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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Amazon Neptune？
Amazon Neptune 是一项快速、可靠且完全托管式的图数据库服务，可帮助您轻松构建和运行适用于高度
互连数据集的应用程序。Neptune 的核心是一个专门打造的高性能图形数据库引擎。此引擎经过优化，
可存储数十亿个关系并以数毫秒的延迟查询图形。Neptune 支持流行的图形查询语言 Apache TinkerPop
Gremlin、W3C 的 SPARQL 和 Neo4j 的 OpencyPher，可让您构建查询，高效地浏览高度互连数据
集。Neptune 支持图形用例，如建议引擎、欺诈检测、知识图形、药物开发和网络安全。
Neptune 具有高可用性，具有只读副本、 point-in-time 恢复、持续备份到 Amazon S3，以及跨可用区的复
制。Neptune 提供了数据安全功能，并支持加密静态数据和传输中的数据。Neptune 是完全托管的，因此，
您再也无需担心数据库管理任务，例如硬件预置、软件修补、设置、配置或备份。
要了解有关使用 Amazon Neptune 的更多信息，我们建议您从以下部分入手：
• 开始使用 Amazon Neptune (p. 21)
• Amazon Neptune 功能的概览 (p. 79)
另外，在您开始设计数据库之前，我们建议您参考 GitHub 知识库Amazon使用图形数据库的参考架构，在其
中您可以了解有关图形数据模型和查询语言选择的信息，并浏览参考部署架构的示例。

关键服务组件
• 主数据库实例 – 支持读取和写入操作，并执行针对集群卷的所有数据修改。每个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均有
一个主数据库实例，负责写入（即，加载或修改）图形数据库内容。
• Neptune 副本— 连接到同一存储卷作为主数据库实例并仅支持读取操作。除主数据库实例之外，每个
Neptune 数据库集群最多可拥有 15 个 Neptune 副本。这样，通过将 Neptune 副本放在单独的可用区中并
分配来自读取客户端的负载，可以实现高可用性。
• 集群卷— Neptune 数据存储在集群卷中，这是专为可靠性和高可用性而设计的。集群卷由跨一个可用区的
数据副本组成Amazon区域。由于您的数据会自动跨可用区复制，因此具有高持久性，数据丢失的可能性
较小。
支持开放图谱 API
Amazon Neptune 支持 Gremlin 和 SPARQL 的开放图形 API。它为图形模型及其查询语言提供了高性能。您
可以选择 Property Graph (PG) 模型及其开源查询语言，或者选择 Apache TinkerPop Gremlin 图遍历语言.
或者，您可以使用 W3C 标准资源描述框架 (RDF) 模型及其标准 SPARQL 查询语言。
高度安全
Neptune 为您的数据库提供了多级安全保护。安全功能包括使用网络隔离Amazon VPC，使用您通过创建和
控制的密钥进行静态加密Amazon Key Management Service(Amazon KMS）. 在加密的 Neptune 实例上，
底层存储中的数据会被加密，位于同一集群中的自动备份、快照和副本也会被加密。
完全托管
有了 Amazon Neptune，您再也无需担心数据库管理任务，例如硬件预置、软件修补、设置、配置或备份。
您可以使用 Neptune 创建可在数毫秒内查询数十亿个关系的先进的交互式图形应用程序。为了提高性能而调
整针对高度互连数据的 SQL 查询既复杂又困难。借助 Neptune，您可以使用流行的图形查询语言 TinkerPop
Gremlin 和 SPARQL 执行强效查询，此类查询易于编写并且能够针对互连数据实现很好的执行效果。此功能
大幅降低代码复杂性，这样您可以快速地创建用于处理关系的应用程序。
Neptune 的设计旨在提供高于 99.9999999999% 的可用性 它通过将数据库引擎与为数据库工作负载构建的
SSD 支持型虚拟化存储层紧密集成，来提高数据库的性能和可用性。Neptune 的存储具有容错能力并能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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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磁盘故障在后台修复，且不会降低数据库的可用性。Neptune 将自动检测数据库崩溃并重新启动，无
需进行崩溃恢复或重新构建数据库缓存。如果整个实例发生故障，Neptune 会自动向最多 15 个只读副本中
的一个进行故障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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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Neptune 的变更和更新
下表介绍了Amazon Neptune 的重要更改。
update-history-change

update-history-description

update-history-date

引擎版本 1.2.0.0 (p. 741)

自 2022-07-21 起, 引擎版本
1.2.0.0 已正式部署。请注意，新
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
的时间。有关此引擎版本的更多
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版本
1.2.0.0.

