的延迟很有
用。您可以将此新列添加为时间戳数据类型或格式化字符串。

要添加 “添加当前时间戳” 转换，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可视化编辑器的顶部工具栏中选择转换，然后选择 Ad d Current Timestamp 将新转换添加到任务图。
添加节点时选择的节点将是其父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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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选）在节点属性选项卡上，输入任务图中节点的名称。如果尚未选择父节点，请从 Node parents 
(父节点) 列表中选择一个节点，用作转换的输入源。

3. （可选）在 “转换” 选项卡上，输入新列的自定义名称，如果您希望该列成为格式化的日期字符串，则输
入格式。

使用 “将行转置为列” 转换
“将行转置为列” 转换允许您通过将选定列上的唯一值旋转为新列来聚合数字列（如果选择了多列，则这些值
将连接起来命名新列）。这样可以合并行，同时让更多的列对每个唯一值进行部分聚合。例如，如果你有这
个按月和国家划分的销售数据集（排序以便于说明）：

年 个月 country amount

2020 Jan uk 32

2020 Jan de 42

2020 Jan us 64

2020 二月 uk 67

2020 二月 de 4

2020 二月 de 7

2020 二月 us 6

2020 二月 us 12

2020 Jan us 90

如果您将选择的金额作为聚合列和国家/地区和值进行透视，则这些值将旋转为列，其值是所有匹配行的总
和：

年 个月 de uk us

2020 Jan 42 32 64

2020 Jan 11 6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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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个月 de uk us

2021 Jan     90

相反，如果您想同时对月份和县进行透视，则会为这些列的每个值组合生成一列：

年 jan_de jan_UK jan_US feb_de feb_uk Feb_US

2020 42 32 64 11 67 18

2021     90      

要将数据透视行添加到列转换，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可视化编辑器的顶部工具栏中选择转换，然后选择 Transform (转换) 到列将新转换添加到任务图。添
加节点时选择的节点将是其父节点。

2. （可选）在节点属性选项卡上，输入任务图中节点的名称。如果尚未选择父节点，请从 Node parents 
(父节点) 列表中选择一个节点，用作转换的输入源。

3. 在 “转换” 选项卡上，选择要聚合以生成新列值的数字列、要应用的聚合函数以及要将其唯一值转换为新
列的列。

使用 “取消列转置为行” 转换
Unpivot 转换允许您将列转换为新列的值，为每个唯一值生成一行。它与 pivot 相反，但请注意，它并不等
效，因为它无法将聚合后的具有相同值的行分开，也无法将组合拆分成原始列（您可以稍后使用拆分转换来
执行此操作）。例如，如果您有下表：

年 个月 de uk us

2020 Jan 42 32 64

2020 二月 11 6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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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个月 de uk us

2021 Jan     90

你可以取消旋转列：“de”、“uk” 和 “us”，将其转换为值为 “金额” 的 “国家” 列，然后得到以下内容（出于说明
目的在此排序）：

年 个月 country amount

2020 Jan uk 32

2020 Jan de 42

2020 Jan us 64

2020 二月 uk 67

2020 二月 de 11

2020 二月 us 18

2021 Jan us 90

请注意，默认情况下不会生成值为空的列（“de” 和 “uk”（2021 年 1 月的 “uk”）。您可以启用该选项以获
得：

年 个月 country amount

2020 Jan uk 32

2020 Jan de 42

2020 Jan us 64

2020 二月 uk 67

2020 二月 de 11

2020 二月 us 18

2021 Jan us 90

2021 Jan de  

2021 Jan uk  

要将 Unpivot 列添加到行变换，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可视化编辑器的顶部工具栏中选择转换，然后选择 Unpit 列到行将新转换添加到任务图。添加节点时
选择的节点将是其父节点。

2. （可选）在节点属性选项卡上，输入任务图中节点的名称。如果尚未选择父节点，请从 Node parents 
(父节点) 列表中选择一个节点，用作转换的输入源。

3. 在 “转换” 选项卡上，输入要创建的新列，以保存选定要取消透视的列的名称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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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动平衡处理转换来优化运行时间
自动平衡处理转换会在工作人员之间重新分配数据，以提高绩效。在数据不平衡或数据来自源时不允许对其
进行足够的parallel 处理的情况下，这会有所帮助。在源代码为 gzip 或 JDBC 的情况下，这很常见。重新分
配数据的性能成本适中，因此，如果数据已经很平衡，优化可能并不总是能补偿这种努力。在下面，转换使
用 Apache Spark 重新分区在最适合集群容量的多个分区之间随机重新分配数据。对于高级用户，可以手动
输入多个分区。此外，它还可用于通过根据指定列重新组织数据来优化分区表的写入。这会导致输出文件更
加合并。

1. 在可视化编辑器的顶部工具栏中选择转换，然后选择 Autobal ance Processing 将新转换添加到任务
图。添加节点时选择的节点将是其父节点。

2. （可选）在节点属性选项卡上，输入任务图中节点的名称。如果尚未选择父节点，请从 Node parents 
(父节点) 列表中选择一个节点，用作转换的输入源。

3. （可选）在转换选项卡上，输入多个分区。通常，建议你让系统决定这个值，但是如果你需要控制这个
值，你可以调整乘数或输入一个特定的值。如果您要保存按列分区的数据，则可以选择与重新分区列相
同的列。这样，它将最大限度地减少每个分区上的文件数量，并避免每个分区有许多文件，这将阻碍查
询该数据的工具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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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派生列转换来合并其他列
派生列转换允许您基于数学公式或 SQL 表达式定义新列，在其中可以使用数据中的其他列以及常量和文字。
例如，要从 “成功” 和 “计数” 列中导出 “百分比” 列，可以输入 SQL 表达式：“成功 * 100/count || '%'”。

结果示例：

success count percentage

14 100 14%

6 20 3%

3 40 7.5%

要添加派生列转换，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可视化编辑器的顶部工具栏中选择转换，然后选择 Derived Column 将新转换添加到任务图。添加节
点时选择的节点将是其父节点。

2. （可选）在节点属性选项卡上，输入任务图中节点的名称。如果尚未选择父节点，请从 Node parents 
(父节点) 列表中选择一个节点，用作转换的输入源。

3. 在转换选项卡上，输入列的名称及其内容表达式。

使用 Lookup 转换从目录表中添加匹配数据
当键与数据中定义的查找列匹配时，Lookup 转换允许您从已定义的目录表中添加列。这等效于使用条件匹配
列作为条件匹配列在数据和查找表之间进行左外联接。

要添加查找转换，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可视化编辑器的顶部工具栏中选择转换，然后选择 Lookup 将新转换添加到任务图。添加节点时选择
的节点将是其父节点。

2. （可选）在节点属性选项卡上，输入任务图中节点的名称。如果尚未选择父节点，请从 Node parents 
(父节点) 列表中选择一个节点，用作转换的输入源。

3. 在 “转换” 选项卡上，输入用于执行查找的完全限定目录表名称。例如，如果你的数据库是 “mydb”，你的
表是 “mytable”，那么输入 “mydb.mytable”。然后输入在查找表中查找匹配项的条件（如果查找键是组成
的）。输入用逗号分隔的关键列列表。如果一个或多个键列的名称不相同，则需要定义匹配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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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数据列是 “user_id” 和 “区域”，并且在用户表中相应的列被命名为 “id” 和 “区域”，则在 “要
匹配的列” 字段中输入：” user_id=id，region”。你可以使用 region=region 但不需要，因为它们是相同
的。

4. 最后，输入要从查找表中匹配的行中提取的列，以将其合并到数据中。如果未找到匹配项，则这些列将
设置为 NULL。

Note

在 Lookup 变换下方，为了提高效率，它使用了左联接。如果查找表有复合键，请确保将要匹
配的列设置为匹配所有键列，这样只能进行一次匹配。否则，多个查找行将匹配，这将导致为
每个匹配项添加额外的行。

使用 “分解数组” 或 “映射到行” 转换
E xplode 转换允许您将值从嵌套结构提取到更易于操作的单行中。对于数组，转换将为数组的每个值生成一
行，复制该行中其他列的值。对于映射，转换将为每个条目生成一行，其中键和值为列以及该行中的任何其
他列。

例如，如果我们有这个数据集，它有一个包含多个值的 “类别” 数组列。

product_id 类别

1 [运动，冬季]

2 [花园、工具]

3 [电子游戏]

4 [游戏、桌游、社交]

5 []

如果您将 “类别” 列分解为同名列，则会覆盖该列。您可以选择要包含 NULL 以获得以下内容（出于说明目的
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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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_id 类别

1 体育

1 冬天

2 花园

2 工具

3 电子游戏

4 game

4 棋盘游戏

4 社交的

5  

要添加分解数组或映射到行，请转换：

1. 在可视化编辑器的顶部工具栏中选择转换，然后选择 E xplode Array 或 Map Into Row s 将新转换添加到
任务图。添加节点时选择的节点将是其父节点。

2. （可选）在节点属性选项卡上，输入任务图中节点的名称。如果尚未选择父节点，请从 Node parents 
(父节点) 列表中选择一个节点，用作转换的输入源。

3. 在变换选项卡上，选择要分解的列（它必须是数组或地图类型）。然后，如果要分解地图，则为数组的
项目输入列的名称，或者为键和值输入列的名称。

4. （可选）在 “转换” 选项卡上，默认情况下，如果要分解的列为 NULL 或结构为空，则分解后的数据集将
省略该列。如果您想保留该行（将新列设为 NULL），请选中 “包括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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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自定义转换
如果需要对数据执行更复杂的转换，或者希望将数据属性键添加到数据集，则可以为您的任务图添加
Custom code (自定义代码) 转换。自定义代码节点允许您输入执行转换的脚本。

使用自定义代码时，必须使用架构编辑器来指示通过自定义代码对输出所做的更改。编辑架构时，您可以执
行以下操作：

• 添加或删除数据属性键
• 更改数据属性键的数据类型
• 更改数据属性键的名称。
• 重构嵌套属性键

您必须使用SelectFromCollection转换，DynamicFrame从自定义转换节点的结果中选择单个，然后将输出
发送到目标位置。

使用以下任务，将自定义转换节点添加到任务图。

将自定义代码转换节点添加到任务图
将自定义转换节点添加到任务图

1. （可选）在可视化编辑器的顶部工具栏中选择 Transform (转换)，然后选择 Custom transform (自定义转
换) 将新转换添加到任务图（如果需要）。

2. 在 Node properties (节点属性) 选项卡上，输入任务图中节点的名称。如果尚未选择父节点，或者您希望
为自定义转换选择多个输入，请从 Node parents (父节点) 列表中选择一个节点，用作转换的输入源。

输入自定义转换节点的代码
您可以将代码输入或复制到输入字段。任务使用此代码执行数据转换。您可以以 Python 或 Scala 提供代码
片段。该代码应采用一个或多个 DynamicFrames 作为输入，并返回 DynamicFrames。

输入自定义转换节点的脚本

1. 在任务图中选择了自定义变换节点后，选择 Transform (转换) 选项卡。
2. 在标题 Code block (代码数据块) 下的文本输入字段中，粘贴或输入转换节点。您使用的代码必须与 Job 

details (任务详细信息) 选项卡上为任务指定的语言匹配。

当引用代码中的输入节点时，Amazon Glue Studio 会命名根据创建顺序返回的 DynamicFrames 任务
图节点。在代码中使用以下命名方法之一：

• 经典代码生成 – 使用功能名称引用任务图中的节点。
• 数据源节点：DataSource0、DataSource1、DataSource2 等。
• 转换节点：Transform0、Transform1、Transform2 等。

• 新代码生成 – 使用节点的 Node properties（节点属性）选
项卡上指定的名称，并附加“_node1”、“_node2”等。例
如，S3bucket_node1、ApplyMapping_node2、S3bucket_node2、MyCustomNodeName_node1。

有关新代码生成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脚本代码生成 (p. 50)。

以下示例显示了要在代码框中输入的代码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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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下面的示例采用收到的第一个 DynamicFrame，将其转换为 DataFrame 以应用本地筛选方法（仅保留
拥有超过 1000 票的记录），然后在返回前将其转换回 DynamicFrame。

def FilterHighVoteCounts (glueContext, dfc) -> DynamicFrameCollection: 
    df = dfc.select(list(dfc.keys())[0]).toDF() 
    df_filtered = df.filter(df["vote_count"] > 1000) 
    dyf_filtered = DynamicFrame.fromDF(df_filtered, glueContext, "filter_votes") 
    return(DynamicFrameCollection({"CustomTransform0": dyf_filtered}, glueContext))

Scala

下面的示例采用收到的第一个 DynamicFrame，将其转换为 DataFrame 以应用本地筛选方法（仅保留
拥有超过 1000 票的记录），然后在返回前将其转换回 DynamicFrame。

object FilterHighVoteCounts { 
  def execute(glueContext : GlueContext, input : Seq[DynamicFrame]) : Seq[DynamicFrame] 
 = { 
    val frame = input(0).toDF() 
    val filtered = DynamicFrame(frame.filter(frame("vote_count") > 1000), glueContext) 
    Seq(filtered) 
  }
}

编辑自定义转换节点的架构
使用自定义转换节点时，Amazon Glue Studio 无法自动推断由转换创建的输出架构。您可以使用架构编辑器
描述由自定义转换代码实现的架构更改。

自定义代码节点可以有任意数量的父节点，每个节点都提供 DynamicFrame 作为自定义代码的输入。自定
义代码节点会返回 DynamicFrames。用作输入的每个 DynamicFrame 都具有关联架构。您必须添加架
构，描述自定义代码节点返回的每个 DynamicFrame。

Note

当您在自定义转换上设置自己的架构时，Amazon Glue Studio 不会沿用上一个节点中的架构。要更
新架构，请选择“Custom transform node”（自定义转换节点），然后选择“Data preview”（数据预
览）选项卡。生成预览后，选择“Use Preview Schema”（使用预览架构）。该架构随后将会替换为
使用预览数据的架构。

编辑自定义转换节点的架构

1. 在任务图中选择自定义转换节点后，在节点详细信息面板中，选择 Output schema (输出架构) 选项卡。
2. 选择 Edit (编辑) 以更改架构。

如果您有嵌套的数据属性键（如数组或对象），则可以选择 Expand-Rows (展开行) 图标（ ），展开子
数据属性键的列表。选择此图标后，它将更改为 Collapse-Rows (折叠行) 图标（ ），您可以选择折
叠子属性键列表。

3. 使用页面右侧部分中的以下操作修改架构：

• 要重命名属性键，请将光标放在 Key (键) 文本框，然后输入新名称。
• 要更改属性键的数据类型，请使用列表为属性键选择新数据类型。
• 要为架构添加新的顶级属性，请选择 Cancel (取消) 按钮左侧的 Overflow (溢出)（ ）图标，然后选

择 Add root key (添加根键)。
• 要将子属性键添加到架构，请选择与父键关联的 Add-Key (添加键) 图标 。输入子键的名称，然后

选择数据类型。

78



Amazon Glue Studio 用户指南
自定义视觉转换 

• 要从架构中删除属性键，请选择键名称最右侧的 Remove (删除) 图标（ ）。
4. 如果您的自定义转换代码使用多个 DynamicFrames，您可以添加额外的输出架构。

• 要添加新的空架构，请选择 Overflow (溢出)（ ）图标，然后选择 Add output schema (添加输出架
构)。

• 要将现有架构复制到新的输出架构，请确保要复制的架构在架构选择器中显示。选择 Overflow (溢
出)（ ）图标，然后选择 Duplicate (重复)。

要删除输出架构，请确保要复制的架构在架构选择器中显示。选择 Overflow (溢出)（ ）图标，然后
选择 Delete (删除)。

5. 将新的根键添加到新架构或编辑重复的键。
6. 修改输出架构时，请选择 Apply (应用) 保存您的更改并退出架构编辑器。

如果您不想保存更改，请选择 Cancel (取消) 按钮。

配置自定义转换输出
自定义代码转换会返回 DynamicFrames，即使结果集中只有一个 DynamicFrame。

处理自定义转换节点的输出

1. 添加一个SelectFromCollection转换节点，该节点将自定义转换节点作为其父节点。更新此转换以指示要
使用的数据集。参阅  SelectFromCollection 用于选择要保留的数据集 (p. 57) 了解更多信息。

2. 如果您想使用由自定义SelectFromCollection转换节点DynamicFrames生成的其他转换，则将其它转换
添加到任务图。

考虑以下情况：添加自定义转换节点以将航班数据集拆分为多个数据集，但在每个输出架构中复制某些
标识属性键，如航班日期或航班号。为每个输出架构添加SelectFromCollection转换节点，以自定义转换
节点为父节点。

3. （可选）然后，您可以使用每个SelectFromCollection转换节点作为任务中其他节点的输入，或作为数据
目标节点的父节点。

Amazon Glue 自定义视觉转换
可通过自定义视觉转换创建转换并使其可用于 Amazon Glue Studio 作业。自定义视觉转换可以让可能不熟
悉编码的 ETL 开发人员能够使用 Amazon Glue Studio 界面搜索和使用不断增长的转换库。

您可以创建自定义视觉转换，然后将其上传到 Amazon S3，以便可通过 Amazon Glue Studio 中的可视化编
辑器使用来处理这些作业。

主题
• 开始使用自定义视觉转换  (p. 80)
• 第 1 步 创建 JSON 配置文件  (p. 80)
• 第 2 步 实施转换逻辑  (p. 85)
• 第 3 步 对 Amazon Glue Studio 中的自定义视觉转换进行验证和故障排除 (p. 87)
• 第 4 步 根据需要更新自定义视觉转换  (p. 87)
• 步骤 5：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使用自定义视觉转换 (p. 87)
• 用法示例 (p. 88)
• 自定义可视化脚本的示例  (p. 89)
• 视频 (p.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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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使用自定义视觉转换
要创建自定义视觉转换，请执行以下步骤。

• 第 1 步 创建 JSON 配置文件
• 第 2 步 实施转换逻辑
• 第 3 步 验证自定义视觉转换
• 第 4 步 根据需要更新自定义视觉转换
• 步骤 5：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使用自定义视觉转换

首先设置 Amazon S3 存储桶，然后继续执行 Step 1（步骤 1）。Create a JSON config file（创建 JSON 配
置文件）。

先决条件
客户提供的转换保存在客户 Amazon 账户中。该账户是这些转换的所有者，因此拥有查看（搜索和使用）、
编辑或删除这些转换的所有权限。

要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使用自定义转换，您需要在该 Amazon 账户中创建两个文件并将其上传到 
Amazon S3 资产存储桶：

• Python 文件 — 包含转换函数
• JSON 文件 — 描述了转换。这也称作定义转换所需的配置文件。

要将文件配对在一起，请对两者使用相同的名称。例如：

• myTransform.json
• myTransform.py

Amazon Glue Studio 将使用它们各自的文件名自动匹配它们。对于任何现有模块，文件名不能相同。

转换文件名的建议命名惯例
Amazon Glue Studio 会将您的文件作为模块（例如，import myTransform）导入作业脚本。因此，您的
文件名必须遵循为 python 变量名（标识符）设置的相同命名规则。具体而言，它们必须以字母或下划线开
头，且完全由字母、数字和/或下划线组成。

Note

确保您的转换文件名与现有的已加载 python 模块（例如，sys, array, copy 等）不冲突，以避
免意外的运行时问题。

设置 Amazon S3 存储桶
您创建的转换存储在 Amazon S3 中，归您的 Amazon 账户所有。您只需将文件（json 和 py）上传到当
前存储所有作业脚本的 Amazon S3 资产文件夹（例如，s3://aws-glue-assets-<accountid>-
<region>/transforms），即可创建新的自定义视觉转换。默认情况下，Amazon Glue Studio 将读取同
一 S3 存储桶中的 /transforms 文件夹中的所有 .json 文件。

第 1 步 创建 JSON 配置文件
需要一个 JSON 配置文件来定义和描述您的自定义视觉转换。配置文件的架构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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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文件结构
字段