2022 年 7 月 21 月 21 日

引擎版本
截至 2022-07-21, 引擎版本
2022 年 7 月 21 月 21 日
1.1.1.1.1.1.1.1.1.1.1.1.1.1. (p. 748) 1.1.1.0.R5 已正式部署。请注意，
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
的时间。有关此引擎版本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引擎版
本 1.1.1.1.1.1.1.1.1.1.1.1.1..
引擎版本
截至 2022-06-23, 引擎版本
2022 年 6 月 23 月 23 日
1.1.1.1.1.1.1.1.1.1.1.1.1.1. (p. 749) 1.1.1.0.R4 已正式部署。请注意，
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
的时间。有关此引擎版本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引擎版
本 1.1.1.1.1.1.1.1.1.1.1.1.1..
通过 Python 集成简化图形分析和
机器学习工作流程 (p. 3)

现在，您可以使用简化数据科学和 2022 年 6 月 7 日
机器学习工作流程的开源 Python
集成，对存储在 Amazon Neptune
中的图形数据运行图分析和机器学
习任务。请参阅AmazonNeptune
的 Data Wrangler 文档.

引擎版本
截至 2022-06-07, 引擎版本
2022 年 6 月 7 日
1.1.1.1.1.1.1.1.1.1.1.1.1.1. (p. 751) 1.1.1.0.R3 已普遍部署。请注意，
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
的时间。有关此引擎版本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引擎版
本 1.1.1.1.1.1.1.1.1.1.1.1.1..
有关检测假新闻的博客文
章 (p. 3)

请参阅通过 Amazon Neptune ML 2022 年 5 月 19 日
使用图形机器学习来检测社交媒体
虚假新闻，由 Hasan Shojaei 和
Sarita Joshi 撰写。

维护版本
截至 2022-05-16，引擎版本
2022 年 5 月 16 日
1.0.0.0.0.0.0.0.0.0.0.0.0.62 (p. 753) 1.1.1.0.R2 维护版本已正式部署。
请注意，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
需要几天的时间。有关此引擎版本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
擎引擎版本 1.1.1.1.1.1.1.1.1.1.1..
维护版本
截至2022-05-16年，引擎版本
2022 年 5 月 16 日
1.0.0.0.0.0.0.0.0.0.0.0.0.62 (p. 757) 1.1.0.0.R2维护版本已正式部署。
请注意，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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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几天的时间。有关此引擎版本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
擎引擎版本 1.1.1.1.1.1.1.1.1.1.1..
维护版本
截至2022-05-16年，引擎版
1.0.0.0.0.0.0.0.0.0.0.0.0.0.0.0.6 (p. 760)
本1.0.5.1.R4维护版本已正式
部署。请注意，新版本在每个
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的时间。
有关此引擎版本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Neptune 引擎引擎版本
1.0.1.0.1.0.1.0.1.0.1.1.0..

2022 年 5 月 16 日

维护版本
截至2022-05-16年，引擎版本
2022 年 5 月 16 日
1.0.0.0.0.0.0.0.0.0.0.0.0.0.0.0.6 (p. 765)
1.0.5.0.R5维护版本已正式部署。
请注意，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
需要几天的时间。有关此引擎版本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
擎引擎版本 1.0.5.
关于 OpencyPher 在 Neptune 正
式上市的博客文章 (p. 3)

请参阅宣布正式推出 OpencyPher
对Amazon Neptune 的支持，
由 Navtanay Sinha 和 Dave
Bechberger 撰写。

版本 1.0.0 (p. 745)

从 2022-04-19 开始, 引擎版本
2022 年 4 月 19 日
1.1.1.0 已正式部署。请注意，新
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
的时间。有关此引擎版本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引擎版
本 1.1.1.1.1.1.1..

有关数据沿袭的博客文
章 (p. 3)

请参阅使用为数据湖构建数据
沿袭AmazonGlue、Amazon
Neptune 和 Spline，由
Khoa Nguyen、Krithivasan
Balasubramaniyan 和 Rahul
Shaurya 撰写。

2022 年 4 月 1 日

引擎版本 1.0.0 的升级已重新启
用 (p. 3)

自 2022-02-21 起，升级到引擎版
本 1.1.0.0被暂时禁用。它们现在
已重新启用。

2022 年 3 月 22 日

有关工程公用事业可靠性的博客
文章 (p. 3)

请参阅使用基于云的、基于数据的 2022 年 3 月 22 日
电力系统模型来设计公用事业可靠
性，由 Abhineet Parchure 撰写。

Neptune 在非洲（开普
敦） (p. 3)

Amazon Neptune 现已在非洲（开 2022 年 2 月 24 日
普敦）中可用（af-south-1)。
但是，该区域的 Neptune 控制台
暂时禁用了 Neptune Workbench
笔记本支持。

关于使用 OWL 的模型驱动图形的
博客文章 (p. 3)

请参阅在 Amazon Neptune 中
使用 OWL 的模型驱动图形，由
Mike Havey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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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 Rhizomer 探索语义知识
图的博客文章 (p. 3)

请参阅使用 Amazon Neptune 和
2022 年 2 月 22 日
Rhizomer，在没有 SPARQL 的情
况下探索语义知识图，由罗伯托·
加西亚撰写。

有关绘制公用电网图的博客文
章 (p. 3)

请参阅绘制公用事业网格的图形
2022 年 2 月 18 日
Amazon，由鲍比·威尔逊和约瑟夫
·比尔撰写。

新的 Neptune ML 文本功能编码
选项 (p. 3)

Neptune FastText 和用于训练
的句子 BERT 文本编码。请参
阅FastTextNeptune ML 中的功
能和Neptune ML 中的句子 BERT
功能.

2022 年 2 月 15 日

有关使用 OpenSearch 和
Neptune (p. 3)

请参阅Amazon Neptune 和
Amazon OpenSearch 地理空间
查询服务，由 Ross Gabay 和
Abhilash Vinod 撰写。

2022 年 2 月 1 日

关于使用亚马逊 EKS 和
Neptune 发现金融犯罪的博客文
章 (p. 3)

请参阅使用 Amazon EKS 和图形
数据库发现金融犯罪，由 Severin
Gassauer-Fleissner 和 Zahi Ben
Shabat 撰写。

2022 年 2 月 1 日

Neptune 集群卷现在可以增长到
128 tebibytes (TiB)。 (p. 3)

在除中国和之外的所有受支持区
域 GovCloud，Neptune 集群卷
的大小限制现已从 64 TiB 增加到
128 TiB。这适用于从开始的所
有引擎版本发行版 1.0.2.2. 请参
阅Amazon Neptune 存储页.

2022 年 2 月 1 日

Neptune 全文搜索现在可与所有
版本的 OpenSearch. (p. 3)

请参阅使用亚马逊在Amazon
Neptune 中进行全文搜索
OpenSearch 服务.

2022 年 1 月 28 日

关于使用 Docker 容器部署图形笔
记本的博客文章 (p. 3)

请参阅使用 Docker 容器在上部
署 Graph 笔记本Amazon，由
Ganesh Sawhney 和 Qiang 撰
写。

2022 年 1 月 22 日

引擎版本 1.0.5.1.R3 (p. 761)

截至 2022-01-13, 引擎版本
2022 年 1 月 13 日
1.0.5.1.R3 已普遍部署。请注意，
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
的时间。有关此引擎版本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引擎版
本 1.0.1.0.1.0.1.0.1.0.1.1.0..

关于使用 Neptune ML 的基于图
的推荐系统的博客文章 (p. 3)

请参阅使用 Neptune ML 的基于图 2022 年 1 月 12 日
的推荐系统：社交网络链接预测挑
战的插图，由崔艳伟和威尔·巴德
尔撰写。

有关自动缩放 Neptune 的博客文
章 (p. 3)

请参阅自动扩展您的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以满足工作负
载需求，由 Navtanay Sinha 和
Sudhanshu Gupta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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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交互式图形数据分析和可视
化的博客文章 (p. 3)

请参阅使用 Amazon
Neptune、Amazon Athena 联
合查询和亚马逊构建交互式图形
数据分析和可视化 QuickSight，
由 Sandeep Veldi 和 Abhishek
Mishra 撰写。

2021 年 11 月 24 日

关于使用基于图的深度学习检测
身份欺诈的博客文章 (p. 3)

请参阅Careem 如何使用基于图
的深度学习和 Amazon Neptune
来检测身份欺诈，由凯文·奥布莱
恩、卡姆兰·哈比卜和威尔·巴德尔
撰写。

2021 年 11 月 23 日

版本 1.0.0 (p. 754)

自 2021-11-19 年起, 引擎版本
2021 年 11 月 19 日
1.1.0.0 已正式部署。请注意，新
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
的时间。有关此引擎版本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引擎版
本 1.1.1.1.1.1.1..

关于集中化数据保护和合规性的
博客文章 (p. 3)

请参阅在 Amazon Neptune 中集
中数据保护和合规性Amazon备
份，由 Brian O'Keefe 撰写。

关于打击欺诈和不当付款的博客
文章 (p. 3)

请参阅以联邦支出规模实时打击欺 2021 年 11 月 2 日
诈和不当支付由弗拉迪·罗伊兹曼
和斯宾塞·史密斯撰写。

关于防止虚假账户注册的博客文
章 (p. 3)

请参阅使用亚马逊Fraud Detector 2021 年 10 月 29 日
使用人工智能实时防止虚假账户注
册，由 Anjan Biswas 撰写。

引擎版本 1.0.5.1.R2 (p. 762)

截至2021-10-26年，引擎版本
2021 年 10 月 26 日
1.0.5.1.R2已普遍部署。请注意，
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
的时间。有关此引擎版本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引擎版
本 1.0.1.0.1.0.1.0.1.1.0..