• name: string —（必需）用于标识转换的转换系统名称。遵循为 python 变量名（标识符）设置的相同
命名规则。具体而言，它们必须以字母或下划线开头，且完全由字母、数字和/或下划线组成。

• displayName: string —（可选）显示在 Amazon Glue Studio 可视化作业编辑器中的转换名称。如果
未指定 displayName，则将 name 用作 Amazon Glue Studio 中的转换名称。

• description: string —（可选）转换描述显示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且可搜索。
• functionName: string —（必需）Python 函数名称用于标识要在 Python 脚本中调用的函数。
• path: string —（可选）Python 源文件的完整 Amazon S3 路径。如果未指定，则 Amazon Glue 会通

过文件名匹配将 .json 和.py 文件配对在一起。例如，JSON 文件的名称 myTransform.json 将与位于同
一 Amazon S3 位置的 Python 文件 myTransform.py 配对。

• parameters: Array of TransformParameter object —（可选）在 Amazon Glue Studio 可视化
编辑器中配置参数时要显示的参数列表。

TransformParameter 字段

• name: string —（必需）要在作业脚本中作为命名参数传递给 python 函数的参数名称。遵循为 python 
变量名（标识符）设置的相同命名规则。具体而言，它们必须以字母或下划线开头，且完全由字母、数字
和/或下划线组成。

• displayName: string —（可选）显示在 Amazon Glue Studio 可视化作业编辑器中的转换名称。如果
未指定 displayName，则将 name 用作 Amazon Glue Studio 中的转换名称。

• type: string —（必需）接受常见 Python 数据类型的参数类型。有效值：'str' | 'int' | 'float' | 'list' | 
'bool'。

• isOptional: boolean—（可选参数）确定该参数是否为可选参数。默认情况下，所有参数都是必需
的。

• description: string —（可选）Amazon Glue Studio 中会显示描述，以帮助用户配置转换参数。
• validationType: string —（可选）定义验证此参数的方式。目前，仅支持正则表达式。默认情况

下，验证类型设置为 RegularExpression。
• validationRule: string —（可选）用于在 validationType 设置为 RegularExpression 时在

提交前验证表单输入的正则表达式。正则表达式语法必须符合  RegExp Ecmascript 规范。
• validationMessage: string —（可选）验证失败时显示的消息。
• listOptions: An array of TransformParameterListOption object或 “选择”string 或 

“多选” UI 控件中的选项 — 显示在 “选择” 或 “多选” UI 控件中的选项。接受以逗号分隔的值列表或类型为
TransformParameterListOption 的强类型 JSON 对象。它还可以通过指定字符串值 “column” 来动
态填充父节点架构中的列列表。

• listType: string —（可选）定义类型 = 'list' 时的选项类型。有效值：'str' | 'int' | 'float' | 'list' | 'bool'。
接受常见 Python 数据类型的参数类型。

TransformParameterListOption 字段

• value: string | int | float | bool —（必需）选项值。
• label: string —（可选）显示在选择下拉列表中的选项标签。

Amazon Glue Studio 中的转换参数
默认情况下，除非在 .json 文件中标记为 isOptional，否则参数为必填。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参
数显示在 Transform（转换）选项卡中。该示例显示了用户定义的参数，例如电子邮件地址、电话号码、您
的年龄、您的性别和您的原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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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 json 文件中使用正则表达式指定 validationRule 参数并在 validationMessage 中指定验证消
息，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强制执行某些验证。

      "validationRule": "^\\(?(\\d{3})\\)?[- ]?(\\d{3})[- ]?(\\d{4})$", 
      "validationMessage": "Please enter a valid US number"                 
             

Note

由于验证是在浏览器中进行的，因此您的正则表达式语法必须符合  RegExp Ecmascript 规范。这些
正则表达式不支持 Python 语法。

添加验证可以防止用户保存用户输入不正确的作业。Amazon Glue Studio 将显示此示例中所示的验证消息：

参数会根据参数配置显示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

• 当 type 为以下任一项时：str、int 或 float，将显示一个文本输入字段。例如，屏幕截图显示了 “电
子邮件地址” 和 “您的年龄” 参数的输入字段。

• 当 type 为 bool 时，将显示一个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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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type 为 str 且提供了 listOptions 时，将显示一个单选列表。

• 当 type 为 list 且提供了 listOptions 和 listType 时，将显示一个多选列表。

将列选择器显示为参数

如果配置要求用户从架构中选择一列，则可以显示列选择器，这样用户就无需键入列名称。通过
将listOptions字段设置为 “column”，Amazon Glue Studio动态显示基于父节点输出架构的列选择器。 
Amazon Glue Studio可以显示单列或多列选择器。

以下示例使用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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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定义自定义视觉变换参数以显示单列，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您的 JSON 文件中，将parameters对象的listOptions值设置为 “列”。这允许用户从的选择列表
中选择一列Amazon Glue Studio。

2. 您也可以通过将参数定义为来允许多列选择：

• listOptions: "column"

• type: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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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 实施转换逻辑
Note

自定义视觉转换仅支持 Python 脚本。不支持 Scala。

要添加实现 .json 配置文件定义的函数的代码，建议将 Python 文件放在与 .json 文件相同的位置，名称相同
但扩展名为“.py”。Amazon Glue Studio 自动将 .json 和 .py 文件配对，因此您无需在配置文件中指定 Python 
文件的路径。

在 Python 文件中，添加已声明的函数，配置命名参数，并将其注册到 DynamicFrame 中使用。以下是 
Python 文件的示例：

from awsglue import DynamicFrame

# self refers to the DynamicFrame to transform,  
# the parameter names must match the ones defined in the config
# if it's optional, need to provide a default value
def myTransform(self, email, phone, age=None, gender="",  
                      country="", promotion=False): 
   resulting_dynf = # do some transformation on self  
   return resulting_dynf 
    
DynamicFrame.myTransform = myTransform 
         

建议使用 Amazon Glue 笔记本作为开发和测试 python 代码的最快方法。请参阅开始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使用笔记本。

为了说明如何实现转换逻辑，以下示例中的自定义视觉转换是一种转换，用于过滤传入数据，仅保留与美国
特定州相关的数据。.json 文件包含作为 custom_filter_state 的 functionName 的参数和两个参数
（类型为 “str”的“state”和“colName”）。

示例配置 .json 文件是：

{
"name": "custom_filter_state",
"displayName": "Filter State",
"description": "A simple example to filter the data to keep only the state indicated.",
"functionName": "custom_filter_state",
"parameter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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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colName", 
    "displayName": "Column name", 
    "type": "str", 
    "description": "Name of the column in the data that holds the state postal code" 
   }, 
   { 
    "name": "state", 
    "displayName": "State postal code", 
    "type": "str", 
    "description": "The postal code of the state whole rows to keep" 
   }    
]            
         

在 Python 中实现配套脚本

1. 启动 Amazon Glue 笔记本并运行为启动会话提供的初始单元。运行初始单元会创建所需的基本组件。
2. 创建一个执行示例中描述的过滤的函数并将其注册到 DynamicFrame。复制下面的代码并粘贴到 

Amazon Glue 笔记本的单元中。

from awsglue import DynamicFrame

def custom_filter_state(self, colName, state): 
    return self.filter(lambda row: row[colName] == state)

DynamicFrame.custom_filter_state = custom_filter_state                     
                 

3. 创建或加载示例数据，以测试同一个单元或新单元中的代码。如果您在新单元中添加示例数据，请不要
忘记运行该单元。例如：

# A few of rows of sample data to test
data_sample = [ 
    {"state": "CA", "count": 4}, 
    {"state": "NY", "count": 2}, 
    {"state": "WA", "count": 3}     
]
df1 = glueContext.sparkSession.sparkContext.parallelize(data_sample).toDF()
dynf1 = DynamicFrame.fromDF(df1, glueContext, None)                     
                 

4. 测试使用不同的参数验证“custom_filter_state”：

5. 运行多个测试后，使用 .py 扩展名保存代码，并使用镜像 .json 文件名的名称命名 .py 文件。.py 和 .json 
文件应位于同一个转换文件夹中。

复制以下代码并将其粘贴到文件中，并使用 .py 文件扩展名对其进行重命名。

from awsglue import DynamicFrame

def custom_filter_state(self, colName, state): 
    return self.filter(lambda row: row[colName] == state)

DynamicFrame.custom_filter_state = custom_filter_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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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打开可视化作业，然后从可用 Transforms（转换）列表中选择该转换，将
其添加到该作业中。

要在 Python 脚本代码中重用此转换，请在作业中的“引用文件路径”下将 Amazon S3 路径添加到 .py 文
件，然后在脚本中，将 python 文件的名称（不带扩展名）添加到文件顶部，将其导入。例如：import
<文件名（不带扩展名）>

第 3 步 对 Amazon Glue Studio 中的自定义视觉转换进
行验证和故障排除
Amazon Glue Studio 在将自定义视觉转换加载到 Amazon Glue Studio 之前验证 JSON 配置文件。验证包
括：

• 是否存在必填字段
• JSON 格式验证
• 参数不正确或无效
• .py 和.json 文件同时存在于同一 Amazon S3 路径中
• 匹配 .py 和.json 的文件名

如果验证成功，则转换将在可视化编辑器的可用 Actions（操作）列表中列出。

如果验证失败，则 Amazon Glue Studio 不加载自定义视觉转换。

第 4 步 根据需要更新自定义视觉转换
创建并使用后，只要转换遵循相应的 json 定义，就可以更新转换脚本：

• 分配时使用的名称与 json DynamicFrame 非常匹配functionName。
• 函数参数必须在 json 文件中定义，如  第 1 步 创建 JSON 配置文件  (p. 80) 中所述。
• Python 文件的 Amazon S3 路径无法更改，因为任务直接依赖于该路径。

Note

如果需要进行任何更新，请确保脚本和 .json 文件持续更新，并且使用新的转换再次正确保存所有可
视作业。如果更新后未保存可视作业，则不会应用和验证更新。如果 Python 脚本文件被重命名或未
放在 .json 文件旁边，则需要在 .json 文件中指定完整路径。

步骤 5：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使用自定义视觉转
换
要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使用自定义视觉变换，请上传配置和源文件，然后从 Action（操作）菜单中选
择转换。任何需要值或输入的参数都可以在 Transform（转换）选项卡中找到。

1. 将这两个文件（Python 源文件和 JSON 配置文件）上传到存储作业脚本的 Amazon S3 资产文件夹。默
认情况下，Amazon Glue 将读取同一 S3 存储桶中的 /transforms 文件夹中的所有 JSON 文件。

2. 从 Action（操作）菜单中，选择自定义视觉转换。它使用您在 .json 配置文件中指定的转换
displayName 或名称命名。

3. 输入在配置文件中配置的任何参数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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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示例
下面是 .json 配置文件中所有可能参数的示例。

{ 
  "name": "MyTransform", 
  "displayName": "My Transform", 
  "description": "This transform description will be displayed in UI", 
  "functionName": "myTransform", 
  "parameters": [ 
      { 
      "name": "email", 
      "displayName": "Email Address", 
      "type": "str", 
      "description": "Enter your work email address below", 
      "validationType": "RegularExpression", 
      "validationRule": "^\\w+([\\.-]?\\w+)*@\\w+([\\.-]?\\w+)*(\\.\\w{2,3})+$", 
      "validationMessage": "Please enter a valid email address" 
    }, 
    { 
      "name": "phone", 
      "displayName": "Phone Number", 
      "type": "str", 
      "description": "Enter your mobile phone number below", 
      "validationRule": "^\\(?(\\d{3})\\)?[- ]?(\\d{3})[- ]?(\\d{4})$", 
      "validationMessage": "Please enter a valid US number" 
    }, 
    { 
      "name": "age", 
      "displayName": "Your age", 
      "type": "int", 
      "isOptional": true 
    }, 
    { 
      "name": "gender", 
      "displayName": "Your gender", 
      "type": "str", 
      "listOptions": [ 
            {"label": "Male", "value": "male"}, 
            {"label": "Female", "value": "female"}, 
            {"label": "Other", "value": "oth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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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ptional": true 
    }, 
    { 
      "name": "country", 
      "displayName": "Your origin country ?", 
      "type": "list", 
      "listOptions": "Afghanistan,Albania,Algeria,American 
 Samoa,Andorra,Angola,Anguilla,Antarctica,Antigua and 
 Barbuda,Argentina,Armenia,Aruba,Australia,Austria,Azerbaijan,Bahamas,Bahrain,Bangladesh,Barbados,Belarus,Belgium,Belize,Benin,Bermuda,Bhutan,Bolivia,Bosnia 
 and Herzegovina,Botswana,Bouvet Island,Brazil,British Indian Ocean Territory,Brunei 
 Darussalam,Bulgaria,Burkina Faso,Burundi,Cambodia,Cameroon,Canada,Cape 
 Verde,Cayman Islands,Central African Republic,Chad,Chile,China,Christmas 
 Island,Cocos (Keeling Islands),Colombia,Comoros,Congo,Cook Islands,Costa 
 Rica,Cote D'Ivoire (Ivory Coast),Croatia (Hrvatska,Cuba,Cyprus,Czech 
 Republic,Denmark,Djibouti,Dominica,Dominican Republic,East Timor,Ecuador,Egypt,El 
 Salvador,Equatorial Guinea,Eritrea,Estonia,Ethiopia,Falkland Islands (Malvinas),Faroe 
 Islands,Fiji,Finland,France,France,Metropolitan,French Guiana,French Polynesia,French 
 Southern 
 Territories,Gabon,Gambia,Georgia,Germany,Ghana,Gibraltar,Greece,Greenland,Grenada,Guadeloupe,Guam,Guatemala,Guinea,Guinea-
Bissau,Guyana,Haiti,Heard and McDonald Islands,Honduras,Hong 
 Kong,Hungary,Iceland,India,Indonesia,Iran,Iraq,Ireland,Israel,Italy,Jamaica,Japan,Jordan,Kazakhstan,Kenya,Kiribati,Korea 
 (North),Korea 
 (South),Kuwait,Kyrgyzstan,Laos,Latvia,Lebanon,Lesotho,Liberia,Libya,Liechtenstein,Lithuania,Luxembourg,Macau,Macedonia,Madagascar,Malawi,Malaysia,Maldives,Mali,Malta,Marshall 
 Islands,Martinique,Mauritania,Mauritius,Mayotte,Mexico,Micronesia,Moldova,Monaco,Mongolia,Montserrat,Morocco,Mozambique,Myanmar,Namibia,Nauru,Nepal,Netherlands,Netherlands 
 Antilles,New Caledonia,New Zealand,Nicaragua,Niger,Nigeria,Niue,Norfolk 
 Island,Northern Mariana Islands,Norway,Oman,Pakistan,Palau,Panama,Papua 
 New Guinea,Paraguay,Peru,Philippines,Pitcairn,Poland,Portugal,Puerto 
 Rico,Qatar,Reunion,Romania,Russian Federation,Rwanda,Saint Kitts and Nevis,Saint 
 Lucia,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Samoa,San Marino,Sao Tome and Principe,Saudi 
 Arabia,Senegal,Seychelles,Sierra Leone,Singapore,Slovak Republic,Slovenia,Solomon 
 Islands,Somalia,South Africa,S. Georgia and S. Sandwich Isls.,Spain,Sri 
 Lanka,St. Helena,St. Pierre and Miquelon,Sudan,Suriname,Svalbard and Jan Mayen 
 Islands,Swaziland,Sweden,Switzerland,Syria,Tajikistan,Tanzania,Thailand,Togo,Tokelau,Tonga,Trinidad 
 and Tobago,Tunisia,Turkey,Turkmenistan,Turks and Caicos 
 Islands,Tuvalu,Uganda,Ukraine,United Arab Emirates,United Kingdom (Britain / UK),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SA),US Minor Outlying Islands,Uruguay,Uzbekistan,Vanuatu,Vatican City 
 State (Holy See),Venezuela,Viet Nam,Virgin Islands (British),Virgin Islands (US),Wallis 
 and Futuna Islands,Western Sahara,Yemen,Yugoslavia,Zaire,Zambia,Zimbabwe", 
      "description": "What country were you born in?", 
      "listType": "str", 
      "isOptional": true 
    }, 
    { 
      "name": "promotion", 
      "displayName": "Do you want to receive promotional newsletter from us?", 
      "type": "bool", 
      "isOptional": true 
    } 
  ]
}        
         

自定义可视化脚本的示例
以下示例执行等效转换。但是，第二个示例（SparkSQL）是最干净、最高效的，其次是 Pandas UDF，最后
是第一个示例中的低级映射。以下示例是将两列相加的简单转换的完整示例：

from awsglue import DynamicFrame 
  
# You can have other auxiliary variables, functions or classes on this file, it won't 
 affect the runtime
def record_sum(rec, col1, col2, resultCol): 
    rec[resultCol] = rec[col1] + rec[co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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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rec 
  
  
# The number and name of arguments must match the definition on json config file
# (expect self which is the current DynamicFrame to transform
# If an argument is optional, you need to define a default value here
#  (resultCol in this example is an optional argument)
def custom_add_columns(self, col1, col2, resultCol="result"): 
    # The mapping will alter the columns order, which could be important 
    fields = [field.name for field in self.schema()] 
    if resultCol not in fields: 
        # If it's a new column put it at the end 
        fields.append(resultCol) 
    return self.map(lambda record: record_sum(record, col1, col2, 
 resultCol)).select_fields(paths=fields) 
  
  
# The name we assign on DynamicFrame must match the configured "functionName"
DynamicFrame.custom_add_columns = custom_add_columns 
         

以下示例是利用 SparkSQL API 的等效转换。

from awsglue import DynamicFrame 
  
# The number and name of arguments must match the definition on json config file
# (expect self which is the current DynamicFrame to transform
# If an argument is optional, you need to define a default value here
#  (resultCol in this example is an optional argument)
def custom_add_columns(self, col1, col2, resultCol="result"): 
    df = self.toDF() 
    return DynamicFrame.fromDF( 
        df.withColumn(resultCol, df[col1] + df[col2]) # This is the conversion logic 
        , self.glue_ctx, self.name)  
  
  
# The name we assign on DynamicFrame must match the configured "functionName"
DynamicFrame.custom_add_columns = custom_add_columns            
         

以下示例使用相同的转换，但使用的是 pandas UDF，这比使用普通 UDF 更有效。有关编写 pandas UDF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pache Spark SQL 文档。

from awsglue import DynamicFrame
import pandas as pd
from pyspark.sql.functions import pandas_udf 
  
# The number and name of arguments must match the definition on json config file
# (expect self which is the current DynamicFrame to transform
# If an argument is optional, you need to define a default value here
#  (resultCol in this example is an optional argument)
def custom_add_columns(self, col1, col2, resultCol="result"): 
    @pandas_udf("integer")  # We need to declare the type of the result column 
    def add_columns(value1: pd.Series, value2: pd.Series) # pd.Series: 
        return value1 + value2 
  
    df = self.toDF() 
    return DynamicFrame.fromDF( 
        df.withColumn(resultCol, add_columns(col1, col2)) # This is the conversion logic 
        , self.glue_ctx, self.name)  
  
# The name we assign on DynamicFrame must match the configured "functionName"
DynamicFrame.custom_add_columns = custom_add_colum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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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以下视频介绍了可视化自定义转换，并演示了如何使用它们。

将数据湖框架与 Amazon Glue Studio 配合使用
概览
开源数据湖框架简化了对存储在 Amazon S3 上的数据湖中的文件的增量数据处理。Amazon Glue 3.0 及更
高版本支持以下开源数据湖存储框架：

• Apache Hudi
• Linux Foundation Delta Lake
• Apache Iceberg

Amazon Glue 为这些框架提供原生支持，因此您可以以交易一致的方式读取和写入存储在 Amazon S3 中的
数据。无需安装单独的连接器或完成额外的配置步骤即可在 Amazon Glue 作业中使用这些框架。

通过 Spark 脚本编辑器任务，数据湖框架可用作 Amazon Glue Studio 中的来源或目标。有关使用 Apache 
Hudi、Apache Iceberg 和 Delta Lake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Amazon Glue ETL 任务中使用数据湖框架。