有关以下内容的博客文章
HawkEye 360 使用深度图库预测
船舶风险 (p. 3)

请参阅HawkEye 360 使用深度图 2021 年 10 月 15 日
库和Amazon Neptune 预测船舶风
险作者：蒂姆·帕夫利克、伊恩·阿
维雷斯、丹·福特和高拉夫·雷尔。

引擎版本 1.0.5.1 (p. 758)

截至 2021-10-01，引擎版本
2021 年 10 月 1 日
1.0.5.1 已正式部署。请注意，新
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
的时间。有关此引擎版本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引擎版
本 1.0.51.

有关开发者为何喜欢的博客文章
TinkerPop (p. 3)

请参阅为什么开发者喜欢 Apache
TinkerPop，一个用于图形计算的
开源框架，由布拉德·贝比、开尔
文·劳伦斯和斯蒂芬·马莱特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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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版本 1.0.5.0.R3 (p. 766)

截至2021-09-15年，引擎版本
2021 年 9 月 15 日
1.0.5.0.R3已普遍部署。请注意，
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
的时间。有关此引擎版本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引擎版
本 1.0.63.

关于使用 Amdsen 和 Neptune
构建数据发现解决方案的博客文
章 (p. 3)

请参阅与 Amundsen 和 Amazon
Neptune 一起构建数据发现解决
方案，由彼得·汉森斯和唐·辛普森
撰写。

2021 年 9 月 8 日

Neptune 更新了 stream-poller
以支持非字符串全文搜索查
询 (p. 3)

此版本包括对全文搜索的许多改
进，包括对非字符串属性值的
索引的支持。请参阅非字符串
OpenSearch Amazon Neptune.

2021 年 8 月 23 日

引擎版本 1.0.5.0.R2 (p. 767)

截至 2021-08-16，引擎版本
2021 年 8 月 16 日
1.0.5.0.R2 已普遍部署。请注意，
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
的时间。有关此引擎版本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引擎版
本 1.0.62.

引擎版本 1.0.4.2.R5 (p. 768)

截至2021-08-16年，引擎版本
2021 年 8 月 16 日
1.0.4.2.R5已普遍部署。请注意，
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
的时间。有关此引擎版本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引擎版
本 1.0.2.1.0.2.1.0.2.1.0.2.2..

有关 Neptune 中图存储协议支持
的博客文章 (p. 3)

请参阅引入对 Amazon Neptune
的图形存储协议支持，由克里斯·
史密斯撰写。

有关 Neptune ML 新功能的博客
文章 (p. 3)

请参阅利用 Amazon Neptune ML 2021 年 7 月 30 日
的新功能在图表中发现更多见解，
由 Soji Adeshina 撰写。

关于使用 Neptune ML 更快获得
预测的博客文章 (p. 3)

请参阅利用 Amazon Neptune ML 2021 年 7 月 30 日
更快地预测不断演变的图形数据，
由 Soji Adeshina 撰写。

关于使用 Neptune ML 更轻松、
更快速地学习图形机器的博客文
章 (p. 3)

请参阅使用 Amazon Neptune 机
2021 年 7 月 30 日
器学习更轻松、更快捷的图形机器
学习，由 Soji Adeshina 撰写。

有关 Neptune OpencyPher 支持
的博客文章 (p. 3)

请参阅宣布为Amazon Neptune
推出 OpencyPher：使用
OpencyPher 和 Gremlin 共同构
建更好的图形应用程序，由 Brad
Bebee 撰写。

引擎版本 1.0.5.0 (p. 763)

截至2021-07-27年，引擎版本
2021 年 7 月 27 日
1.0.5.0已正式部署。请注意，新
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
的时间。有关此引擎版本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引擎版
本 1.0.58.
API 版本 202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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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版本 1.0.4.2.R4 (p. 768)

截至 2021-07-23, 引擎版本
2021 年 7 月 23 日
1.0.4.2.R4 已普遍部署。请注意，
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
的时间。有关此引擎版本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引擎版
本 1.0.2.1.0.2.1.0.2.1.0.2.2..

Neptune 在中国（北
京） (p. 3)

Amazon Neptune 现已在中国（北 2021 年 7 月 21 日
京）中可用（cn-north-1)。

引擎版本 1.0.4.2.R3 (p. 769)

截至2021-06-28年，引擎版本
2021 年 6 月 28 日
1.0.4.2.R3已普遍部署。请注意，
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
的时间。有关此引擎版本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引擎版
本 1.0.6R3.

关于 Dream11 如何使用
Neptune 扩展社交网络的博客文
章 (p. 3)

请参阅了解世界上最大的幻想体
育平台 Dream11 如何通过亚马逊
Neptune 和亚马逊扩展社交网络
ElastiCache.