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使用 Hudi 框架
创建或编辑作业时，Amazon Glue Studio 会根据您使用的 Amazon Glue 版本自动为您添加相应的 Hudi 
库。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Amazon Glue 中使用 Hudi 框架。

在 Data Catalog 数据来源中使用 Apache Hudi 框架

要为作业添加 Hudi 数据来源格式，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从“来源”菜单中选择“Amazon Glue Studio Data Catalog”。
2. 在数据来源属性选项卡中，选择数据库和表。
3. Amazon Glue Studio 将格式类型显示为 Apache Hudi 和 Amazon S3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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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mazon S3 数据来源中使用 Hudi 框架

1. 从“来源”菜单中选择 Amazon S3。
2. 如果您选择 Data Catalog 表作为 Amazon S3 来源类型，请选择数据库和表。
3. Amazon Glue Studio 显示格式为 Apache Hudi 和 Amazon S3 URL。
4. 如果您选择 Amazon S3 位置作为 Amazon S3 来源类型，请通过单击浏览 Amazon S3 选择 Amazon S3 

URL。
5. 在数据格式中，选择“Apache Hudi”。

Note

如果 Amazon Glue Studio 无法从您选择的 Amazon S3 文件夹或文件推断出架构，请选择其他
选项来选择新的文件夹或文件。
在其他选项中，从架构推断下的以下选项中进行选择：

• 让 Amazon Glue Studio 自动选择示例文件：Amazon Glue Studio 将在 Amazon S3 位置选
择一个示例文件，以便推断出架构。在自动取样文件字段中，您可以查看自动选择的文件。

• 从 Amazon S3 中选择示例文件：单击浏览 Amazon S3，选择要使用的 Amazon S3 文件。
6. 单击推断架构。然后可以通过单击输出架构选项卡来查看输出架构。
7. 选择其他选项以输入键值对。

在数据目标中使用 Apache Hudi 框架

在 Data Catalog 数据目标中使用 Apache Hudi 框架

1. 从目标菜单中选择“Amazon Glue Studio Data Catalog”。
2. 在数据来源属性选项卡中，选择数据库和表。
3. Amazon Glue Studio 将格式类型显示为 Apache Hudi 和 Amazon S3 URL。

在 Amazon S3 数据目标中使用 Apache Hudi 框架

输入值或从可用选项中进行选择以配置 Apache Hudi 格式。有关 Apache Hudi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pache 
Hudi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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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di 表名：Hudi 表的名字。
• Hudi 存储类型：从两个选项中选择：

• 写入时复制：可优化读取性能的推荐选项。这是默认 Hudi 存储类型。每次更新都会在写入时创建文件
的新版本。

• 读取时合并：可将写入延迟降至最低的推荐选项。更新记录到基于行的增量文件中，并根据需要进行压
缩以创建新版本的列式文件。

• Hudi 写入操作：从以下选项中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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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插入：默认操作，操作时首先通过查找索引将输入记录标记为插入或更新。在您更新现有数据时推
荐选择。

• 插入：插入记录，但不检查现有记录，并可能导致重复。
• 批量插入：插入记录，建议用于大量数据。

• Hudi 记录键字段：使用搜索栏搜索并选择主记录键。Hudi 中的记录由主键标识，主键由记录键和记录所
属的分区路径组成。

• Hudi 预合并字段：实际写入之前在预合并中使用的字段。如果两个记录具有相同的键值，Amazon Glue 
Studio 会为预合并字段选择值最大的记录。设置增量值（例如 updated_at）所属的字段。

• 压缩类型：选择一种压缩类型选项：未压缩、GZIP、LZO 或 Snappy。
• Amazon S3 目标位置：通过单击浏览 S3 来选择 Amazon S3 目标位置。
• Data Catalog 更新选项：从以下选项中进行选择：

• Do not update the Data Catalog (请勿更新数据目录)：（默认）如果您不希望任务更新数据目录（即使
架构更改或添加了新分区），请选择此选项。

• 在 Data Catalog 中创建表并在后续运行时更新架构并添加新分区：如果选择此选项，作业将在第一次作
业运行时在 Data Catalog 中创建表。在后续任务运行时，如果架构发生更改或添加了新分区，任务将更
新数据目录表。

您还必须从数据目录中选择数据库并输入表名。
• Create a table in the Data Catalog and on subsequent runs, keep existing schema and add new 

partitions (在数据目录中创建表，并在后续运行时保持现有架构并添加新分区)：如果选择此选项，任务
将在第一次任务运行时创建数据目录中的表。在后续任务运行时，任务只更新数据目录表以添加新分
区。

您还必须从数据目录中选择数据库并输入表名。
• Partition keys (分区键)：选择要在输出中用作分区键的列。要添加更多分区键，请选择 Add a partition key 

(添加分区键)。
• 其他选项：根据需要输入键值对。

通过 Amazon Glue Studio 生成代码
保存作业时，如果检测到 Hudi 来源或目标，则会将以下作业参数添加到作业中：

• --datalake-formats：在可视化作业中检测到的数据湖格式的不同列表（可以直接选择“格式”，或间接
选择由数据湖支持的目录表)。

• --conf ：根据 --datalake-formats 的值生成。例如，如果 --
datalake-formats 的值为 'hudi'，则 Amazon Glue 为此参数生成的值为
spark.serializer=org.apache.spark.serializer.KryoSerializer —conf 
spark.sql.hive.convertMetastoreParquet=false。

覆盖 Amazon Glue 提供的库
要使用 Amazon Glue 不支持的 Hudi 版本，可以指定自己的 Hudi 库 JAR 文件。要使用自己的 JAR 文件，
请执行以下操作：

• 使用 --extra-jars 作业参数。例如，'--extra-jars': 's3pathtojarfile.jar'。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 Amazon Glue 作业参数。

• 请勿包含 hudi 作为 --datalake-formats 作业参数的值。输入空白字符串作为值可确保 Amazon 
Glue 不会自动为您提供任何数据湖库。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Amazon Glue 中使用 Hudi 框架。

94

https://docs.amazonaws.cn/glue/latest/dg/aws-glue-programming-etl-glue-arguments.html
https://docs.amazonaws.cn/glue/latest/dg/aws-glue-programming-etl-format-hudi.html


Amazon Glue Studio 用户指南
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使用 Delta Lake 框架

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使用 Delta Lake 框架
在数据来源中使用 Delta Lake 框架

在 Amazon S3 数据来源中使用 Delta Lake 框架

1. 从“来源”菜单中选择 Amazon S3。
2. 如果您选择 Data Catalog 表作为 Amazon S3 来源类型，请选择数据库和表。
3. Amazon Glue Studio 显示格式为 Delta Lake 和 Amazon S3 URL。
4. 选择其他选项以输入键值对。例如，键值对可能为：2023-02-24 14:16:16：2023-02-24 

14: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 timestampAsOf

5. 如果您选择 Amazon S3 位置作为 Amazon S3 来源类型，请通过单击浏览 Amazon S3 选择 Amazon S3 
URL。

6. 在数据格式中，选择 Delta Lake。

Note

如果 Amazon Glue Studio 无法从您选择的 Amazon S3 文件夹或文件推断出架构，请选择其他
选项来选择新的文件夹或文件。
在其他选项中，从架构推断下的以下选项中进行选择：

• 让 Amazon Glue Studio 自动选择示例文件：Amazon Glue Studio 将在 Amazon S3 位置选
择一个示例文件，以便推断出架构。在自动取样文件字段中，您可以查看自动选择的文件。

• 从 Amazon S3 中选择示例文件：单击浏览 Amazon S3，选择要使用的 Amazon S3 文件。
7. 单击推断架构。然后可以通过单击输出架构选项卡来查看输出架构。

在 Data Catalog 数据来源中使用 Delta Lake 框架

1. 从来源菜单中选择“Amazon Glue Studio Data Catalog”。
2. 在数据来源属性选项卡中，选择数据库和表。
3. Amazon Glue Studio 将格式类型显示为 Delta Lake 和 Amazon S3 URL。

Note

如果尚未将 Delta Lake 来源注册为 Amazon Glue 数据目录表，则有两种选择：

1. 为 Delta Lake 数据创建 Amazon Glue 爬网程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如何为 Delta Lake 
数据存储指定配置选项。

2. 使用 Amazon S3 数据来源选择 Delta Lake 数据来源。请参阅 在 Amazon S3 数据来源中使
用 Delta Lake 框架  (p.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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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目标中使用 Delta Lake 格式

在 Data Catalog 数据目标中使用 Delta Lake 格式

1. 从目标菜单中选择“Amazon Glue Studio Data Catalog”。
2. 在数据来源属性选项卡中，选择数据库和表。
3. Amazon Glue Studio 将格式类型显示为 Delta Lake 和 Amazon S3 URL。

在 Amazon S3 数据来源中使用 Delta Lake 格式

输入值或从可用选项中进行选择以配置 Delta Lake 格式。

• 压缩类型：选择一种压缩类型选项：未压缩或 Snappy。
• Amazon S3 目标位置：通过单击浏览 S3 来选择 Amazon S3 目标位置。
• Data Catalog 更新选项：在 Glue Studio 可视化编辑器中，此格式不支持更新 Data Catalog。

• Do not update the Data Catalog (请勿更新数据目录)：（默认）如果您不希望任务更新数据目录（即使
架构更改或添加了新分区），请选择此选项。

• 要在 Amazon Glue 作业执行后更新 Data Catalog，请运行或计划 Amazon Glue 爬网程序。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如何为 Delta Lake 数据存储指定配置选项。

• 分区键：选择要在输出中用作分区键的列。要添加更多分区键，请选择 Add a partition key (添加分区键)。
• 可选择其他选项以输入键值对。例如，键值对可能为：2023-02-24 14:16:16：2023-02-24 

14: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 timestampAsOf

在 Apache Iceberg 框架中使用Amazon Glue Studio
在数据目标中使用 Aache Iseberg 数据目标中使用

在 Data Catalog 数据目标中使用 Aache Iseberg

1. 从目标菜单中选择“Amazon Glue Studio Data Catalog”。
2. 在数据来源属性选项卡中，选择数据库和表。
3. Amazon Glue Studio将格式类型显示为 Amazon S3 URL。

在 Amazon S3 数据目标中使用 Aache Ice S3 数据目标中

输入值或从可用选项中进行选择以配置 Aache Seberg 格式。

• 格式：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Aache Iseberg。
• Amazon S3 目标位置：通过单击浏览 S3 来选择 Amazon S 3 目标位置。
• Data Catalog 更新选项：在 Dat a Catalog 中创建表并在后续运行时在 Data Catalog 中创建表并在后续运

行时必须选择保留现有架构并添加新分区才能继续。使用编写新的 Iceberg 表Amazon GlueData Catalog
需要将配置为 Iceberg 表的目录。要更新已在中注册的现有 Iceberg 表Data Catalog，请选择Data Catalog
作为目标。
• 数据库-从中选择数据库Data Catalog。
• 表名-输入您的表格名称的值。Apache Iceberg 表名必须全部采用小写。如果需要，请使用下划线，因

为不允许使用空格。例如 “data_lake_format_t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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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mazon S3 数据来源中使用 Aache Ice S3 数据来源中

在 Data Catalog 数据来源中使用 Aache Iseberg

1. 从来源菜单中选择“Amazon Glue Studio Data Catalog”。
2. 在数据来源属性选项卡中，选择数据库和表。
3. Amazon Glue Studio将格式类型显示为 Amazon S3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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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mazon S3 数据来源中使用 Aache Ice S3 数据来源中

Apache Iceberg 不能用作 Amazon S3 源节点的数据选项Amazon Glue Studio。

配置数据目标节点
数据目标是任务写入转换后数据的位置。

数据目标选项概览
您的数据目标（也称为数据接收器）可以是：

• S3 – 任务将数据写入您选择的 Amazon S3 位置的文件中，并以您指定的格式写入。

如果您为数据目标配置分区列，则任务会根据分区键将数据集写入 Amazon S3 的目录。
• Amazon Glue Data Catalog – 任务使用与数据目录中的表关联的信息将输出数据写入目标位置。

您可以手动创建表，也可以使用爬网程序创建表。您还可以使用 Amazon CloudFormation 模板在数据目录
中创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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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器 – 连接器是一段代码，便于您在数据存储和 Amazon Glue 之间通信。任务使用连接器和关联的连
接将输出数据写入目标位置。您可以订阅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中提供的连接器，或者您还
可以创建自己的自定义连接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将连接器添加到 Amazon Glue Studio (p. 29)

您可以选择在任务写入 Amazon S3 数据目标时更新数据目录。当架构或分区发生更改时，不需要爬网程序
更新数据目录，此选项可以更轻松地使表保持最新状态。此选项可选择性地将新表添加到数据目录、更新表
分区以及直接从任务更新表的方案，简化将数据用于分析的过程。

编辑数据目标节点
数据目标是任务写入转换后数据的位置。

在任务图中添加或配置数据目标节点

1. （可选）如果需要添加目标节点，请在可视化编辑器顶部工具栏中选择 Target (目标)，然后选择 S3 或
者 Glue Data Catalog。

• 如果选择 S3，则任务将数据集写入您指定的 Amazon S3 位置中的一个或多个文件。
• 如果选择 Amazon Glue Data Catalog，则任务将写入从数据目录中选择的表所描述的位置。

2. 在任务图中选择一个数据目标节点。选择节点时，节点详细信息面板将在页面右侧显示。
3. 选择 Node properties (节点属性) 选项卡，然后输入以下信息：

• Name (名称)：输入要与任务图中节点关联的名称。
• Node type (节点类型)：应该已选择一个值，但您可以根据需要对其进行更改。
• Node parents (父节点)：父节点是任务图中提供要写入目标位置的输出数据的节点。对于预填充的任

务图，目标节点应该已经选择父节点。如果没有显示父节点，则从列表中选择父节点。

目标节点具有单个父节点。
4. 配置 Data target properties (数据目标属性) 信息。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章节：

• 将 Amazon S3 用于数据目标 (p. 99)
• 使用数据目标的数据目录表 (p. 100)
• 将连接器用作数据目标 (p. 101)

5. （可选）配置数据目标节点属性后，您可以选择节点详细信息面板中的 Output schema (输出架构) 选项
卡，查看数据的输出架构。当您首次为任务中的任何节点选择此选项卡时，系统会提示您提供 IAM 角色
以访问数据。如果您尚未在 Job details (任务详细信息) 选项卡上指定 IAM 角色，系统会提示您在此处输
入 IAM 角色。

将 Amazon S3 用于数据目标
对于 Amazon S3 和连接器之外的所有数据源，表必须位于您所选择源类型的 Amazon Glue Data Catalog 
中。Amazon Glue Studio 不会创建数据目录表。

配置写入 Amazon S3 的数据目标节点

1. 转到新任务或已保存任务的可视编辑器。
2. 在任务图中选择一个数据源节点。
3. 选择 Data source properties (数据源属性) 选项卡，然后输入以下信息：

• Format (格式)：从列表中选择格式。数据结果的可用格式类型包括：
• JSON： JavaScript 对象表示法。
• CSV：逗号分隔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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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ro：Apache Avro JSON 二进制。
• Parquet：Apache Parquet 列式存储
• Glue Parquet：自定义 Parquet 编写器类型，已针对 DynamicFrames 作为数据格式优化。它不需

要数据预先计算的架构，而是动态计算和修改架构。
• ORC：Apache 优化的行列式（ORC）格式。

要了解有关这些格式选项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Glue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 Amazon Glue 中 
ETL 输入和输出的格式选项。

• Compression Type (压缩类型)：您可以选择使用 gzip 或者 bzip2 格式压缩日期。默认值为无压
缩，或 None (无)。

• S3 Target Location (S3 目标位置)：Amazon S3 存储桶和数据输出的位置。您可以选择 Browse S3 
(浏览 S3) 按钮，查看您有权访问的 Amazon S3 存储桶，然后选择一个作为目标目的地。

• 数据目录更新选项
• Do not update the Data Catalog (请勿更新数据目录)：（默认）如果您不希望任务更新数据目录

（即使架构更改或添加了新分区），请选择此选项。
• Create a table in the Data Catalog and on subsequent runs, update the schema and add new 

partitions (在数据目录中创建表并在后续运行时，更新架构并添加新分区)：如果选择此选项，任务
将在第一次任务运行时创建数据目录中的表。在后续任务运行时，如果架构发生更改或添加了新分
区，任务将更新数据目录表。

您还必须从数据目录中选择数据库并输入表名。
• Create a table in the Data Catalog and on subsequent runs, keep existing schema and add new 

partitions (在数据目录中创建表，并在后续运行时保持现有架构并添加新分区)：如果选择此选项，
任务将在第一次任务运行时创建数据目录中的表。在后续任务运行时，任务只更新数据目录表以添
加新分区。

您还必须从数据目录中选择数据库并输入表名。
• Partition keys (分区键)：选择要在输出中用作分区键的列。要添加更多分区键，请选择 Add a 

partition key (添加分区键)。

使用数据目标的数据目录表
对于 Amazon S3 和连接器之外的所有数据源，表必须位于您所选择目标类型的 Amazon Glue Data Catalog 
中。Amazon Glue Studio 不会创建数据目录表。

为使用数据目录表的目标配置数据属性

1. 转到新任务或已保存任务的可视编辑器。
2. 在任务图中选择一个数据目标节点。
3. 选择 Data target properties (数据目标属性) 选项卡，然后输入以下信息：

• Database (数据库)：从列表中选择包含用作目标的表的数据库。此数据库必须已存在于数据目录中。
• Table (表)：从列表中选择定义输出数据架构的表。此表必须已存在于数据目录中。

数据目录中的表包含列的名称、数据类型定义、分区信息以及有关目标数据集的其他元数据。您的任
务写入数据目录中此表描述的位置。

有关在数据目录中创建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Glue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在数据目录中定义表。
• 数据目录更新选项

• Do not change table definition (请勿更改表定义)：（默认）如果不希望任务更新数据目录（即使架
构更改或添加了新分区），请选择此选项。

• Update schema and add new partitions (更新架构并添加新分区)：如果选择此选项，任务将更新数
据目录表（如果架构更改或添加新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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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ep existing schema and add new partitions (保留现有架构并添加新分区)：如果选择此选项，任
务将仅为了添加新分区而更新数据目录表。

• Partition keys (分区键)：选择要在输出中用作分区键的列。要添加更多分区键，请选择 Add a 
partition key (添加分区键)。

将连接器用作数据目标
如果您为 Node type (节点类型) 选择连接器，请按照 使用自定义连接器编写任务 (p. 35) 中的说明操作，完
成数据目标属性的配置。

编辑或上载任务脚本
使用 Amazon Glue Studio 可视化编辑器编辑任务脚本或上载您自己的脚本。

仅当任务使用 Amazon Glue Studio 创建时，您才能使用可视化编辑器编辑任务节点。如果任务是使用 
Amazon Glue 控制台、通过 API 命令或命令行界面（CLI）创建，您可以使用 Amazon Glue Studio 中的脚
本编辑器编辑任务脚本、参数和计划。您还可以将任务转换为仅脚本模式，编辑 Amazon Glue Studio 中所
创建任务的脚本。

编辑任务脚本或上载您自己的脚本

1. 如果创建新任务，请在 Jobs (任务) 页面上，选择 Spark script editor (Spark 脚本编辑器) 选项创建 
Spark 任务，或选择 Python Shell script editor (Python Shell 脚本编辑器) 创建 Python Shell 任务。您可
以编写新脚本，也可以上载现有脚本。如果选择 Spark script editor (Spark 脚本编辑器)，您可以编写或
上载 Scala 脚本或 Python 脚本。如果选择 Python Shell script editor (Python Shell 脚本编辑器)，则只
能编写或上载 Python 脚本。

选择用于创建新任务的选项后，在显示的 Options (选项) 部分，您可以使用启动程序脚本（使用 
boilerplate 代码创建新脚本）启动，也可以上载本地文件以用作任务脚本。

如果选择 Spark script editor (Spark 脚本编辑器)，您可以上载 Python 或 Scala 脚本文件。Scala 脚
本必须具有文件扩展名 .scala。您必须将 Python 脚本识别为 Python 类型的文件。如果选择 Python 
Shell script editor (Python Shell 脚本编辑器)，则只能上载 Python 脚本文件。

完成选择后，选择 Create (创建) 创建任务并打开可视化编辑器。
2. 转到新任务或已保存任务的可视任务编辑器，然后选择 Script (脚本) 选项卡。
3. 如果未使用脚本编辑器选项创建新任务，并且从未编辑过现有任务的脚本，则 Script (脚本) 选项卡显示

标题 Script (Locked) (脚本（已锁定）)。这意味着脚本编辑器处于只读模式。选择 Edit script (编辑脚本)
解锁脚本以进行编辑。

要使脚本可编辑，Amazon Glue Studio 将您的任务从可视化任务转换为仅脚本任务。如果解锁脚本进行
编辑，则在保存此任务后，无法再使用可视化编辑器。

在确认窗口中，选择 Confirm (确认) 以继续浏览，或选择 Cancel (取消) 以保持任务可用于可视化编辑。

如果选择 Confirm (确认)，Visual (可视化) 选项卡不再显示在编辑器中。您可以使用 Amazon Glue 
Studio 可使用脚本编辑器修改脚本、修改任务详细信息或调度，或查看任务运行。

Note

在保存任务之前，转换为仅脚本任务不是永久性操作。如果您刷新控制台网页，或者在保存之
前关闭任务并在可视编辑器中重新打开它，则仍然可以在可视编辑器中编辑各个节点。

4. 根据需要编辑脚本。

编辑完脚本后，选择 Save (保存) 保存任务并将任务从可视化对象永久转换为仅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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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可选）您可以在 Script (脚本) 选项卡上选择 Download (下载) 按钮，从 Amazon Glue Studio 控制台
下载脚本。选择此按钮后，将打开一个新的浏览器窗口，其中显示脚本在 Amazon S3 中的位置。任务
的 Job details (任务详细信息) 选项卡中的 Script filename 和 Script path 参数确定脚本文件在 Amazon 
S3 中的名称和位置。

保存任务时，Amazon Glue 将任务脚本保存在这些字段指定的位置。如果您在 Amazon S3 中修改此位
置的脚本文件，Amazon Glue Studio 将在您下次编辑任务时加载修改后的脚本。

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创建和编辑 Scala 脚本
当您选择用于创建任务的脚本编辑器时，默认情况下，任务编程语言设置为 Python 3。如果您选择编写新
脚本而不是上载脚本，Amazon Glue Studio 会开启一个新的脚本，以 Python 编写样板文本。如果要改为编
写 Scala 脚本，则必须首先将脚本编辑器配置为使用 Scala。

Note

如果选择 Scala 作为任务的编程语言，并使用可视化编辑器设计任务，则生成的任务脚本将使用 
Scala 编写，因此无需进一步操作。

要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编写新的 Scala 脚本

1. 创建新任务，方法是选择 Spark script editor (Spark 脚本编辑器) 选项。
2. 在 Options (选项) 下面，选择 Create a new script with boilerplate code (使用样板代码创建新脚本)。
3. 选择 Job details (任务详细信息) 选项卡，将 Language (语言) 设置为 Scala（而不是 Python 3）。

Note

当您选择 Spark script editor (Spark 脚本编辑器) 选项创建任务，Type (类型) 属性将自动设置
为 Spark。

4. 选择 Script (脚本) 选项卡。
5. 删除 Python 样板文本。您可以用以下 Scala 样板文本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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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com.amazonaws.services.glue.{DynamicRecord, GlueContext}
import org.apache.spark.SparkContext
import com.amazonaws.services.glue.util.JsonOptions
import com.amazonaws.services.glue.util.GlueArgParser
import com.amazonaws.services.glue.util.Job

object MyScript { 
  def main(args: Array[String]): Unit = { 
    val sc: SparkContext = new SparkContext() 
    val glueContext: GlueContext = new GlueContext(sc) 

    }
}

6. 在编辑器中编写您的 Scala 任务脚本。您可以根据需要添加其他 import 语句。

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创建和编辑 Python Shell 任
务
选择 Python shell 脚本编辑器来创建任务时，可以上载现有 Python 脚本或编写新脚本。如果选择编写新脚
本，样板代码将添加到新的 Python 任务脚本中。

创建新的 Python Shell 任务

请参阅启动作业创建过程 (p. 23)中的说明。

Python Shell 任务支持的任务属性与 Spark 任务支持的任务属性不同。下面的列表描述了 Job details (任务
详细信息) 选项卡上对 Python Shell 任务的可用任务参数所做的更改。

• 任务的 Type (类型) 属性将自动设置为 Python Shell，而且无法更改。
• 有面向任务的 Python version (Python 版本) 属性，而不是 Language (语言)。目前，Python Shell 任务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使用 Python 3.6。
• Glue version (Glue 版本) 属性不可用，因为它不适用于 Python Shell 任务。
• 显示 Data processing units (数据处理单元) 属性，而不是 Worker type (工件类型) 和 Number of workers 

(工件数)。此任务属性确定 Python Shell 在运行任务时使用的数据处理单元（DPU）数量。
• Job bookmark (任务书签) 属性不可用，因为 Python Shell 任务不支持该属性。
• 在 Advanced properties (高级属性) 下面，以下属性不适用于 Python Shell 任务。

• 作业指标
• 连续日志记录
• Spark UI 和 Spark UI 日志路径
• 标题 Libraries (库) 下面的 Dependent jars path (从属 jars 路径)

将节点添加到任务图
您可以将其他数据源、转换和数据目标添加到您的任务，以支持更复杂的 ETL 操作。

将节点添加到任务图

1. 转到新任务或已保存任务的可视任务编辑器，然后选择 Visual (可视化) 选项卡。
2. 使用工具栏按钮添加特定类型的节点：Source (源)、Transform (转换) 或者 Target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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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辑节点，如以下部分所述：

• 有关源节点，请参阅 连接到数据源节点 (p. 43)。
• 有关转换节点，请参阅编辑 Amazon Glue 托管数据转换节点 (p. 51)。
• 有关数据目标节点，请参阅 编辑数据目标节点 (p. 99)。

4. 如果要在任务图中的两个节点之间插入节点，请执行以下操作：

a. 选择将用作新节点的父节点的节点。
b. 选择工具栏按钮，将新节点添加到任务图。新节点将添加为当前选定节点的子节点。
c. 选择将作为新添加节点的子节点的节点，并将其父节点更改为指向新添加的节点。

如果您错误添加了节点，您可以使用 Undo (撤消) 按钮以反转操作。

更改任务图中节点的父节点
您可以更改节点的父节点，以便在任务图中移动节点或更改节点的数据源。

更改父节点

1. 选择任务图中要修改的节点。
2. 在节点详细信息面板中，在标题 Node parents (父节点) 下的 Node properties (节点属性) 选项卡上删除

节点的当前父节点。
3. 从列表中选择新的父节点。
4. 根据需要修改节点的其他属性以匹配新选定的父节点。

如果您错误修改了节点，您可以使用 Undo (撤消) 按钮以反转操作。

从任务图中删除节点
您可以从任务图中删除节点。

删除节点

1. 转到新任务或已保存任务的可视任务编辑器，然后选择 Visual (可视化) 选项卡。
2. 选择要删除的节点。
3. 在可视化编辑窗格顶部工具栏中，选择 Remove (删除) 按钮。
4. 如果删除的节点具有子节点，请根据需要修改这些节点的父节点。

如果您错误删除了节点，您可以使用 Undo (撤消) 按钮以反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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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源和目标参数添加到 Amazon Glue 数据目录节点
Amazon Glue Studio 允许您对视觉作业进行参数化。由于生产和开发环境中的目录表名称可能不同，因此您
可以为将在作业运行时运行的数据库和表定义和选择运行时参数。

使用 Amazon Glue 数据目录节点时，作业参数允许您参数化源和目标，并将这些参数保存在作业中。当您
将源和目标指定为参数时，就实现了作业的可重用性，尤其是在多个环境中使用同一个作业时。通过节省管
理源和目标的时间和精力，此功能有助于跨部署环境提升代码。此外，您指定的自定义参数将覆盖 Amazon 
Glue 作业特定运行的任何默认参数。

添加源和目标参数

无论您使用 Amazon Glue 数据目录节点作为源或目标，都可以在 Job details（作业详情）选项卡的
Advanced properties（高级属性）部分中定义运行时参数。

1. 选择 Amazon Glue 数据目录节点作为源节点或目标节点。
2. 选择 Job details（任务详细信息）选项卡。
3. 选择 Advanced properties（高级属性）。
4. 在 Job parameters（作业参数）部分中，输入键值。例如，--db.source 将是数据库源的参数。您可

以为键输入任何名称，只要键名称后面带有“破折号”即可。

5. 输入值。例如，databasename 将是正在参数化的数据库的值。
6. 如果您要添加更多参数，请选择 Add new parameter（添加新参数）。最多允许 50 个参数。一旦定义

了键值对，就可以在 Amazon Glue 数据目录节点中使用该参数。

选择运行时参数

Note

无论 Amazon Glue 数据目录节点是源节点还是目标节点，为数据库和表选择运行时参数的过程均相
同。

1. 选择 Amazon Glue 数据目录节点作为源节点或目标节点。
2. 在 Data source properties - Data Catalog（数据源属性 - 数据目录）选项卡中的 Database（数据库）下

方，选择 Use runtime parameters（使用运行时参数）。
3. 在 Data source properties - Data Catalog（数据源属性 - 数据目录）选项卡中的 Database（数据库）下

方，选择 Use runtime parameters（使用运行时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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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参数。例如，如果选择为源数据库定义的参数，该数据库将在您选择 Apply（应用）
时自动填充到数据库下拉菜单中。

5. 在 Table（表）部分中，选择已定义为源表的参数。在选择 Apply（应用）时，该表将自动填充为要使用
的表。

6. 保存并运行作业时，Amazon Glue Studio 将在作业运行期间引用选定的参数。

在 Amazon Glue 中配置 Git 集成
如果您有远程存储库，并且想要使用存储库管理 Amazon Glue 作业，则可以使用 Amazon Glue Studio 或 
Amazon CLI，将更改同步到您的存储库和 Amazon Glue 中的作业。以这种方式同步更改时，就是在将作业
从 Amazon Glue Studio 推送到存储库，或者从存储库中提取到 Amazon Glue Studio。

通过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集成 Git，您可以：

• 与 Git 版本控制系统集Amazon CodeCommit成 GitHub
• 编辑 Amazon Glue Studio 中的 Amazon Glue 作业（无论是使用可视化作业还是脚本作业）并将它们同步

到存储库
• 参数化作业中的源和目标
• 从存储库中提取作业并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进行编辑
• 使用 Amazon Glue Studio 中的多分支工作流从分支提取和/或推送到分支，以此测试作业
• 从存储库下载文件并将任务上传到 Amazon Glue Studio 以创建跨账户作业
• 使用选择的自动化工具（例如 Jenkins、Amazon CodeDeploy 等）

先决条件
IAM 权限

确保作业具有下列 IAM 权限之一。有关如何设置 IAM 权限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为 Amazon Glue Studio 设置 
IAM 权限。

• AWSGlueServiceRole
• AWSGlueConsoleFullAccess

Git 集成至少需要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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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ue:UpdateJobFromSourceControl — 能够使用版本控制系统中存在的作业更新 Amazon Glue
• glue:UpdateSourceControlFromJob — 能够使用存储在 Amazon Glue 中的作业更新版本控制系统
• s3:GetObject — 能够在推送到版本控制系统的同时检索作业脚本
• s3:PutObject — 能够在从源代码控制系统提取作业时更新脚本

使用 Amazon CodeCommit

若要在 Amazon CodeCommit 中创建存储库，请参阅 Git 和 Amazon CodeCommit 入门。

从 Amazon Glue Studio 中推送任务

Amazon Glue Studio要从源代码控制存储库中推送任务，您的管理员已经创建存储库，您已创建分支并获得
令牌（如果使用 GitHub）。

从您的源代码控制存储库提取不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的作业

如果从源代码控制存储库提取不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的作业，然后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使用该作
业，先决条件将取决于作业的类型。

对于可视化作业：

• 您需要与作业名称相匹配的文件夹和作业定义 JSON 文件。例如，请参阅下面的作业定义。存储库中的分
支应包含路径 my-visual-job/my-visual-job.json，其中文件夹和 JSON 文件与作业名称匹配

{ 
  "name" : "my-visual-job", 
  "description" : "", 
  "role" : "arn:aws:iam::aws_account_id:role/Rolename", 
  "command" : { 
    "name" : "glueetl", 
    "scriptLocation" : "s3://foldername/scripts/my-visual-job.py", 
    "pythonVersion" : "3" 
  }, 
  "codeGenConfigurationNodes" : "{\"node-nodeID\":{\"S3CsvSource\":{\"AdditionalOptions
\":{\"EnableSamplePath\":false,\"SamplePath\":\"s3://notebook-test-input/
netflix_titles.csv\"},\"Escaper\":\"\",\"Exclusions\":[],\"Name\":\"Amazon S3\",
\"OptimizePerformance\":false,\"OutputSchemas\":[{\"Columns\":[{\"Name\":\"show_id\",
\"Type\":\"string\"},{\"Name\":\"type\",\"Type\":\"string\"},{\"Name\":\"title\",\"Type
\":\"choice\"},{\"Name\":\"director\",\"Type\":\"string\"},{\"Name\":\"cast\",\"Type\":
\"string\"},{\"Name\":\"country\",\"Type\":\"string\"},{\"Name\":\"date_added\",\"Type
\":\"string\"},{\"Name\":\"release_year\",\"Type\":\"bigint\"},{\"Name\":\"rating\",
\"Type\":\"string\"},{\"Name\":\"duration\",\"Type\":\"string\"},{\"Name\":\"listed_in\",
\"Type\":\"string\"},{\"Name\":\"description\",\"Type\":\"string\"}]}],\"Paths\":[\"s3://
dalamgir-notebook-test-input/netflix_titles.csv\"],\"QuoteChar\":\"quote\",\"Recurse
\":true,\"Separator\":\"comma\",\"WithHeader\":true}}}"
}             
           

对于脚本作业：

• 您需要文件夹、作业定义的 JSON 文件和脚本
• 该文件夹和 JSON 文件应与作业名称相匹配。脚本名称需要匹配作业定义中 scriptLocation 以

及文件扩展名。例如，在下面的作业定义中，存储库中的分支应包含路径 my-script-job/my-
script-job.json 和 my-script-job/my-script-job.py。脚本名称应与包括脚本的扩展名的
scriptLocation 中的名称相匹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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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 "my-script-job", 
  "description" : "", 
  "role" : "arn:aws:iam::aws_account_id:role/Rolename", 
  "command" : { 
    "name" : "glueetl", 
    "scriptLocation" : "s3://foldername/scripts/my-script-job.py", 
    "pythonVersion" : "3" 
  }
}             
           

将版本控制存储库连接到 Amazon Glue
您可以输入版本控制存储库的详细信息并在 Amazon Glue Studio 作业编辑器的 Version Control（版本控
制）选项卡中管理它们。如果要与存储库集成，则必须按作业连接到存储库。

若要将作业保存到存储库中，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开始新作业，然后选择 Version Control（版本控制）选项卡。

2. 在版本控制系统中，通过单击以下字段从可用选项中选择 Git 服务：

• Amazon CodeCommit
• GitHub

3. 根据您选择的版本控制系统，需要填写的字段有所不同。

对于 Amazon CodeCommit：

通过为作业选择存储库和分支来完成存储库配置：

• 存储库 — 如果您在 Amazon CodeCommit 中设置了存储库，则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存储库。您的存储
库将自动填充到列表中

• 分支 —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分支
• 文件夹 — 可选 - 输入保存作业的文件夹的名称。如果留空，则会自动创建文件夹。文件夹名称默认为

作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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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GitHub：

填写以下字段以完成 GitHub 配置：

• 个人访问令牌 — 这是 GitHub 存储库提供的令牌。有关个人访问令牌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GitHub 文
档

• 存储库所有者 — 这是 GitHub 存储库的所有者。

从中选择储存库和分支以完成存储库配置 GitHub。

• 存储库 — 如果您在中设置了存储库 GitHub，则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存储库。您的存储库将自动填充到
列表中

• 分支 —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分支
• 文件夹 — 可选 - 输入保存作业的文件夹的名称。如果留空，则会自动创建文件夹。文件夹名称默认为

作业名称
4. 在 Amazon Glue Studio 作业的顶部，选择 Save（保存）

推送 Amazon Glue 作业到源存储库
输入版本控制系统的详细信息后，可以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编辑作业并将作业推送到您的源存储库。
如果您不熟悉 Git 概念，如推送和提取，请参阅 Git 和 Amazon CodeCommit 入门上的此教程。

要将作业推送到存储库，您需要输入版本控制系统的详细信息并保存作业。

1. 在 Amazon Glue Studio 作业中，选择 Actions（操作）。这将打开其他菜单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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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 Push to repository（推送到存储库）。

此操作将保存作业。推送到存储库时，Amazon Glue Studio 推送上次保存的更改。如果存储库中的作业
被您或其他用户修改，并且与 Amazon Glue Studio 中的作业不同步，则在您从 Amazon Glue Studio 推
送作业时，存储库中的作业会被保存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的作业覆盖。

3. 选择 Confirm（确认）以完成操作。这会在存储库中创建新的提交。如果您使用 Amazon 
CodeCommit，一条确认消息将显示指向 Amazon CodeCommit 上最新提交的链接。

从源存储库提取 Amazon Glue 作业
将 Git 存储库的详细信息输入到 Version control（版本控制）选项卡之后，您也可以从存储库中提取作业并
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进行编辑。

1. 在 Amazon Glue Studio 作业中，选择 Actions（操作）。这将打开其他菜单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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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 Pull from repository（从存储库中提取）。
3. 选择 Confirm（确认）。这会从存储库中获取最新的提交，并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更新您的作业。
4. 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编辑您的作业。如果您进行了更改，则可以通过选择 Actions（操作）下拉菜

单中的 Push to repository（推送到存储库）来将作业同步到存储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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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mazon Glue Studio 评估数据质
量

Amazon Glue Data Quality 目前处于 Amazon Glue Studio 的预览版阶段，可能会发生变化。在部分地
区，此预览版功能已在您的账户中启用：

• 美国东部（俄亥俄州）
• 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部）
• 美国西部（俄勒冈州）
• 亚太地区（东京）
• 欧洲（爱尔兰）
• 南美洲（圣保罗）

Amazon Glue Data Quality 根据您定义的规则评估和监控您的数据质量。这样可以轻松识别需要操作的数
据。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您可以向可视化作业中添加数据质量节点，以便为数据目录中的表创建数
据质量规则。然后，您可以监控和评估数据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

以下是有关如何操作 Amazon Glue 数据质量的总体步骤：

1. Create data quality rules（创建数据质量规则）— 通过选择您配置的内置规则集，使用 DQDL 生成器构
建一组数据质量规则。

2. Configure a data quality job（配置数据质量作业）— 根据数据质量结果和输出选项定义操作。
3. Save and run a job with data quality（保存并运行具有数据质量的作业）— 创建和运行作业。保存作业将

保存您为该作业创建的规则集。
4. Monitor and review the data quality results（监控和查看数据质量结果）— 在作业运行完成后查看数据质

量结果。（可选）将作业安排在未来的某个日期运行。

优点
数据分析师、数据工程师和数据科学家可以使用 Amazon Glue Studio 中的 Evaludate Data Quality（评估数
据质量）节点来分析、配置、监控和提高可视化作业编辑器中的数据质量。使用数据质量节点的好处包括：

• 您可以检测数据质量问题 — 您可以通过创建一些规则来检查数据集特征来查看是否存在问题。
• 轻松入手 — 您可以从预先构建的规则和操作开始。
• 紧密集成 — 您可以使用 Amazon Glue Studio 中的数据质量节点，因为 Amazon Glue 数据质量是基于 