2021 年 6 月 25 日

关于使用 Neptune 将数据转化为
请参阅使用将数据转化为知识
知识的博客文章和 PoolParty 语义 PoolParty 语义套件和Amazon
套件 (p. 3)
Neptune，由 Ioanna Lytra 和
Albin Ahmeti 撰写。

2021 年 6 月 16 日

有关使用 Neptune 探索的博客文
章 UniProt 知识库 (p. 3)

请参阅探索 UniProt 蛋白质知识
库Amazon开放数据和Amazon
Neptune，由 Eric Greene、Rafa
Xu 和 Yuan Shi 撰写。

2021 年 6 月 10 日

关于将 Neptune 用于数据驱动
的风险分析结合使用的博客文
章 (p. 3)

请参阅实地备注：使用亚马逊
Neptune 和亚马逊进行数据驱动
的风险分析 OpenSearch 服务，
由 Adriaan de Jonge 和 Rohit
Satyanarayana 撰写。

2021 年 6 月 10 日

引擎版本 1.0.4.2.R2 (p. 770)

截至 2021-06-01, 引擎版本
2021 年 6 月 1 日
1.0.4.2.R2 已普遍部署。请注意，
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
的时间。有关此引擎版本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引擎版
本 1.0.62.

关于使用 Neptune 可视化你
的博客文章Amazon基础设
施 (p. 3)

请参阅可视化您的
AmazonAmazon Neptune 和
AmazonConfig，由 Rohan
Raizada 和 Amey Dhavle 撰写。

2021 年 5 月 25 日

关于将 Data Lens 与 Neptune 配
合使用配置的博客文章 (p. 3)

请参阅配置Amazon使用 Data
Lens 在 Amazon Neptune 中构建
知识图谱的服务，由罗素·沃特森
撰写。

2021 年 5 月 5 日

关于使用 Data LNeptune 构建知
识图谱的博客文章 (p. 3)

请参阅使用数据镜头在 Amazon
Neptune 中构建知识图谱，由罗
素·沃特森撰写。

2021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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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版本 1.0.1.0、1.0.1.1 和
1.0.1.2 现已弃用 (p. 3)

从现在开始，将不会使用任何这些 2021 年 4 月 26 日
引擎版本或与其相关的任何补丁创
建新的数据库实例。

关于日本经济产业省使用Neptune
的案例研究的英文翻译 (p. 3)

请参阅日本经济产业省为 GbizInfo 2021 年 3 月 31 日
企业信息搜索数据库提供支持
Amazon.

关于将 Neptune 与 Amazon
Comprehend 和 Lex 结合使用的
博客文章 (p. 3)

请参阅使用亚马逊
Neptune、Amazon Comprehend
和 Amazon Lex 增强你的知识图
谱，由戴夫·贝希伯格撰写。

关于将 Lambda 与 Neptune 结合
使用的博客文章 (p. 3)

请参阅使用AmazonLambda 与
2021 年 3 月 26 月 26 月
Amazon Neptune 一起工作，由伊
恩·罗宾逊撰写。

引擎版本 1.0.4.1.R1.1 (p. 773)

截至 2021-03-22, 引擎版本
2021 年 3 月 22 日
1.0.4.1.R1.1 已正式部署。请注
意，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
几天的时间。有关此引擎版本的更
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版
本 1.0.4.1.R1.1.

引擎版本 1.0.4.1.R2.1 (p. 775)

截至 2021-03-11, 引擎版本
2021 年 3 月 11 日
1.0.4.1.R2.1 已正式部署。请注
意，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
几天的时间。有关此引擎版本的更
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版
本 1.0.4.1.R2.1.

关于使用 Neptune 的开源图形
笔记本进行图形可视化的博客文
章 (p. 3)

请参阅开始使用用于图形可视化的 2021 年 3 月 10 日
开源图形笔记本，由 Joy Wang、
奥拉·拉西拉和斯蒂芬·马莱特撰
写。

关于将 Neptune 与 Amundsen
数据发现和元数据引擎集成的教
程 (p. 3)

请参阅如何在亚马逊 Neptune
上使用 Amundsen，由 Andrew
Ciambrone 撰写。

引擎版本 1.0.4.1.R2 (p. 774)

截至 2021-02-24, 引擎版本
2021 年 2 月 24 日
1.0.4.1.R2 已普遍部署。请注意，
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
的时间。有关此引擎版本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引擎版
本 1.0.62.

引擎版本 1.0.4.0.R2 (p. 778)

截至 2021-02-24, 引擎版本
2021 年 2 月 24 日
1.0.4.0.R2 已普遍部署。请注意，
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
天的时间。有关此引擎版本的更多
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版本
1.0.0.0.0.0.0.0.0.0.0.62.

引擎版本 1.0.3.0.R3 (p. 781)

截至2021-02-19，引擎版本
2021 年 2 月 19 日
1.0.3.0.R3已普遍部署。请注意，
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
的时间。有关此引擎版本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Neptune Engine.
API 版本 2020-12-18
9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 3 月 2 日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引擎版本 1.0.2.2.R6 (p. 785)

截至2021-02-19年，引擎版本
2021 年 2 月 19 日
1.0.2.2.R6已普遍部署。请注意，
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
的时间。有关此引擎版本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引擎版
本 1.0.2.2.1.0.6.