Amazon Glue 数据目录运行的。

教程：入门
通过本入门教程，您将学习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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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DQDL 规则生成器创建规则。
• 指定数据质量操作、要输出的数据以及数据质量结果的输出位置。
• 查看数据质量结果。

步骤 1：将“评估数据质量”节点添加到可视化作业
在此步骤中，将“评估数据质量”节点添加到可视作业编辑器中。

添加数据质量节点

1. 在Amazon Glue Studio 控制台中，从 Create job（创建作业）部分中选择 Visual with a source and 
target（带有源和目标的可视化作业）。选择创建。

2. 在 Amazon Glue Studio 控制台中，选择要应用数据质量转换的节点。通常，这将是转换节点或数据来
源。

3. 从菜单中选择 Action（操作），然后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Evaluate Data Quality（评估数据质量）。您也
可以在搜索栏中键入数据质量，然后从搜索结果中选择 Evaluate Data Quality（评估数据质量）。

4. 可视化作业编辑器将显示来自所选节点的 Evaluate Data Quality（评估数据质量）转换节点分支。
在控制台的右侧，Transform（转换）选项卡自动打开。如果您需要更改父节点，请选择 Node 
properties（节点属性）选项卡，然后从下拉菜单中选择父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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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选择新的父节点时，将在父节点和 Evaluate Data Quality（评估数据质量）节点之间建立新的连
接。移除所有不需要的父节点。只能将一个父节点连接到一个 Evaluate Data Quality（评估数据质量）
节点。

步骤 2：使用 DQDL 创建规则
在本步骤中，您将使用 DQDL 来创建规则。在本教程中，您将使用 Completeness（完整性）规则类型创建
单个规则。此规则类型检查列中完整（非空）值与给定表达式的百分比。有关使用 DQDL 的更多信息，请参
阅 DQDL。

1. 在 Transform（转换）选项卡中，单击 insert（插入）按钮添加 Rule type（规则类型）。这会将规则类
型添加到规则编辑器中，您可以在其中输入规则的参数。

Note

插入规则类型时，它会插入到方括号 [] 之间。编辑规则时，请确保规则在方括号内，并确保规
则用逗号分隔。例如，完整的规则表达式将如下所示：

Rules= [ 
    Completeness "year">0.8, Completeness "month">0.8
]                            
                     

此示例为名为“年”和“月”的列指定了完整性参数。这些列的“完成”值必须大于 80%，或者每个相
应列的实例中的数据必须超过 80%，规则才能通过。

在此示例中，搜索并插入 Completeness（完整性）规则类型。这会将规则类型添加到规则编辑器中。
此规则类型具有以下语法：Completeness <COL_NAME> <EXPRESSION>。大多数规则类型都要
求您提供表达式作为参数才能创建布尔响应。有关支持的 DQDL 表达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DQDL 
Expressions（DQDL 表达式）。接下来，您将添加列名。

2. 在 DQDL 规则生成器中，单击 Schema（架构）选项卡。使用搜索栏在输入架构中查找列名。输入架构
显示列名和数据类型。

3. 在规则编辑器中，单击规则类型的右侧，在要插入列的位置插入光标。或者，您也可以在规则中键入列
的名称。

例如，在输入架构列表的列列表中，单击该列旁边的插入按钮 [在本示例中为 year（年份）]。这会将该
列添加到规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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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然后，在规则编辑器中添加一个表达式来评估规则。由于 Completeness（完整性）规则类型会根据给
定表达式检查列中完整（非空）值的百分比，因此请输入一个表达式，例如> 0.8。该规则将检查该列
的完整值（非空值）是否大于 80%。

步骤 3：配置数据质量操作和输出
创建数据质量规则后，您可以选择其他选项：

1. 在 Data quality actions（数据质量操作）中，单击 Fail job when data quality fails（数据质量失败时作业
失败）复选框。默认情况下，此操作处于未选中状态，即使数据质量规则失败，作业也将完成运行。

2. 在 Data quality transform output（数据质量转换输出）中，从以下选项中选择：

• Original data（原始数据）— 选择输出原始输入数据。如果您想在检测到质量问题时停止作业，则此
选项非常理想。

• Data quality results（数据质量结果）— 选择输出配置的规则及其通过或失败状态。如果您想执行自
定义操作，此选项很有用。

3. （可选）-单击 Data quality output settings（数据质量输出设置）以显示 Data quality result 
location（数据质量结果位置）字段。然后，单击 Browse（浏览）搜索要设置为数据质量输出目标的 
Amazon S3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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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查看数据质量结果
运行作业后，单击Data quality（数据质量）选项卡查看数据质量结果。

1. 对于每次运行的作业，查看数据质量结果。每个节点显示数据质量状态和状态详细信息。单击节点可查
看所有规则和每条规则的状态。

2. 单击 Download results（下载结果）可下载包含有关作业运行和数据质量结果信息的 CSV 文件。
3. 如果您运行了多个带有数据质量结果的作业，则可以按日期和时间范围筛选结果。单击 Filter by a date 

and time range（按日期和时间范围筛选）以展开筛选窗口。

4. 您可以选择 Relative range（相对范围）或者 Absolute range（绝对范围）。对于绝对范围，请使用日
历选择日期并输入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的值。完成后选择 Apply（应用）。

数据质量规则生成器
您可以通过 DQDL 规则生成器创建用于评估数据的数据质量规则。首先选择规则类型，然后在规则编辑器中
指定参数。在您创建规则时，规则编辑器还会向您显示任何错误和警告。

DQDL guide（DQDL 指南）提供了有关如何使用 DQDL 语法、内置规则类型和示例构造规则的综合性文
档。

Evaluate Data Quality（评估数据质量）节点
使用 Evaluate Data Quality（评估数据质量）转换节点和 DQDL 规则生成器时，可以扩展工作空间。

• 要展开 Transform（转换）选项卡以填满整个屏幕，请单击节点详细信息面板右上角的展开图标。
• 要展开 DQDL 规则编辑器，请单击 << 图标展开规则编辑器并折叠 Rule types（规则类型）和

Schema（架构）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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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Amazon Glue Studio 内置了 18 种规则类型。每种规则类型都有一个描述以及若干个用法示例。

数据质量规则类型
Amazon Glue Studio 提供了一些内置规则类型，以便于创建规则。有关规则类型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DQDL 
规则类型参考。

架构
Schema（架构）选项卡显示来自父节点的列名和数据类型。您可以查看输入架构、按列名搜索并将列插入
规则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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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编辑器
规则编辑器是一个文本编辑器，您可以在其中编写和编辑规则。如果您从 DQDL 规则生成器中选择规则类
型，则该规则类型将添加到规则编辑器中。然后，您可以根据需要通过修改文本来指定参数、添加规则和编
辑规则。Amazon Glue Studio 验证规则编辑器中的规则并显示错误和警告（如果存在）。

Errors and warnings（错误和警告）

如果规则不遵循 DQDL 规则语法，则规则编辑器将显示几个可视指示存在错误：

• 规则编辑器在出现错误的行上显示错误图标和红色。
• 规则编辑器在红色错误图标旁边显示错误数。
• 当您单击有错误的行时，错误描述和位置（行和列）将显示在规则编辑器的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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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质量操作

默认情况下，此操作处于未选中状态，即使数据质量规则失败，作业也将完成运行。

在以下操作之间进行选择。操作使您能够将结果发布到作业， CloudWatch 或根据特定条件停止作业。只有
在创建规则后，操作才可用。

• 将结果发布到 CloudWatch — 当您运行任务时，将结果添加到 CloudWatch。
• Fail job when data quality fails（数据质量失败时作业失败）— 如果数据质量规则失败，作业也将因此失

败。

数据质量转换输出

• Original data（原始数据）— 选择输出原始输入数据。如果您想在检测到质量问题时停止作业，则此选项
非常理想。

• Data quality metrics（数据质量指标）— 选择输出配置的规则及其通过或失败状态。如果您想执行自定义
操作，此选项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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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质量输出设置

通过将 Amazon S3 位置指定为数据质量输出目标来设置数据质量结果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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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和处理敏感数据
检测 PII 转换可识别数据源中的个人身份信息（PII）。选择要识别的 PII 实体、希望如何扫描数据以及如何
处理检测 PII 转换识别的 PII 实体。

检测 PII 转换提供检测、掩盖或删除您定义的或由 Amazon 预定义的实体的功能。这赋能您提高合规性并减
少责任。例如，您可能想要确保数据中不存在可以读取的个人身份信息，并想要掩盖具有固定字符串（例如 
xxx-xx-xxxx）的社保号码、电话号码或地址。

主题
• 选择希望如何扫描数据  (p. 121)
• 选择要检测的 PII 实体  (p. 122)
• 选择如何处理已识别的 PII 数据  (p. 124)

选择希望如何扫描数据
您可以选择检测整个数据源中的 PII，也可以检测包含 PII 的字段列。

当您选择 Detect PII in each cell（在每个单元格中检测 PII）时，您就是选择扫描数据源中的所有行。这是一
次全面扫描，以确保识别 PII 实体。

当您选择 Detect fields containing PII（检测包含 PII 的字段）时，您就是选择扫描行样本以查找 PII 实体。
这种方法可以将成本和资源保持在较低水平，同时还可以识别发现 PII 实体的字段。

当您选择检测包含 PII 的字段时，可以对部分行进行抽样来降低成本并提高性能。选择此选项将允许您指定
其他选项：

• Sample portion（抽样比例）：此选项允许您指定要抽样的行的百分比。例如，如果输入“50”，即表示您指
定希望 PII 实体扫描 50％ 的行。

• Detection threshold（检测阈值）：此选项允许您指定将整个列标识为具有 PII 实体时，包含 PII 实体的行
的百分比。例如，如果输入“10”，即表示指定扫描到行中 PII 实体“美国电话号码”的数量必须达到 10％ 或
以上，才能将该字段标识为具有 PII 实体“美国电话号码”。如果包含 PII 实体的行百分比小于 10％，则该字
段将不会标注为包含 PII 实体“美国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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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要检测的 PII 实体
如果选择 Detect PII in each cell（在每个单元格中检测 PII），您可以选择以下三个选项之一：

• 所有可用的 PII 模式 - 这包括 Amazon 实体。
• 选择类别 - 当您选择类别时，PII 模式将自动在您选择的类别中包括模式。
• 选择特定模式 - 仅能检测到您选择的模式。

选择所有可用的 PII 模式
如果选择 All available PII patterns（所有可用的 PII 模式），请选择由 Amazon 预定义的实体。您可以选择
一个、多个或所有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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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类别
如果您选择了 Select categories（选择类别）作为要检测的 PII 模式，则您可以选择下拉菜单中的选项。注
意，某些实体可能属于多个类别。例如，人员姓名是属于通用和 HIPAA 类别的实体。

• 通用（例如：电子邮件、信用卡）
• HIPAA [例如：美国驾照、医疗保健通用程序编码系统 (HCPCS) 代码]
• 联网（例如：IP 地址、MAC 地址）
• 美国（例如：美国电话、美国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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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例如：英国银行账户、英国增值税）
• 日本（例如：日本 My Number、日本护照）

选择特定模式
如果选择 Select specific patterns（选择特定模式）作为要检测的 PII 模式，您可以搜索或浏览已创建的模式
列表，或者创建新的检测实体模式。

以下步骤介绍了如何新建用于检测敏感数据的自定义模式。您将通过输入自定义模式的名称、添加正则表达
式以及定义上下文字词来创建自定义模式。

1. 若要创建新模式，请单击 Create new（新建）按钮。

2. 在创建检测实体页面中，输入实体名称和正则表达式。Amazon Glue 将使用正则表达式 (Regex) 来匹配
实体。

3. 单击 Validate（验证）。如果验证成功，您将看到一条确认消息，指出字符串是有效的正则表达式。如
果验证不成功，您将看到一条消息，指出字符串不符合正确的格式和可接受的字符文本、运算符或结
构。

4. 除了正则表达式之外，您还可以选择添加上下文字词。上下文字词可以提高匹配的概率。在字段名称没
有描述实体的情况下，这些功能非常有用。例如，社会安全号码可以被命名为“SSN”或“SS”。添加这些
上下文字词有助于匹配实体。

5. 单击 Create（创建）以创建检测实体。任何创建的实体在 Amazon Glue Studio 控制台中可见。单击左
侧导航菜单中的 Detection entities（检测实体）。

您可以从 Detection entities（检测实体）页面编辑、删除或创建检测实体。您还可以使用搜索字段搜索
模式。

选择如何处理已识别的 PII 数据
如果选择在整个数据源中检测 PII，则可以选择：

• Enrich data with detection results（使用检测结果丰富数据）：如果选择在每个单元格中检测 PII，则可以
将检测到的实体存储到新列中。

• Redact detected text（编校检测到的文本）：可以使用在可选的替换文本输入字段中指定的字符串替换检
测到的 PII 值。如果未指定字符串，则检测到的 PII 实体将替换为“*******”。

• Apply cryptographic hash（应用加密哈希）：您可以将检测到的 PII 值传递给 SHA-256 加密哈希函数，并
将该值替换为该函数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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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择检测包含 PII 的字段，则可以选择执行以下操作：

• DataFrame Output Detection Results（输出检测结果）：将创建新的输出检测结果。
• Redact detected text（编校检测到的文本）：可以使用指定的字符串替换检测到的 PII 值。如果未指定字

符串，则检测到的 PII 实体将替换为“*******”。
• Apply cryptographic hash（应用加密哈希）：您可以将检测到的 PII 值传递给 SHA-256 加密哈希函数，并

将该值替换为该函数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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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Glue 可视化任务 API
Amazon Glue 提供了一个 API，允许客户使用 Amazon Glue API 从表示可视化步骤工作流的 JSON 对象创
建数据集成任务。然后，客户可以使用 Amazon Glue Studio 中的可视化编辑器来处理这些任务。

有关可视化任务 API 数据类型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可视化任务 API。

主题
• API 设计和 CRUD API  (p. 126)
• 开始使用  (p. 126)
• 可视化任务限制  (p. 127)

API 设计和 CRUD API
CreateJob 和 UpdateJob API 现在支持一个额外的可选参数，即 codeGenConfiguration节点。若为此字段提
供非空 JSON 结构，将导致为创建的任务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注册 DAG，并生成关联代码。任务创建
时此字段的空值或空字符串将被忽略。

codeGenConfiguration节点字段的更新可通过 UpdateJob Amazon Glue API 以类似于以下方式完成 
CreateJob。整个字段应在更改 DAG 的 UpdateJob 位置指定。提供的空值将被忽略，并且不会执行 DAG 更
新。空结构或字符串将导致 codeGenConfiguration节点设置为空，并删除以前的任何 DAG 对象。 GetJob 
API 将返回 DAG（如果存在）。 DeleteJob API 还会删除任何关联的 DAG。

开始使用
要创建任务，请使用 CreateJob 操作。CreateJob请求输入将有一个额外的字段 “codeGenConfiguration节
点”，您可以从中获取并指定 JSON 中的 DAG 对象。

请记住以下事项：

• “节点codeGenConfiguration” 字段是 nodeId 到节点的映射。
• 每个节点都以一个标识其节点类型的键开头。
• 由于节点只能是一种类型，因此只能指定一个键。
• 输入字段包含当前节点的父节点。

以下是 JSON CreateJob表示。

{ 
  "node-1": { 
    "S3CatalogSource": { 
      "Table": "csvFormattedTable", 
      "PartitionPredicate": "", 
      "Name": "S3 bucket", 
      "AdditionalOptions": {}, 
      "Database": "myDatabase" 
    } 
  }, 
  "node-3": { 
    "S3DirectTarg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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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puts": ["node-2"], 
      "PartitionKeys": [], 
      "Compression": "none", 
      "Format": "json", 
      "SchemaChangePolicy": { "EnableUpdateCatalog": false }, 
      "Path": "", 
      "Name": "S3 bucket" 
    } 
  }, 
  "node-2": { 
    "ApplyMapping": { 
      "Inputs": ["node-1"], 
      "Name": "ApplyMapping", 
      "Mapping": [ 
        { 
          "FromType": "long", 
          "ToType": "long", 
          "Dropped": false, 
          "ToKey": "myheader1", 
          "FromPath": ["myheader1"] 
        }, 
        { 
          "FromType": "long", 
          "ToType": "long", 
          "Dropped": false, 
          "ToKey": "myheader2", 
          "FromPath": ["myheader2"] 
        }, 
        { 
          "FromType": "long", 
          "ToType": "long", 
          "Dropped": false, 
          "ToKey": "myheader3", 
          "FromPath": ["myheader3"] 
        } 
      ] 
    } 
  }
}    
             

更新和获取任务

UpdateJob由于 “codeGenConfiguration节点” 字段也包含 “节点” 字段，因此输入格式相同。参见
UpdateJob操作。

该GetJob操作也将以相同的格式返回 “codeGenConfiguration节点” 字段。参见 GetJob操作。

可视化任务限制
由于 “codeGenConfiguration节点” 参数已添加到现有 API 中，因此将继承这些 API 中的任何限制。此外， 
codeGenConfiguration节点和某些节点的大小也将受到限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任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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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笔记本与 Amazon Glue Studio 和 
Amazon Glue 结合使用

数据工程师可以使用 Amazon Glue Studio 中新的交互式笔记本界面或 Amazon Glue 中的交互式会话，从而
比以前更快、更轻松地编写 Amazon Glue 任务。

主题
• 笔记本使用概览 (p. 128)
• 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开启笔记本 (p. 128)

笔记本使用概览
Amazon Glue Studio 允许您在基于 Jupyter 笔记本的笔记本界面中以交互方式编写任务。通过 Amazon Glue 
Studio 中的笔记本，您可以在无需运行完整任务的情况下编辑任务脚本并查看输出；您可以在无需运行完
整任务的情况下编辑数据集成代码并查看输出；您还可以添加标记并将笔记本保存为 .ipynb 文件和任务脚
本。您可以在无需本地安装软件或管理服务器的情况下开启笔记本。当您对代码感到满意时，只需点击按
钮，Amazon Glue Studio就可以将笔记本转换为 Glue 任务。

使用笔记本的一些益处包括：

• 没有要预置或管理的集群
• 没有要付费的空闲集群
• 无需预先配置
• 无需安装 Jupyter 笔记本
• 与 Amazon Glue ETL 相同的运行时/平台

当您通过 Amazon Glue Studio 开启笔记本时，所有配置步骤都已为您完成，让您在几秒钟后即可浏览数据
并开始开发任务脚本。Amazon Glue Studio 使用 Amazon Glue Jupyter 内核配置 Jupyter notebook。使用此
笔记本无需配置 VPC、网络连接或开发端点。

要使用笔记本界面创建任务，请执行以下操作：

• 配置必要的 IAM 权限。
• 开启笔记本会话，创建任务
• 在笔记本的单元格中写代码
• 运行并测试代码，查看输出
• 保存任务

保存笔记本后，笔记本即为完整 Amazon Glue 任务。您可以管理任务的所有方面，例如调度任务运行、设置
任务参数以及查看笔记本的任务运行历史记录。

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开启笔记本
当您通过 Amazon Glue Studio 开启笔记本时，所有配置步骤都已为您完成，让您在几秒钟后即可浏览数据
并开始开发任务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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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各部分介绍如何使用 Amazon Glue Studio 为 ETL 任务创建笔记本。

主题
• 为 IAM 角色授予权限 (p. 129)
• 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使用笔记本创建 ETL 任务 (p. 130)
• 笔记本编辑器组件 (p. 131)
• 保存笔记本和任务脚本 (p. 131)
• 管理笔记本会话 (p. 132)

为 IAM 角色授予权限
设置 Amazon Glue Studio 是使用笔记本的先决条件。有关为 Amazon Glue Studio 设置角色的更多信息，请
参阅 审核 Amazon Glue Studio 用户需要 IAM 权限 (p. 6)。

用于使用笔记本的角色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 与 Amazon Glue 建立信任关系以进行 sts:AssumeRole 操作，如果您要进行标记操作，则与
sts:TagSession 建立信任关系。

• 包含笔记本、Amazon Glue 和交互式会话的所有 API 操作的 IAM policy。
• 传递角色的 IAM policy，因为该角色需要能够将自己从笔记本传递到交互式会话。

与 Amazon Glue 建立信任关系所需的操作
启动笔记本会话时，您必须将 sts:AssumeRole 添加至传递到笔记本的角色的信任关系中。如果您的会话
包括标签，您也必须传递 sts:TagSession 操作。如果未进行这些操作，则笔记本会话无法开启。

包含笔记本 API 操作的策略
以下示例策略描述了笔记本所需的 Amazon IAM 权限。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glue:StartNotebook", 
                "glue:TerminateNotebook", 
                "glue:GlueNotebookRefreshCredentials", 
                "glue:DeregisterDataPreview", 
                "glue:GetNotebookInstanceStatus", 
                "glue:GlueNotebookAuthorize" 
            ], 
            "Resource": "*" 
        } 
    ]
}

您可以使用以下 IAM 策略允许访问特定资源：

• AwsGlueSessionUserRestrictedNotebookService角色：提供对除会话外所有Amazon Glue资源的完全
访问权限。允许用户仅创建和使用与用户关联的笔记本会话。此策略还包括由 Amazon Glue 管理其他 
Amazon 服务中的 Amazon Glue 资源所需的其他权限。

• AwsGlueSessionUserRestrictedNotebookPolicy：提供允许用户仅创建和使用与用户关联的笔记本会话的
权限。此策略还包括明确允许用户传递受限 Amazon Glue 会话角色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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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角色的 IAM policy
当您创建具有角色的笔记本时，该角色将传递至交互式会话，以便同一角色可以在两个位置使用。因
此，iam:PassRole 权限需要成为角色策略的一部分。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iam:PassRole", 
            "Resource": "arn:aws:iam::090000000210:role/<role_name>" 
        } 
    ]
} 
   

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使用笔记本创建 ETL 任务
在 Amazon Glue Studio 控制台中开启使用笔记本

1. 按照 为 Amazon Glue Studio 设置 IAM 权限 (p. 10) 中的说明，将 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策略附上 Amazon Glue Studio 用户并为 ETL 任务和笔记本创建 IAM 角色。

2. 按照 为 IAM 角色授予权限 (p. 129) 中的描述，为笔记本配置额外的 IAM 安全措施
3. 请访问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gluestudio/ 打开 Amazon Glue Studio 控制台。

Note

请确保您的浏览器不会阻止第三方 Cookie。浏览器的默认设置，或用户启用的设置阻止第三方 
Cookie 时，都将阻止笔记本启动。有关管理 Cookie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 Chrome
• Firefox
• Safari

4. 选择左侧导航菜单中的 Jobs（任务）链接。
5. 选择 Jupyter notebook（Jupyter 笔记本），然后选择 Create（创建）以开启新的笔记本会话。
6. 在 Create job in Jupyter notebook（在 Jupyter 笔记本中创建任务）页面上，提供任务名称并选择要使

用的 IAM 角色。请选择 Create job (创建任务)。

等待很短一段时间后，将出现笔记本编辑器。
7. 添加代码后，您必须执行单元格才能初始化会话。有多种方法可以执行单元格：

• 按下播放按钮。
• 使用键盘快捷键：

• 在 MacOS 上，Command 键 + Enter 键以运行单元格。
• 在 Windows 上，Shift 键 + Enter 键以运行单元格。

有关使用 Jupyter notebook 界面编写代码的信息，请参阅 Jupyter notebook 用户文档 。
8. 要测试脚本，请运行整个脚本或单个单元格。任何命令输出都将显示在单元格下方的区域中。
9. 完成笔记本开发后，您可以保存任务，然后运行。您可以在 Script（脚本）选项卡中找到脚本。您

添加到笔记本的任意魔术都将被删除，并且不会被保存为所生成 Amazon Glue 任务的脚本的一部
分。Amazon Glue Studio 会自动将 job.commit() 添加到从笔记本内容生成的脚本的末尾。

有关运行任务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启动任务运行 (p.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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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本编辑器组件
笔记本编辑器界面有以下主要部分。

• 笔记本界面（主面板）和工具栏
• 任务编辑选项卡

笔记本编辑器
Amazon Glue Studio 笔记本编辑器基于 Jupyter notebook 应用程序。Amazon Glue Studio 笔记本界面与 
Juypter Notebooks 提供的界面类似，笔记本用户界面一节对此进行了描述。交互式会话使用的笔记本是 
Jupyter notebook。

尽管 Amazon Glue Studio 笔记本与 Juptyer Notebooks 相似，但在几个关键方面有所不同：

• 目前，Amazon Glue Studio 笔记本无法安装扩展
• 不能使用多个选项卡；任务和笔记本之间存在一一对应关系
• Amazon Glue Studio 笔记本没有与 Jupyter 笔记本相同的顶部文件菜单
• 目前，Amazon Glue Studio 笔记本只能运行 Amazon Glue 内核。请注意，您不能自行更新内核。

Amazon Glue Studio 任务编辑选项卡
用于与 ETL 任务交互的选项卡位于笔记本页面的顶部。这些选项卡类似于 Amazon Glue Studio 的可视化任
务编辑器中显示的选项卡，并且执行的操作也相同。

• Notebook（笔记本）– 使用此选项卡可使用笔记本界面查看任务脚本。
• Job details（任务详细信息）– 配置任务运行的环境和属性。
• Runs（运行）– 查看有关此任务以前运行的信息。
• Schedules（调度）– 配置在特定时间运行任务的调度表。

保存笔记本和任务脚本
您可以随时保存笔记本和正在创建的任务脚本。只需选择右上角的 Save（保存）按钮，就像使用可视化编辑
器或脚本编辑器一样。

当您选择 Save（保存）时，笔记本文件将保存在默认位置：

• 默认情况下，任务脚本将保存到 Job Details（任务详细信息）选项卡中指示的 Amazon S3 位置，该选项
卡位于任务详细信息属性 Script path（脚本路径）中的 Advanced properties（高级属性）下。任务脚本将
保存在名为 Scripts 的子文件夹中。

• 默认情况下，笔记本文件 (.ipynb) 将保存到 Job Details（任务详细信息）选项卡中指示的 Amazon S3 
位置，该选项卡位于任务详细信息 Script path（脚本路径）中的 Advanced properties（高级属性）下。笔
记本文件将保存在名为 Notebooks 的子文件夹中。

Note

保存任务时，任务脚本仅包含笔记本中的代码单元格。任务脚本中不包括 Markdown 单元格和魔术
命令。但是，.ipynb 文件将包含任何 Markdown 和魔术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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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任务后，可以使用在笔记本中创建的脚本运行任务。

管理笔记本会话
Amazon Glue Studio 中的笔记本基于 Amazon Glue 的交互式会话功能。使用交互式会话需要成本。为了帮
助管理成本，您可以监控为您的账户创建的会话，并为所有会话配置原定设置。

更改所有笔记本会话的原定设置超时
默认情况下，如果预置的 Amazon Glue Studio 笔记本已启动且未执行任何单元格，则笔记本将在 12 小时后
超时。没有与之相关的成本，且超时不可配置。

执行单元格后，将启动一个交互式会话。此会话的默认超时时间为 48 小时。通过在执行单元格前传递
%idle_timeout 魔术命令，可以配置此超时。

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修改笔记本的原定设置会话超时

1. 在笔记本中，在单元格中输入 %idle_timeout 魔术命令并以分钟为单位指定超时值。
2. 例如：%idle_timeout 15 会将默认超时更改为 15 分钟。如果 15 分钟内未使用会话，则会话将自动

停止。

安装其他 Python 模块
如果要使用 pip 将其他模块安装到会话中，可以使用 %additional_python_modules 将其添加到会话
中：

%additional_python_modules awswrangler, s3://mybucket/mymodule.whl 
         

additional_python_modules 的所有参数都将传递给 pip3 install -m <>

有关可用 Pththththhthth ththththtAmazon Glue hth

更改 Amazon Glue 配置
您可以使用魔术来控制 Amazon Glue 任务配置值。如果要更改任务配置值，您必须在笔记本中使用正确的魔
法。

Amazon Glue 支持各种工件类型。可以使用 %worker_type 设置工件类型。例如：%worker_type G.2X
。原定设置为 G.1X。

您还可以使用 %number_of_workers 指定工件数量。例如，要指定 40 个工件：%number_of_workers 
40。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定义任务属性

停止笔记本会话
要停止笔记本会话，请使用魔术命令 %stop_session。

如果您在 Amazon 控制台中离开笔记本，您将收到一条警告消息，您可以在其中选择停止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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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程：使用 Amazon Glue Connector 
for Elasticsearch

Elasticsearch 是一个流行的开源搜索和分析引擎，其用例包括日志分析、实时应用程序监控和点击流分析
等。您可以通过 OpenSearch 在中配置 Elasticsearch 的Amazon Glue连接器Amazon Glue Studio。此连接
器在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中免费提供。

Note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Elasticsearch Spark Connector 已被弃用。请改用 Amazon 
Glue Connector for Elasticsearch 。

在本教程中展示如何以最少步骤连接到您的 Amazon Service 连接到您的 Amazon Serv OpenSearch ice 连
接到您的 Amazon Servic

主题
• 先决条件 (p. 133)
• 步骤 1：（可选）为您的 OpenSearch 集群信息创建 Amazon 密钥 (p. 133)
• 步骤 2：订阅连接器 (p. 134)
• 步骤 3：激活 Amazon Glue Studio 并创建连接 (p. 135)
• 步骤 4：为您的 ETL 任务配置 IAM 角色 (p. 135)
• 使用：创建使用：创建使用：创建使用：：创建使用：：：创建使用： OpenSearch ： (p. 136)
• 步骤 6：运行任务 (p. 136)

先决条件
要使用本教程，您必须具备以下内容：

• 对 Amazon Glue Studio 的访问权限
• 访问Amazon云中的 OpenSearch 集群
• 对包含如为 ETL 任务配置 VPC (p. 13)中所述您数据存储的 Amazon VPC 的已配置访问权限。
• 根据审核 ETL 任务所需的 IAM 权限 (p. 9)的已配置权限
• （可选）对 Amazon Secrets Manager 的访问权限。

步骤 1：（可选）为您的 OpenSearch 集群信息创建 
Amazon 密钥

要安全地存储和使用您的连接凭证，请将您的凭证保存在 Amazon Secrets Manager 中。您创建的密
钥将在本教程稍后的连接中使用。凭证键值对将作为普通连接选项注入 Amazon Glue Connector for 
Elasticsearch。

有关创建密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创建和管理密钥 Amazon Secrets Manager 于 《Amazon Secrets 
Manager 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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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Amazon 密钥

1. 登录到 Amazon Secrets Manager 控制台。
2. 在服务介绍页面或密钥列表页面上，选择 Store a new secret (存储新密钥)。
3. 在 Store a new secret（存储新密钥）页上，选择 Other type of secret（其他密钥类型）。此选项意味

着您必须提供您的密钥的结构和详细信息。
4. 为 OpenSearch 集群用户名添加密钥和值对。例如：

es.net.http.auth.user：username（用户名）
5. 选择 + Add row（+ 添加行），然后为密码输入另一个键/值对。例如：

es.net.http.auth.pass：password
6. 选择 Next（下一步）。
7. 输入密钥名称。例如：my-es-secret。您可以选择性地添加描述。

记录本教程稍后使用的密钥名称，然后选择 Next（下一步）。
8. 再次选择 Next（下一步），然后选择 Store（存储）创建密钥。

下一步
步骤 2：订阅连接器 (p. 134)

步骤 2：订阅连接器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中免费提供 Amazon Glue Connector for Elasticsearch。

在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中订阅 Amazon Glue Connector for Elasticsearch

1. 如果您尚未配置 Amazon 账户使用 License Manager，请执行以下操作：

a.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license-manager 打开Amazon License Manager主机。
b. 选择 Create customer managed license (创建客户托管式许可证)。
c. 在 IAM permissions (one-time setup) (IAM 权限 (一次性设置)) 窗口中，选择 I grant Amazon 

License Manager the required permissions (我为 Amazon License Manager 授予所需的权限)，然
后选择 Grant permissions (授予权限)。

如果未看到此窗口，则表示您已配置所需的权限。
2. 请访问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gluestudio/ 打开 Amazon Glue Studio 控制台。
3. 在 Amazon Glue Studio 控制台，展开菜单图标（ ），然后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Connectors (连接器)。
4. 在 Connectors (连接器) 页面上，选择 Go to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转到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5. 在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的 Search Amazon Glue Studio products（搜索产品）部分中，

在搜索字段中输入 Amazon Glue Connector for Elasticsearch，然后按 Enter 键。
6. 选择连接器的名称，Amazon Glue Connector for Elasticsearch。
7. 在连接器的产品页面上，使用选项卡查看有关连接器的信息。准备好继续使用后，选择 Continue to 

Subscribe (继续订阅)。
8. 查看软件的使用条款。单击 Accept Terms（接受条款）。
9. 订阅过程完成后，您将看到一条通知：“Thank you for subscribing to this product! You can now 

configure your software.”（感谢您订阅此产品！现在您可以配置软件。） 横幅上方将是按钮 Continue 
to Configuration（继续配置）。选择 Continue to Configuration (继续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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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 Configure this software（配置此软件）页面上，选择“Fulfillment”（执行）选项。您可以选择 
Amazon Glue 1.0/2.0 或 Amazon Glue 3.0。然后选择 Continue to Launch（继续启动）。

下一步
步骤 3：激活 Amazon Glue Studio 并创建连接 (p. 135)

步骤 3：激活 Amazon Glue Studio 并创建连接
在您选择 Continue to Launch (继续启动) 后，您可以在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中看到 Launch 
this software (启动此软件) 页面。您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使用链接激活连接器后，创建连接。

要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部署连接器并创建连接

1. 在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控制台的 Launch this software (启动此软件) 页面上，选择
Usage Instructions (使用说明)，然后选择在窗口中显示的链接。

您的浏览器将重新定向到 Amazon Glue Studio 控制台 Create marketplace connection (创建 
Marketplace 连接) 页面。

2. 为连接输入名称。例如：my-es-connection。
3. 在 Connection access (连接访问) 部分，为 Connection credential type (连接凭证类型) 选择 User name 

and password (用户名和密码)。
4. 对于 Amazon secret (Amazon 密钥)，输入您的密钥名称。例如：my-es-secret。
5. 在 Network options（网络选项）部分中输入用于连接到您的 VPC 信息连接到 OpenSearch 您的 V
6. 选择 Create connection and activate connector (创建连接并激活连接器)。

下一步
步骤 4：为您的 ETL 任务配置 IAM 角色 (p. 135)

步骤 4：为您的 ETL 任务配置 IAM 角色
在创建 Amazon Glue ETL 任务时，您可以指定 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角色以供
任务使用。角色必须授予对任务使用的所有资源的访问权限，包括 Amazon S3（任何源、目标、脚本、驱动
程序文件和临时目录）以及 Amazon Glue Data Catalog 对象。

Amazon Glue ETL 任务所担任的 IAM 角色还必须具有对在上一部分创建的密钥的访问权限。预设情况
下，亚马逊云科技托管式角色 AWSGlueServiceRole 无法访问该密钥。要设置密钥的访问控制，请参阅
Amazon Secrets Manager 的身份验证和访问控制以及限制对特定密钥的访问。

要为您的 ETL 任务配置 IAM 角色

1. 配置the section called “审核 ETL 任务所需的 IAM 权限” (p. 9)中所述的权限。
2. 配置如the section called “使用连接器所需的权限” (p. 10)中所述的使用 Amazon Glue Studio 连接器时所

需的其他权限。

下一步
使用：创建使用：创建使用：创建使用：：创建使用：：：创建使用： OpenSearch ： (p.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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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使用：：：创建使用： OpenSearch ：

使用：创建使用：创建使用：创建使用：：创建使
用：：：创建使用： OpenSearch ：

为您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为您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Amazon Glue Studio的的 OpenSpark 的连接和连接器 
ElasticSearch。

如果您的任务在 Amazon Virtual Private Cloud（Amazon VPC）中运行，请确保 VPC 配置正确。有关更多
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为 ETL 任务配置 VPC” (p. 13)：

要创建使用 Elasticsearch Spark Connector 的任务

1. 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选择 Connectors（连接器）。
2. 在 Your connections (您的连接) 列表中，选定您刚才创建的连接并选择 Create job (创建任务)。
3. 在可视任务编辑器中，选择数据源节点。在右侧 Data source properties - Connector (数据源属性 – 连接

器) 选项卡上，配置连接器的其他信息。

a. 选择 Add schema (添加架构)，然后输入数据源中的数据集架构。连接不使用存储在数据目录中的
表，这意味着 Amazon Glue Studio 不了解数据架构。您必须手动提供此架构信息。有关如何使用
架构编辑器的说明，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编辑自定义转换节点的架构” (p. 78)。

b. 展开 Connection options (连接选项)。
c. 选择 Add new option (添加新选项)，然后输入尚未在 Amazon 密钥中输入的连接器所需的信息：

• es.nodes: https://<OpenSearch 域终端节点 >
• es.port: 443
• path: test
• es.nodes.wan.only.: true

有关这些连接选项的说明，请参阅：https://www.elastic.co/guide/en/elasticsearch/hadoop/current/ 
configuration.html。

4. 将目标节点添加到如the section called “将节点添加到任务图” (p. 103)和the section called “编辑数据目
标节点” (p. 99)中所述的图表中。

您的数据目标可以是 Amazon S3，也可以使用 Amazon Glue Data Catalog 或连接器的信息将数据写入
其他位置。例如，您可以使用数据目录表将数据库写入 Amazon RDS，也可以将连接器用作数据目标来
写入 Amazon Glue 中不支持的数据存储。

如果为数据目标选择连接器，则您必须选择为该连接器创建的连接。此外，如果连接器提供程序需要，
则您必须添加选项以向连接器提供其他信息。如果您使用包含 Amazon 密钥信息的连接，则无需在连接
选项中提供用户名和密码身份验证。

5. （可选）添加如the section called “编辑 Amazon Glue 托管数据转换节点” (p. 51)中所述的其他数据源和
一个或多个转换节点。

6. 从步骤 3 开始，配置如the section called “修改任务属性” (p. 146)中所述的任务属性，然后保存任务。

下一步
步骤 6：运行任务 (p. 136)

步骤 6：运行任务
保存任务后，您可以运行任务来执行 ETL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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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您为 Amazon Glue Connector for Elasticsearch 创建的任务

1. 使用 Amazon Glue Studio 控制台，在可视编辑器页面上，选择 Run (运行)。
2. 在成功横幅中，选择 Run Details (运行详细信息)，也可以选择可视化编辑器的 Runs (运行) 选项卡查看

有关任务运行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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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 Amazon Glue Studio 中的 ETL 
作业

监控是保持 Amazon Glue 和 Amazon Glue Studio 中所用 ETL 任务的可靠性、可用性及其性能的重要环
节。您应从 Amazon 解决方案的所有部分收集监控数据，以便更轻松地调试出现的多点故障。

主题
• 访问任务监控控制面板 (p. 138)
• 任务监控控制面板概览 (p. 138)
• 任务运行视图 (p. 138)
• 查看任务运行日志 (p. 140)
• 查看任务运行的详细信息 (p. 140)
• 查看任务运行的 Amazon CloudWatch 指标 (p. 141)

访问任务监控控制面板
您可以在 Amazon Glue Studio 导航窗格中选择 Monitoring (监控) 链接，从而访问任务监控控制面板。

任务监控控制面板概览
任务监控控制面板提供任务运行的总体摘要，以及状态 Running (正在运行)、Canceled (已取消)、Success 
(成功) 或者 Failed (失败)。其他磁贴提供总体任务运行成功率、任务的预估 DPU 使用率，以及按任务类型、
工件类型和天细分的任务状态计数。