关于使用 Amazon Comprehend
事件构建知识图谱的博客文
章 (p. 3)

请参阅使用 Amazon
Comprehend Events 在Amazon
Neptune 中构建知识图谱，
由 Brian O'Keefe、Graham
Horwood 和 Navtanay Sinha 撰
写。

关于启用低码图数据应用程序的
博客文章 (p. 3)

请参阅使用亚马逊 Neptune 和
2021 年 1 月 18 日
Graphistry 启用低码图数据应用程
序，由里奥·迈耶罗维奇、戴夫·贝
希伯格和泰勒·里根撰写。

增加了如何开始使用图谱的笔记
本文档。 (p. 21)

添加了与 Neptune 工作台集成的
2021 年 1 月 15 日
部分，可帮助您开始创建图形数据
和开发图形应用程序，而无需在准
备就绪之前启动 Neptune 集群。

关于在几秒钟内重置 Neptune 图
形数据的博客文章 (p. 3)

请参阅在几秒钟内在 Amazon
Neptune 中重置图表数据，由
Niraj Jetly 和 Navtanay Sinha 撰
写。

有关诺华股份公司如何使用
的博客文章 SageMaker 和
Neptune (p. 3)

请参阅诺华股份公司使用亚
2020 年 12 月 14 日
马逊 SageMaker 和 Amazon
Neptune 使用 BERT 构建和
丰富知识图谱，由 Othmane
Hamzaoui、Fatema Alkhanaizi 和
Viktor Malesevic 撰写。

关于使用主题网络构建知识图谱
结合使用的博客文章 (p. 3)

请参阅在 Amazon Neptune 中使
2020 年 12 月 14 日
用主题网络构建知识图谱，由人
工智能项目主管爱德华·布朗、建
筑师爱德华多·皮艾罗、首席数据
科学家玛西娅·奥利维拉和 Deeper
Insights 首席执行官杰克·汉普森撰
写。

引擎版本 1.0.4.1 (p. 772)

截至 2020-12-08，引擎版本
2020 年 12 月 8 日
1.0.4.1 已正式部署。请注意，新
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
的时间。有关此引擎版本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引擎版
本 1.0.41.

有关 Neptune ML 入门的博客文
章 (p. 3)

请参阅如何开始使用 Neptune
2020 年 12 月 8 日
ML，由乔治·卡里皮斯、戴夫·贝希
伯格和卡尔蒂克·巴拉西撰写。

Neptune 现在有了快速重置
API (p. 3)

使用快速重置 API，您可以快速轻 2020 年 12 月 4 日
松地删除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数
据。请参阅快速重置 API.

API 版本 202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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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 Pendulum 构建生物知识
图谱的博客文章 (p. 3)

请参阅使用Amazon Neptune 在
Pendulum 构建生物知识图谱，由
康纳·斯肯纳顿撰写。

有关以下内容的博客文章
TinkerPop Neptune 中的新功
能 (p. 3)

请参阅探索Apache TinkerPop
2020 年 11 月 18 日
Amazon Neptune 中的新功能，由
斯蒂芬·马莱特撰写。

关于在 Neptune 上使用Amazon
Kendra 搜索服务的博客文
章 (p. 3)

请参阅将您的企业知识图谱融
入Amazon Kendra，由 Yazdan
Shirvany、Mohit Mehta 和 Dipto
Chakravarty 撰写。

事件通知现已发布 (p. 3)

Neptune 现在支持事件通知，您
2020 年 10 月 29 日
可以使用这些通知更轻松地监控数
据库集群。请参阅使用 Neptune
事件通知，by。

现已提供海关终端 (p. 3)

Neptune 现在支持自定义终端节
点，以便更好地控制与数据库实
例的连接。请参阅连接到Amazon
Neptune 终端节点.

2020 年 10 月 29 日

有关使用AmazonDatabase
Migration Service (DMS) 用于填
充 Neptune 图 (p. 3)

请参阅在 Amazon Neptune
中使用关系数据库填充图表
AmazonDatabase Migration
Service (DMS) — — 第 组合起
来，由克里斯·史密斯撰写。

2020 年 10 月 22 日

有关使用AmazonDatabase
Migration Service (DMS) 用于填
充 Neptune 图 (p. 3)

请参阅在 Amazon Neptune
中使用关系数据库填充图表
AmazonDatabase Migration
Service (DMS) — 3: 设计 RDF 模
型，由克里斯·史密斯撰写。

2020 年 10 月 22 日

有关使用AmazonDatabase
Migration Service (DMS) 用于填
充 Neptune 图 (p. 3)

请参阅在 Amazon Neptune
中使用关系数据库填充图表
AmazonDatabase Migration
Service (DMS) — 2: 设计属性图
模型，由克里斯·史密斯撰写。

2020 年 10 月 22 日

有关使用AmazonDatabase
Migration Service (DMS) 用于填
充 Neptune 图 (p. 3)

请参阅在 Amazon Neptune
中使用关系数据库填充图表
AmazonDatabase Migration
Service (DMS) — 1: 设置阶段，
由克里斯·史密斯撰写。

2020 年 10 月 22 日

引擎版本 1.0.4.0 (p. 776)

截至 2020-10-12 年，引擎版本
2020 年 10 月 12 日
1.0.4.0 已正式部署。请注意，新
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
的时间。有关此引擎版本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引擎版
本 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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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版本 1.0.3.0.R2 (p. 782)

截至 2020-10-12 年，引擎版本
2020 年 10 月 12 日
1.0.3.0.R2 已普遍部署。请注意，
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
天的时间。有关此引擎版本的更多
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版本
1.0.0.0.0.0.0.0.0.62.

引擎版本 1.0.2.2.R5 (p. 786)

截至 2020-10-12 年，引擎版本
2020 年 10 月 12 日
1.0.2.2.R5 已普遍部署。请注意，
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
天的时间。有关此引擎版本的更多
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版本
1.0.0.0.0.0.0.0.0.0.0.0.0.65.

有关为 SPARQL 联合查询配置
VPC 的博客文章 (p. 3)

请参阅使用 AmazVPC Amazon
Neptune 为使用 SPARQL 1.1 联
合查询，由查尔斯·艾维撰写。

2020 年 10 月 12 日

关于编写 SPARQL 级联删除的博
客文章 (p. 3)

请参阅在 SPARQL 中写入级联删
除，由 Ora Lassila 撰写。

2020 年 10 月 5 日

有关绘图的博客文章Amazon使用
Neptune 的资源 (p. 3)

请参阅图表AmazonAmazon
Neptune，由戴夫·贝希伯格撰
写。

2020 年 9 月 28 日

关于使用 Neptune 为药物警戒和
不良事件报告构建 MedDRA 术语
映射的博客文章 (p. 3)

请参阅构建基于 Amazon Neptune 2020 年 9 月 24 日
的 MedDRA 术语映射，用于
药物警戒和不良事件报告，由
Vaijayanti Joshi、Deven Atnoor
博士和 Sudhanshu Malhotra 撰
写。

关于使用 Neptune 在数据仓库中
构建知识图谱以补充商业智能的
博客文章 (p. 3)

请参阅利用 Amazon Neptune 在
2020 年 9 月 23 日
数据仓库中构建知识图谱来补充
商业智能，由 Shahria Hossain 和
Mikael Graindorge 撰写。

关于使用 Neptune Gremlin 客
户端进行负载平衡的博客文
章 (p. 3)

请参阅使用Amazon Neptune
Gremlin 客户端进行负载平衡图查
询，由伊恩·罗宾逊撰写。

Cox Automotive 关于使用身
份图进行数字个性化的博客文
章 (p. 3)

请参阅Cox Automotive 使用由
2020 年 9 月 16 日
Amazon Neptune 提供支持的身份
图来扩展数字个性化，由卡洛斯·
伦登和 Niraj Jetly 撰写。

有关 Yelp 数据协作筛选的博客文
章 (p. 3)

请参阅使用 Yelp 数据的协作筛选
在 Amazon Neptune 中构建推荐
系统，由乍得·廷德尔撰写。

2020 年 9 月 8 日

有关 Amazon Neptune 中查询结
果可视化的博客文章 (p. 3)

请参阅使用 Amazon Neptune 工
作台可视化查询结果，由开尔文·
劳伦斯撰写。

2020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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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 发布图形可视
化 (p. 3)

Amazon Neptune 现在在
2020 年 8 月 12 日
Neptune 工作台的 Jupyter 笔记本
中提供了广泛的图形可视化功能，
同时还提供了许多使笔记本更易
于使用的新功能。请参阅图形可视
化.

Neptune 在南美洲（圣保罗）发
射 (p. 3)

Amazon Neptune 现已在南
美洲（圣保罗）中可用（saeast-1)。

Neptune 在亚太地区（香港）推
出 (p. 3)

Amazon Neptune 现已在亚太地区 2020 年 8 月 6 日
（香港）中提供（ap-east-1)。

引擎版本 1.0.3.0 (p. 779)

截至 2020-08-03，引擎版本
2020 年 8 月 3 日
1.0.3.0 已正式部署。请注意，新
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
的时间。有关此引擎版本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引擎版
本 1.0.3.0.

引擎版本 1.0.2.2.R4 (p. 787)

截至 2020-07-23, 引擎版本
2020 年 7 月 23 日
1.0.2.2.R4 已普遍部署。请注意，
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
天的时间。有关此引擎版本的更多
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版本
1.0.0.64.