磁贴中的图形是交互式。您可以选择图形中的任意数据块来运行筛选条件，仅显示页面底部 Job runs (任务
运行) 表中的任务。

您可以使用 Date range (日期范围) 选择器更改此页面上显示的信息的日期范围。更改日期范围时，信息磁贴
会进行调整，显示代表当前日期之前指定天数的值。如果您从日期范围选择器中选择 Custom (自定义)，您
还可以使用特定日期范围。

任务运行视图
Job runs (任务运行) 资源列表显示符合指定日期范围和筛选条件的任务。

您可以根据其他条件（如状态、工件类型、任务类型和任务名称）筛选任务。在表格顶部的筛选条件框中，
您可以输入要用作筛选条件的文本。当您输入文本时，将使用包含匹配文本的行更新表结果。

您可以从任务监控控制面板上的图形中选择元素，查看任务的子集。例如，如果您选择 Job runs summary 
(任务运行摘要) 磁贴中正在运行的任务的数量，则 Job runs (任务运行) 列表仅显示当前状态为 Running 的
任务。如果您选择 Worker type breakdown (工件类型细分) 条形图，则 Job runs (任务运行) 列表中仅显示具
有匹配工件类型和状态的任务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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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 runs (任务运行) 资源列表显示任务运行的详细信息。可以通过选择列标题对表中的行进行排序。此表包
含以下信息：

属性 描述

任务名称 任务名称

类型 任务环境的类型：

• Glue ETL：在由 Amazon Glue 管理的 Apache 
Spark 环境中运行。

• Glue Streaming：在 Apache Spark 环境中运行，
并在数据流上执行 ETL。

• Python Shell：以 Shell 运行 Python 脚本

开始时间 此任务运行的启动日期和时间。

结束时间 此任务运行的完成日期和时间。

运行状态 任务运行的当前状态。值可以是：

• STARTING
• RUNNING
• STOPPING
• STOPPED
• SUCCEEDED
• FAILED
• TIMEOUT

运行时间 任务运行使用资源的时间长度（以秒为单位）。

容量 此任务运行时可分配的 Amazon Glue 数据处理单元
（DPU）的最大数量。有关容量规划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Amazon Glue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 DPU 
容量规划监控。

工作线程类型 任务运行时分配的预定义工件的类型。值可以是
G.1X 或者 G.2X。

• G.1X – 当您选择这种类型时，您还提供了
Number of workers (工件数量) 的值。每个工作
线程映射到 1 个 DPU（4 个 vCPU，16 GB 内
存，64 GB 磁盘），并且每个工作线程提供 1 个
执行器。我们建议内存密集型作业使用该工作线
程类型。这是针对 Amazon Glue 2.0 版或更高版
本任务的默认工件类型。

• G.2X – 当您选择这种类型时，您还提供了
Number of workers (工件数量) 的值。每个工作
线程映射到 2 个 DPU（8 个 vCPU，32 GB 内
存，128 GB 磁盘），并且每个工作线程提供 1 个
执行器。我们建议将此工件类型用于内存密集型
任务和运行机器学习转换的任务。

DPU 小时 任务运行使用的 DPU 的估计数量。DPU 是处理能
力的相对衡量标准。DPU 用于确定任务运行成本。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Glue 价格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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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列表中选择任何任务运行并查看其他信息。选择任务运行，然后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 选择 Actions (操作) 菜单和 View job (查看任务) 选项，在可视化编辑器中查看任务。
• 选择 Actions (操作) 菜单和 Stop run (停止运行) 选项，停止任务的当前运行。
• 选择 “查看日 CloudWatch 志” 按钮以查看该作业的作业运行日志。
• 选择 View run details (查看运行详细信息)，查看任务运行详细信息页面。

查看任务运行日志
您可通过多种方式查看任务日志：

• 在监控页面的Jo b 运行表中，选择作业运行，然后选择查看 CloudWatch 日志。
• 在可视化任务编辑器中，在任务的 Runs (运行) 选项卡上，选择超链接以查看日志：

• Logs (日志) – 链接到为任务运行启用连续日志记录时写入的 Apache Spark 任务日志。当您选择此链
接时，它会将您转到 /aws-glue/jobs/logs-v2 日志组中的 Amazon CloudWatch 日志。默认情
况下，日志会排除无用的 Apache Hadoop YARN 检测信号和 Apache Spark 驱动程序或执行程序日
志消息。有关连续日志记录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的《Amazon Glue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连续日志记录 
Amazon Glue 任务。

• Error logs (错误日志) – 链接到写入此任务运行的 stderr 的日志。当您选择此链接时，它会将您转到 /
aws-glue/jobs/error 日志组中的 Amazon CloudWatch 日志。您可以使用这些日志查看有关任务
运行期间遇到的错误的详细信息。

• Output logs (输出日志) – 链接到写入此任务运行的 stdout 的日志。当您选择此链接时，它会将您转到
/aws-glue/jobs/output 日志组中的 Amazon CloudWatch 日志。您可以使用这些日志，查看有关
在 Amazon Glue Data Catalog 中创建的表和遇到的错误的详细信息。

查看任务运行的详细信息
您可以在 Monitoring (监控) 页面上的 Job runs (任务运行) 列表中选择任务，然后选择 View run details (查看
运行详细信息)，查看该任务运行的详细信息。

任务运行详细信息页面上显示的信息包括：

属性 描述

任务名称 任务名称

运行状态 任务运行的当前状态。值可以是：

• STARTING
• RUNNING
• STOPPING
• STOPPED
• SUCCEEDED
• FAILED
• TIMEOUT

Glue 版本 任务运行使用的 Amazon Glue 版本

最近的尝试 此任务运行的自动重试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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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描述

开始时间 此任务运行的启动日期和时间

结束时间 此任务运行的完成日期和时间

开始时间 准备运行任务运行所花费的时间

执行时间 运行任务脚本花费的时间

触发器名称 与任务关联的触发器的名称

上次修改日期 上次修改任务的日期

安全配置 任务的安全配置，包括 Amazon S3 加密、 
CloudWatch 加密和任务书签加密设置

Timeout 任务运行超时阈值

已分配容量 此任务运行时可分配的 Amazon Glue 数据处理单元
（DPU）的最大数量。有关容量规划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Amazon Glue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 DPU 
容量规划监控。

最大容量 任务运行可用的最大容量。

工作线程数 任务运行所用的工件数

工作线程类型 为任务运行分配的预定义工件的类型。值可以是
G.1X 或者 G.2X。

• G.1X – 当您选择这种类型时，您还提供了
Number of workers (工件数量) 的值。每个工作
线程映射到 1 个 DPU（4 个 vCPU，16 GB 内
存，64 GB 磁盘），并且每个工作线程提供 1 个
执行器。我们建议内存密集型作业使用该工作线
程类型。这是针对 Amazon Glue 2.0 版或更高版
本任务的默认工件类型。

• G.2X – 当您选择这种类型时，您还提供了
Number of workers (工件数量) 的值。每个工作
线程映射到 2 个 DPU（8 个 vCPU，32 GB 内
存，128 GB 磁盘），并且每个工作线程提供 1 个
执行器。我们建议将此工件类型用于内存密集型
任务和运行机器学习转换的任务。

日志 指向连续日志记录（/aws-glue/jobs/logs-
v2）的任务日志链接

输出日志 指向任务输出日志文件（/aws-glue/jobs/
output）的链接

错误日志 指向任务错误日志文件（/aws-glue/jobs/
error）的链接

查看任务运行的 Amazon CloudWatch 指标
在任务运行的详细信息页面上的 Run details (运行详细信息) 部分下面，您可以查看任务指标。Amazon Glue 
Studio 将任务指标发送到 Amazon CloudWatch，用于每次任务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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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Glue 每 30 秒将指标报告到 Amazon CloudWatch Amazon Glue 指标表示先前报告的值的增量值。
在适当时，指标控制面板会聚合（合计）30 秒值以获取整个最后一分钟的值。但是，Amazon Glue 传递给 
Amazon CloudWatch 的 Apache Spark 指标通常是表示在报告它们时的当前状态的绝对值。

Note

您必须配置您的账户才能访问 Amazon CloudWatch，如Amazon CloudWatch 权限 (p. 9)中所述。

指标提供有关任务运行的信息，例如：

• ETL Data Movement (ETL 数据移动) – 从 Amazon S3 中读取或向其中写入的字节数。
• Memory Profile: Heap used (内存配置文件：使用的堆) – Java 虚拟机（JVM）堆使用的内存字节数。
• Memory Profile: heap usage (内存配置文件：堆使用情况) – JVM 堆使用的内存所占的比例（比例：0–

1）。
• CPU Load (CPU 负载) – 使用的 CPU 系统负载所占的比例（比例：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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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mazon Glue Studio 管理 ETL 
任务

您可以使用 Amazon Glue Studio 中的简单图形界面，管理您的 ETL 任务。使用导航菜单，选择 Jobs (任务)
查看 Jobs (任务) 页面。在此页面上，您可以看到您使用 Amazon Glue Studio 或 Amazon Glue 控制台创建
的所有任务。您可以在此页面上查看、管理和运行您的任务。

在此页面上，您还可以执行以下任务：
• 启动任务运行 (p. 143)
• 计划任务运行 (p. 143)
• 管理任务计划 (p. 144)
• 停止任务运行 (p. 145)
• 查看您的作业 (p. 145)
• 查看最近任务运行的信息 (p. 145)
• 查看任务脚本 (p. 146)
• 修改任务属性 (p. 146)
• 保存任务 (p. 147)
• 克隆任务 (p. 149)
• 删除任务 (p. 149)

启动任务运行
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您可以按需运行您的任务。任务可以多次运行，每次您运行任务时，Amazon 
Glue 会收集有关任务活动和绩效的信息。此信息称为任务运行，由任务运行 ID 标识。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启动任务：

• 在 Jobs (任务) 页面上，选择要启动的任务，然后选择 Run job (运行任务) 按钮。
• 如果您在可视化编辑器中查看任务并且任务已保存，则可以选择 Run (运行) 按钮启动任务运行。

有关任务运行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Glue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在 Amazon Glue Glue 控制台上处理
任务。

计划任务运行
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您可以创建计划，让您的任务在特定时间运行。您可以指定约束条件，例如任
务运行次数、它们在一周中的哪几天运行，以及具体在什么时间运行。这些约束基于 cron，与 cron 具有
相同的限制。例如，如果您选择在每月第 31 天运行您的任务，请记住，有些月份没有 31 天。有关 cron 的
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Glue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 Cron 表达式。

按照计划运行任务

1. 使用以下某种方法创建任务计划：

• 在 Jobs (任务) 页面上，选择要为其创建计划的任务，选择 Actions (操作)，然后选择 Schedule job 
(计划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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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在可视化编辑器中查看任务并且任务已保存，则选择 Schedules (计划) 选项卡。然后，选择
Create Schedule (创建计划)。

2. 在 Schedule job run (计划任务运行) 页面上，输入以下信息：

• Name (名称)：输入您的任务计划的名称。
• Frequency (频率)：输入任务计划的频率。您可以选择以下选项：

• Hourly (每小时)：任务将每小时运行一次，从特定的分钟开始。您可以指定任务运行小时的具体
Minute (分钟)。默认情况下，当您选择每小时时，任务将在小时之初（分钟 0）开始运行。

• Daily (每天)：任务将每天运行，从某个时间开始。您可以指定任务运行小时的具体 Minute (分钟)
以及任务的 Start hour (开始小时)。小时使用 23 小时制时钟指定，其中您使用数字 13 到 23 表示下
午小时。分钟和小时的默认值为 0，这意味着如果您选择 Daily (每天)，则默认情况下，任务将在午
夜运行。

• Weekly (每周)：任务将在每周的一天或多天内运行。除前面针对“Daily (每天)”介绍的相同设置外，
您还可以选择任务运行的具体周时间。您可以选择一天或多天。

• Monthly (每月)：任务将在每月的特定日期运行。除前面针对“Daily (每天)”介绍的相同设置外，您还
可以选择任务运行的具体日期。将日期指定为 1 到 31 之间的数值。如果您选择一个月中不存在的
日期，例如 2 月 30 日，则任务在该月不会运行。

• 自定义：使用 cron 语法输入任务计划的表达式。Cron 表达式允许您创建更复杂的计划，例如每月
的最后一天（而不是该月的特定日期），或者每三个月的第 7 天和第 21 天。

请参阅《Amazon Glue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 Cron 表达式
• Description (描述)：您可以有选择地为任务计划输入描述。如果您计划为多项任务使用相同的计划，

则描述有助于更轻松地确定任务计划的用途。
3. 选择 Create schedule (创建计划)，保存任务计划。
4. 创建计划后，控制台页面的顶部会显示一条成功消息。您可以选择此横幅中的 Job details (任务详细信

息)，查看任务详细信息。这样将打开可视化任务编辑器页面，其中 Schedules (计划) 选项卡处于选中状
态。

管理任务计划
为任务创建计划后，您可以在可视化编辑器中打开任务，然后选择 Schedules (任务) 选项卡以管理计划。

在可视化编辑器的 Schedules (计划) 选项卡，您可以执行以下任务：

• 创建新计划

选择 Create schedule (创建计划)，然后输入计划的信息，如 the section called “计划任务运行” (p. 143)
中所述。

• 编辑现有计划。

选择要编辑的计划，然后依次选择 Action (操作)、Edit schedule (编辑计划)。当您选择编辑现有计划
时，Frequency (频率) 显示为 Custom (自定义)，并且计划显示为 cron 表达式。您可以修改 cron 表达
式，也可以使用 Frequency (频率) 按钮指定新计划。完成更改后，选择 Update schedule (更新计划)。

• 暂停活动计划。

选择活动计划，然后依次选择 Action (操作)、Pause schedule (暂停计划)。计划会立即停用。选择刷新
（重新加载）按钮，查看更新的任务计划状态。

• 恢复暂停的计划。

选择停用计划，然后依次选择 Action (操作)、Resume schedule (恢复计划)。计划会立即激活。选择刷新
（重新加载）按钮，查看更新的任务计划状态。

• 删除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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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要删除的计划，然后依次选择 Action (操作)、Delete schedule (删除计划)。计划会立即删除。选择刷
新（重新加载）按钮，查看更新的任务计划列表。该计划将显示 Deleting (删除) 状态，直到它完全删除。

停止任务运行
您可以在任务完成任务运行之前将其停止。如果您知道任务未正确配置，或者任务花费太长时间而未完成，
则可以选择此选项。

在 Monitoring (监控) 页面中的 Job runs (任务运行) 列表中，选择要停止的任务，然后依次选择 Actions (操
作)、Stop run (停止运行)。

查看您的作业
您可以在 Jobs (任务) 页面查看您的所有任务。您可以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Jobs (任务) 以访问此页面。

在 Jobs (任务) 页面上，您可以查看账户中创建的所有任务。Your jobs (您的任务) 列表会显示任务名称、类
型、上次任务运行的状态，以及任务创建和上次修改的日期。您可以选择任务名称，查看相关任务的详细信
息。

您还可以使用监控控制面板查看所有任务。您可以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Monitoring (监控) 以访问控制面板。有
关控制面板使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监控 Amazon Glue Studio 中的 ETL 作业 (p. 138)。

自定义任务显示
您可以在 Jobs (任务) 页面的 Your jobs (您的任务) 部分中自定义任务的显示方式。此外，您可以在搜索文本
字段中输入文本，以便仅显示名称包含该文本的任务。

如果选择 Your jobs (您的任务) 部分中的设置图标 ，您可以自定义 Amazon Glue Studio 显示表中信息的
方式。您可以选择在显示中将文本换行，更改页面上显示的任务数，以及指定要显示的列。

查看最近任务运行的信息
在源位置添加新数据时，任务可以多次运行。每次运行任务时，都会为任务运行分配唯一 ID，并收集有关该
任务运行的信息。您可以使用以下方法查看此类信息：

• 选择可视化编辑器的 Runs (运行) 选项卡，查看当前显示的任务的任务运行信息。

在 Runs (运行) 选项卡（Recent job runs (最近任务运行) 页面）上，每次任务运行都有一张卡。Runs (运
行) 选项卡上显示的信息包括：
• 任务运行 ID
• 此任务的尝试运行次数
• 任务运行的状态
• 任务运行的开始和结束时间
• 任务运行的运行时
• 指向任务日志文件的链接
• 指向任务日志文件的链接
• 失败任务返回的错误

•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Monitoring (监控)。向下滚动到 Job runs (任务运行) 列表。选择任务，然后选择
View run details (查看运行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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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Monitoring (监控) 页面访问的任务运行详细信息页面上显示的信息更全面。内容在查看任务运行的详细
信息 (p. 140)中有描述。

有关任务日志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查看任务运行日志 (p. 140)。

查看任务脚本
提供任务中所有节点的信息后，Amazon Glue Studio 会生成任务使用的脚本，用于从源中读取数据、转换数
据以及将数据写入目标位置。如果保存任务，您可以随时查看此脚本。

查看任务生成的脚本

1.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Jobs (任务)。
2. 在 Jobs (任务) 页面中的 Your Jobs (您的任务) 列表中，选择要查看的任务的名称。或者，您可以在列表

中选择一项任务，选择 Actions (操作) 菜单，然后选择 Edit job (编辑任务)。
3. 在可视化编辑器页面上，选择 Script (脚本) 选项卡以查看任务任务脚本。

如果您要编辑任务脚本，请参阅编辑或上载任务脚本 (p. 101)。

修改任务属性
任务图中的节点定义了任务执行的操作，但也可以为任务配置多个属性。这些属性用于确定任务运行环境、
任务使用的资源、阈值设置、安全设置等。

自定义任务运行环境

1.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Jobs (任务)。
2. 在 Jobs (任务) 页面中的 Your Jobs (您的任务) 列表中，选择要查看的任务的名称。
3. 在可视化编辑器页面上，选择任务编辑窗格顶部的 Job details (任务详细信息)。
4. 根据需要修改任务属性。

有关任务属性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Glue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定义任务属性。
5. 如果您需要指定以下附加任务属性，则展开 Advanced properties (高级属性) 部分：

• Script filename (脚本文件名) – 在 Amazon S3 中存储任务脚本的文件的名称。
• Script path (脚本路径) – 任务脚本的 Amazon S3 存储位置。
• Job metrics (任务指标) –（不适用于 Python Shell 任务）当此任务运行时启用 Amazon CloudWatch 

指标创建。
• Continuous logging (连续日志记录) —（不适用于 Python Shell 任务）打开 thon Shell 任务的连续日

志记录，以便在任务完成之前可以查看日志 CloudWatch
• Spark UI 和 Spark UI logs path (Spark UI 日志路径) –（不适用于 Python Shell 任务）使用 Spark UI 

监控此任务，并指定 Spark UI 日志的位置。
• Maximum concurrency (最大并发) – 设置此任务业允许的并发运行的最大数量。
• Temporary path (临时路径) – 在 Amazon S3 中提供工作目录的位置，以便当 Amazon Glue 运行脚本

时在该位置写入临时中间结果。
• Delay notification threshold (minutes) (延迟通知阈值（分钟）) – 指定任务的延迟阈值。如果任务运行

时间长于阈值指定的时间，则Amazon Glue将任务的延迟通知发送给 CloudWatch
• Security configuration (安全配置) 和 Server-side encryption (服务器端加密) – 使用这些字段选择任务

的加密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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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 Glue Data Catalog as the Hive metastore (使用 Glue 数据目录作为 Hive 元存储) – 选择此选项，
如果您要使用 Amazon Glue Data Catalog 作为 Apache 蜂巢元数据仓的替代方案。

• Additional network connection (附加网络连接) – 对于 VPC 中的数据源，您可以指定类型为
Network，确保您的任务通过 VPC 访问您的数据。

• Python library path (Python 库路径)、Dependent jars path (从属 jars 路径)（不适用于 Python Shell 
任务）或 Referenced files path (引用的文件路径) – 使用这些字段指定任务运行脚本时使用的其他文
件的位置。

• Job Parameters (任务参数) – 您可以添加作为命名参数传递给脚本的一组键值对。在 Python 对 
Amazon Glue API 的调用中，最好按名称显式传递参数。有关在任务脚本中使用参数的更多信息，请
参阅《Amazon Glue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在 Amazon Glue 中传递和访问 Python 参数。

• Tags (标签) – 您可以将标签添加到任务，帮助您组织和识别它们。
6. 修改任务属性后，保存任务。

将 Spark 随机播放文件存储在 Amazon S3 上
某些 ETL 任务需要读取和合并来自多个分区的信息，例如，在使用连接转换时。此操作称为随机排序。在
随机排序过程中，数据会写入磁盘并通过网络传输。借助 Amazon Glue 3.0 版，您可以将 Amazon S3 配置
为这些文件的存储位置。Amazon Glue 提供一个随机播放管理器，用于在 Amazon S3 中写入和读取随机文
件。与本地磁盘（或者针对 Amazon EC2 进行了严格优化的 Amazon EBS）相比，从 Amazon S3 写入和读
取随机放置文件的速度较慢（降低 5%-20%）。不过，Amazon S3 提供无限存储容量，因此您不必担心“No 
space left on device”错误运行您的任务。

将您的任务配置为使用 Amazon S3 对文件进行随机排序

1. 在 Jobs (任务) 页面中的 Your Jobs (您的任务) 列表中，选择要修改的任务的名称。
2. 在可视化编辑器页面上，选择任务编辑窗格顶部的 Job details (任务详细信息)。

向下滚动到 Job parameters (任务参数) 部分。
3. 指定以下键/值对。

• --write-shuffle-files-to-s3 — true

这是用于配置 Amazon Glue 中随机排序管理器的主要参数，使用 Amazon S3 存储桶来写入和读取随
机数据。此参数的默认值为 false。

• （可选）--write-shuffle-spills-to-s3 – true

此参数允许您将溢出文件卸载到 Amazon S3 存储桶，从而为Amazon Glue。只有将大量数据溢出到
磁盘的大型工作负载才需要这样做。此参数的默认值为 false。

• （可选）--conf spark.shuffle.glue.s3ShuffleBucket – S3://<shuffle-bucket>

此参数指定在写入临时排序文件时要使用的 Amazon S3 存储桶。如果未设置此参数，则位置是
shuffle-data 文件夹中指定的临时路径（--TempDir）位置。

Note

确保 Shell 存储桶位于任务运行所在的相同 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
此外，随机排序服务不会在任务完成运行后清理文件，因此您应该在 Shell 存储桶位置上配
置 Amazon S3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S3 用户指南》中的对
象生命周期管理。

保存任务
红色 Job has not been saved (尚未保存任务) 标注将显示在 Save (保存) 按钮左侧，直到您保存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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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您的任务

1. 请在 Visual (视觉对象) 和 Job details (任务详细信息) 选项卡中提供所有必需的信息。
2. 选择保存按钮。

保存任务后，“not saved (未保存)”标注将更改为显示上次保存任务的时间和日期。

如果您在退出 Amazon Glue Studio 时未保存您的任务，您下次登录 Amazon Glue Studio 时，会显示通知。
通知指示存在未保存的任务，并询问您是否要恢复。如果选择恢复任务，则可以继续对其进行编辑。

排查保存任务时的错误
如果选择 Save (保存) 按钮，但您的任务缺少了一些必需的信息，那么缺少信息的选项卡上会出现一个红色
标注。标注中的数字表示检测到的缺失字段数。

• 如果可视编辑器中的节点配置不正确，则 Visual (视觉对象) 选项卡显示红色标注，出现错误的节点显示警
告符号 。
1. 选择节点。在节点详细信息面板中，缺少信息或不正确信息所在的选项卡上会显示一个红色标注。
2. 在节点详细信息面板中选择显示红色标注的选项卡，然后找到突出显示的问题字段。字段下面的错误消

息提供了有关问题的其他信息。

• 如果任务属性存在问题，则 Job details (任务详细信息) 选项卡显示红色标注。选择该选项卡并找到突出显
示的问题字段。字段下面的错误消息提供了有关问题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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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隆任务
您可以使用 Clone job (克隆任务) 操作将现有任务复制到新任务。

通过复制现有任务创建新任务

1. 在 Jobs (任务) 页面中的 Your jobs (您的任务) 列表中，选择要复制的任务。
2. 从 Actions (操作) 菜单中，选择 Clone job (克隆任务)。
3. 输入新任务的名称。然后，您可以保存或编辑任务。

删除任务
您可以删除不再需要的任务。您可以在单个操作中删除一个或多个任务。

要从 Amazon Glue Studio 中删除任务

1. 在 Jobs (任务) 页面中的 Your jobs (您的任务) 列表中，选择要删除的任务。
2. 从 Actions (操作) 菜单中选择 Delete job (删除任务)。
3. 验证您要删除任务，方法是输入 delete。

在可视化编辑器中查看任务的 Job details (任务详细信息) 选项卡时，也可以删除保存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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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程：添加 Amazon Glue 爬网程序
对于此 Amazon Glue 场景，需要您分析主要航空公司的抵达数据，从而计算出发机场每月的受欢迎程度。您
拥有以 CSV 格式存储在 Amazon S3 中的 2016 年的航班数据。在转换和分析数据之前，请您先将其元数据
编录在 Amazon Glue Data Catalog 中。

在本教程中，让我们添加一个能够根据 Amazon S3 中的这些飞行日志推断元数据，并且能在您的数据目录
中创建表的爬网程序。

主题
• 先决条件 (p. 150)
• 步骤 1：添加爬网程序 (p. 150)
• 步骤 2：运行爬网程序 (p. 151)
• 步骤 3：查看 Amazon Glue Data Catalog 对象 (p. 151)

先决条件
本教程假定您拥有 Amazon 账户并具有对 Amazon Glue 的访问权限。

步骤 1：添加爬网程序
使用以下步骤配置并运行能够从 Amazon S3 存储的 CSV 文件中提取元数据的爬网程序。

要创建能够读取 Amazon S3 存储的文件的爬网程序

1. 在 Amazon Glue 服务控制台的左侧菜单，选择 Crawlers (爬网程序)。
2. 在爬网程序页面上，选择 Add crawler (添加爬网程序)。这将打开一系列页面，提示您输入爬网程序详细

信息。
3. 在 Crawler name (爬网程序名称) 字段中，输入 Flights Data Crawler，然后选择 Next (下一步)。

爬网程序会调用分类器来推断您的数据架构。预设情况下，本教程使用 CSV 的内置分类器。
4. 对于爬网程序源类型，选择 Data stores (数据存储)，然后选择 Next (下一步)。
5. 现在，让我们将爬网程序指向您的数据。在 Add a data store (添加数据存储) 页面上，选择 Amazon S3 

data store (Amazon S3 数据存储)。本教程不使用连接，因此请将 Connection (连接) 字段留空（如果可
见）。

对于 Crawl data in (对以下位置的数据进行爬网) 选项，选择 Specified path in another account (另一
个账户中的指定路径)。然后，对于 Include path (包含路径)，输入爬网程序可以找到航班数据的路径，
即 s3://crawler-public-us-east-1/flight/2016/csv。输入路径后，此字段的标题将更改为
Include path (包含路径)。选择下一步。

6. 您可以使用单个爬网程序对多个数据存储进行爬网。但是，在本教程中，我们只使用单个数据存储，因
此选择 No (否)，然后选择 Next (下一步)。

7. 爬网程序需要权限才能访问数据存储并在 Amazon Glue Data Catalog 中创建对象。要配置这些权限，
请选择 Create an IAM role (创建 IAM 角色)。IAM 角色名称以 AWSGlueServiceRole- 开头，另外在
字段中，请您输入角色名称的最后一部分。输入 CrawlerTutorial，然后选择 Next (下一步)。

Note

要创建 IAM 角色，您的亚马逊云科技用户必须具有对 CreateRole、CreatePolicy 和
AttachRolePolicy 的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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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导将创建名为 AWSGlueServiceRole-CrawlerTutorial 的 IAM 角色，并为此角色附上 Amazon 
托管式策略 AWSGlueServiceRole，然后添加允许对 Amazon S3 位置 s3://crawler-public-
us-east-1/flight/2016/csv 进行读取访问内联策略。

8. 创建爬网程序计划。对于 Frequency (频率)，选择 Run on demand (按需运行)，然后选择 Next (下一
步)。

9. 爬网程序在数据目录中创建表。数据目录中的数据库包含元数据表。首先，选择 Add database (添加数
据库) 来创建数据库。在弹出窗口中，输入 test-flights-db 作为数据库名称，然后选择 Create (创
建)。

接下来，输入 flights 作为添加到表中的前缀。使用其余选项的原定设置值，然后选择 Next (下一
步)。

10. 验证您在 Add crawler (添加爬网程序) 向导中所做的选择。如果看到任何错误，您可以选择 Back (返
回)，从而返回到之前的页面进行更改。

查看信息后，选择 Finish (完成)，结束创建爬网程序。

步骤 2：运行爬网程序
创建爬网程序后，向导会将您引导至爬网程序视图页面。由于您使用按需计划创建爬网程序，因此将为您提
供运行爬网程序的选项。

要运行爬网程序

1. 此页面顶部附近的横幅会告知您爬网程序已完成创建，并询问您是否要立即运行。选择 Run it now? (现
在运行它？) 来运行爬网程序。

该横幅更改为显示爬网程序的“尝试运行”和“正在运行”消息。爬完程序开始运行后，横幅消失，爬网程序
显示更新，以显示启动状态。一分钟后，您可以单击 Refresh (刷新) 图标来更新表中显示的爬网程序的
状态。

2. 爬网程序完成后，将出现一条描述爬网程序所做更改的新横幅。您可以选择test-flights-db链接来查看数
据目录对象。

步骤 3：查看 Amazon Glue Data Catalog 对象
爬网程序在源位置读取数据并在数据目录中创建表。表是代表您的数据及其架构的元数据定义。数据目录中
的表不包含数据。相反，您可以使用这些表作为任务定义中的源或目标。

要查看爬网程序创建的数据目录对象

1. 在左侧导航窗格中的 Data catalog (数据目录) 下方，选择 Databases (数据库)。在这里，您可以查看爬
网程序创建的 flights-db 数据库。

2. 在左侧导航窗格的 Data catalog (数据目录) 以及 Databases (数据库) 下方，选择 Tables (表)。在这里，
您可以查看爬网程序创建的 flightscsv 表。如果您选择表名称，则可以查看表设置、参数和属性。在
此视图中向下滚动，您可以查看关于表的列和数据类型信息的架构。

3. 如果在表视图页面上选择 View partitions (查看分区)，您可以看到为数据创建的分区。第一列将作为分
区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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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Glue Studio 用户指南的文档
历史记录

下表介绍了每个《Amazon Glue Studio 用户指南》版本中的重要更改。如需对此文档更新的通知，您可以订
阅 RSS 源。

变更 说明 日期

Amazon Glue Studio 现在提供数
据质量 (p. 152)

Amazon Glue Data Quality 根据
您定义的规则评估和监控您的数据
质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Amazon Glue Studio 评估数据质
量。

2022 年 11 月 30 日

Amazon Glue Studio 现在提供自
定义视觉转换 (p. 152)

自定义视觉转换允许客户在团队之
间定义、重用和共享特定于业务的 
ETL 逻辑。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自定义视觉转换。

2022 年 11 月 28 日

Glue Studio 现已在中国可
用 (p. 152)

Amazon Glue Studio 现已在中国
北京和宁夏区域可用。

2021 年 10 月 11 日

Amazon Glue Studio 提供笔
记本创作，用于交互式作业编
辑 (p. 152)

笔记本可以帮助您编写和执行代
码、可视化结果和共享见解。通
常，数据科学家使用笔记本来执行
实验和数据探索任务。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使用 notebook。

2021 年 10 月 1 日

现在可以直接访问串流
源 (p. 152)

在可视化编辑器中将数据源添加到 
ETL 任务时，您可以提供信息来
访问数据流，而不必使用数据目录
数据库和表。

2021 年 9 月 30 日

自定义连接器现在可以与数据预
览一起使用 (p. 152)

使用自定义连接器编辑数据源节点
时，可以选择 Dat preview（数据
集预览）选项卡预览数据集。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阅自定义连接器。

2021 年 9 月 24 日

Amazon Glue Studio 支持 
Amazon Glue 版本 3.0 (p. 152)

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创建任
务时，您可以在 Job details (任务
详细信息) 选项卡中将 Glue 3.0 选
择为您的任务版本。如果您没有为 
ETL 任务选择版本，则默认情况
下使用 Glue 2.0。

2021 年 8 月 18 日

Amazon GovCloud (US) 
Region (p. 152)

Amazon Glue Studio 现已在 
Amazon GovCloud (US) Region 
中可用

2021 年 8 月 18 日

Python Shell 编写适用于 Amazon 
Glue Studio (p. 152)

创建新任务时，您现在可以选择
创建 Python Shell 任务。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阅 开启任务创建流
程和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编
辑 Python Shell 任务。

2021 年 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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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脚本上传到 Amazon Glue 
Studio (p. 152)

结合脚本编辑器功能，您可以将
任务脚本上传到 Amazon Glue 
Studio。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启
动任务创建流程和编辑或上载任务
脚本。

2021 年 6 月 14 日

在创建和编辑任务时查看任务的
数据集 (p. 152)

您可以为任务图中的节点使用新
的 Data Preview (数据预览) 选项
卡，以查看由该节点处理的数据示
例。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可视
化任务编辑器中使用数据预览。

2021 年 6 月 7 日

在可视化任务编辑器中指定流式
传输 ETL 任务的设置 (p. 152)

您可以在可视任务编辑器中为流式
传输数据源配置其他连接设置，以
优化流式传输 ETL 任务。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阅使用流式传输数据
源。

2021 年 6 月 4 日

添加了网络连接支持 (p. 152) 如果要访问 VPC 中的数据源，可
以为任务指定网络连接。有关更多
信息，请参阅修改任务属性。

2021 年 5 月 24 日

编辑任务脚本 (p. 152) 您现在可以在任务编辑器中编辑脚
本。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编辑任
务脚本。

2021 年 5 月 24 日

使用 Amazon Glue Studio 控制台
删除任务 (p. 152)

您现在可以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删除任务。要了解如何
操作，请参阅删除任务。

2021 年 5 月 24 日

从 Amazon S3 的子文件夹中的文
件读取数据 (p. 152)

您可以在 Amazon S3 中指定单
个文件夹作为数据源，并使用
Recursive (递归) 选项包含数据源
的所有子文件夹。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将 Amazon S3 中的文件用
作数据源。

2021 年 4 月 30 日

添加了“删除连接器和连接”功
能 (p. 152)

您现在可以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删除连接器和连接。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删除连接器和
连接。

2021 年 4 月 30 日

添加了“填充缺失值转
换” (p. 152)

您可以在数据集中使
用FillMissingValues转换Amazon 
Glue Studio，查找数据集中缺少
值的记录，并添加具有估计值的新
字段。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编辑
数据转换节点。

2021 年 3 月 29 日

提供 SQL 转换 (p. 152) 您可以使用 SQL 转换节点以 SQL 
查询形式编写您自己的转换。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SQL 查询
转换数据。

2021 年 3 月 23 日

JDBC 源节点现在支持任务书签
键 (p. 152)

作业书签可帮助 Amazon Glue 维
护状态信息，并可防止重新处理旧
数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自定义连接器编写任务。

2021 年 3 月 15 日

153

https://docs.amazonaws.cn/glue/latest/ug/creating-jobs-chapter.html#create-jobs-start
https://docs.amazonaws.cn/glue/latest/ug/creating-jobs-chapter.html#create-jobs-start
https://docs.amazonaws.cn/glue/latest/ug/edit-script.html
https://docs.amazonaws.cn/glue/latest/ug/edit-script.html
https://docs.amazonaws.cn/glue/latest/ug/job-editor-features.html#data-previews
https://docs.amazonaws.cn/glue/latest/ug/job-editor-features.html#data-previews
https://docs.amazonaws.cn/glue/latest/ug/edit-jobs-source-streaming.html
https://docs.amazonaws.cn/glue/latest/ug/edit-jobs-source-streaming.html
https://docs.amazonaws.cn/glue/latest/ug/managing-jobs-chapter.html#edit-jobs-properties
https://docs.amazonaws.cn/glue/latest/ug/edit-script.html
https://docs.amazonaws.cn/glue/latest/ug/edit-script.html
https://docs.amazonaws.cn/glue/latest/ug/managing-jobs-chapter.html#delete-jobs
https://docs.amazonaws.cn/glue/latest/ug/edit-jobs-source-s3-files.html
https://docs.amazonaws.cn/glue/latest/ug/edit-jobs-source-s3-files.html
https://docs.amazonaws.cn/glue/latest/ug/connectors-chapter.html#deleting-connectors
https://docs.amazonaws.cn/glue/latest/ug/connectors-chapter.html#deleting-connectors
https://docs.amazonaws.cn/glue/latest/ug/edit-jobs-transforms.html
https://docs.amazonaws.cn/glue/latest/ug/edit-jobs-transforms.html
https://docs.amazonaws.cn/glue/latest/ug/edit-jobs-transforms.html#transforms-sql
https://docs.amazonaws.cn/glue/latest/ug/edit-jobs-transforms.html#transforms-sql
https://docs.amazonaws.cn/glue/latest/ug/connectors-chapter.html#job-authoring-custom-connectors
https://docs.amazonaws.cn/glue/latest/ug/connectors-chapter.html#job-authoring-custom-connectors


Amazon Glue Studio 用户指南

连接器可用于数据目标 (p. 152) 现在支持为数据目标使用自定
义或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连接器。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使用自定义连接器编写
任务。

2021 年 3 月 15 日

新工具栏可用于可视化任务编辑
器 (p. 152)

更简化且功能性更强的工具栏适用
于 Amazon Glue Studio 的可视化
任务编辑器。该功能简化了向图表
添加节点的流程。

2021 年 3 月 8 日

从 Amazon S3 读取数据，而无需
创建数据目录表 (p. 152)

Amazon Glue Studio 现在允许您
直接从 Amazon S3 读取数据，
而无需先在 Amazon Glue Data 
Catalog 中创建表。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编辑数据源节点。

2021 年 2 月 5 日

Amazon Glue Studio 任务现在可
以更新数据目录表 (p. 152)

Amazon Glue Studio 现在支持在
任务运行期间更新 Amazon Glue 
Data Catalog。此功能使您的任务
能够在将新数据写入 Amazon S3 
时轻松保持表的最新状态。这样
的话，您可以立即从与 Amazon 
Glue Data Catalog 兼容的分析服
务获取查询数据。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配置数据目标节点。

2021 年 2 月 5 日

任务计划现在适用于 Amazon 
Glue Studio (p. 152)

您可以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
为任务运行定义基于时间的计划。
您可以使用控制台创建基本计划，
或者使用类似 Unix 的 cron 语法
定义更复杂的计划。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计划任务运行。

2020 年 12 月 21 日

发布了 Amazon Glue 自定义连接
器 (p. 152)

Amazon Glue 自定义连接器允
许您在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中发现和订阅连
接器。我们还发布了 Amazon 
Glue Spark 运行时接口，
用于插入为 Apache Spark 
Datasource、Athena 联合查询和 
JDBC API 构建的连接器。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阅 在 Amazon Glue 
Studio 中使用连接器和连接。

2020 年 12 月 21 日

Amazon Glue 版本 2.0 支持运行
串流 ETL 任务 (p. 152)

Amazon Glue Studio 现在支持使
用 Amazon Glue 版本 2.0 运行串
流 ETL 任务。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 Amazon Glue 开发人员指
南中的在 Amazon Glue 中添加串
流 ETL 任务。

2020 年 11 月 11 日

宣布了 Amazon Glue Studio 的可
用性 (p. 152)

Amazon Glue Studio 提供可视化
界面，简化了为分析准备数据的任
务的创建。本指南的初始版本与 
Amazon Glue Studio 在同一天发
布。

2020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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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词汇表
有关最新Amazon术语，请参阅《Amazon一般参考》中的Amazon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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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属于机器翻译版本。若本译文内容与英语原文存在差异，则一律以英文原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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