有关 Zerobase 使用Amazon
Neptune 进行自动接触者追踪的
博客文章 (p. 3)

请参阅Zerobase 使用 Amazon
Neptune 创建私密、安全的自动
联系人追踪，由大卫·哈里斯和阿
伦·桑托撰写。

2020 年 7 月 13 月 13 月

Neptune 在美国西部（加利福尼
亚北部）发射 (p. 3)

Amazon Neptune 现已在美国西
部（加利福尼亚北部）提供（uswest-1)。

2020 年 7 月 9 日

Amazon Neptune 支持基于标签
的访问控制 (p. 3)

现在，您可以使用AmazonIAM 策
略中的标签，以控制对 Neptune
数据库的访问。请参阅Amazon
Neptune 中基于标签的访问控制.

2020 年 7 月 7 日

Java 流轮询器现已推出 (p. 3)

Amazon Neptune 现在支持用于
2020 年 7 月 6 日
Neptune 直播的 Lambda 直播轮
询器的 Java 版本以及 Python 流
轮询器。请参阅添加有关您正在创
建的 Neptune 流使用者堆栈的详
细信息.

有关AmazonCOVID-19 知识
图 (p. 3)

请参阅构建和查询
AmazonCOVID-19 知识图，
由 Ninad Kulkarni、Colby
Wise、George Price 和 Miguel
Romero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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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版本 1.0.1.1 (p. 800)

截至 2020-06-26，引擎版本
2020 年 6 月 26 日
1.0.1.1 已正式部署。请注意，新
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
的时间。有关此引擎版本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引擎版
本 1.0.1.0.1.1.0..

关于从 Blazegraph 迁移到
Amazon Neptune 的博客文
章 (p. 3)

请参阅迁移到云端：将
Blazegraph 迁移到Amazon
Neptune，由戴夫·贝希伯格撰
写。

2020 年 6 月 25 日

关于将数据捕获从 Neo4j 更改
为 Amazon Neptune 的博客文
章 (p. 3)

请参阅 Sanjeet Sahay 撰写的博
客文章使用 Amazon Managed
Streaming for Apache Kafka 将数
据捕获从 Neo4j 更改为 Amazon
Neptune。

2020 年 6 月 22 日

关于 Waves 如何使用 Amazon
Neptune 的博客文章 (p. 3)

请参阅 Pavel Vasilyev 撰写的博
客文章 Waves 如何使用 Amazon
Neptune 大规模运行用户查询和
建议。

2020 年 6 月 16 日

引擎版本 1.0.1.2 (p. 799)

截至2020年6月10日，引擎版本
2020 年 6 月 10 日
1.0.1.2已正式部署。请注意，新
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
的时间。有关此引擎版本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引擎版
本 1.0.1.0.1.1.0..

关于构建客户知识存储库的博客
文章 (p. 3)

请参阅 Ram Bhandarkar 撰写的
博客文章使用 Amazon Neptune
和 Amazon Redshift 构建全面的
客户知识存储库。

2020 年 6 月 9 日

关于 Gunosy 如何使用 Amazon
Neptune 的博客文章 (p. 3)

请参阅 Yosuke Uchiyama 撰写
的博客文章 Gunosy 如何使用
Amazon Neptune 在 News Pass
中构建评论功能。

2020 年 6 月 8 日

有关AmazonCOVID-19 知识
图 (p. 3)

请参阅构建和查询
AmazonCOVID-19 知识图由尼纳
德·库尔卡尼、科尔比·怀斯、乔治·
普莱斯和米格尔·罗梅罗。

2020 年 6 月 2 日

关于使用 Amazon Neptune 探
索 COVID-19 研究的博客文
章 (p. 3)

请参阅 George Price、Colby
2020 年 6 月 2 日
Wise、Miguel Romero 和 Ninad
Kulkarni 撰写的使用 Amazon
Neptune、Amazon Comprehend
Medical 和 Tom Sawyer 图数据库
浏览器探索 COVID-19 的科学研
究。

您现在可以使用 加载数据Amazon 请参阅使用AmazonDatabase
DMS (p. 3)
Migration Service，可将数据从其
他数据存储加载到 Amazon N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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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版本 1.0.2.0 已被弃
用 (p. 796)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2020 年 5 月 19 日
1.0.2.0 现已弃用。在此引擎版本
上运行的集群将在 2020 年 6 月 1
日之后的第一个维护时段内自动升
级到版本 1.0.2.1。

关于使用 Neptune 构建客户身份
图谱的博客文章 (p. 3)

请参阅 Rajesh Wunnava 和
2020 年 5 月 12 日
Taylor Riggan 编纂的使用
Amazon Neptune 构建客户身份图
谱。

引擎版本 1.0.2.0.R3 (p. 797)

截至 2020-05-05，引擎版本
2020 年 5 月 5 日
1.0.2.0.R3 已普遍部署。请注意，
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
天的时间。有关此引擎版本的更多
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版本
1.0.0.0.0.0.0.0.0.0.0.0.0.0.6.

引擎版本 1.0.2.1.R6 (p. 792)

截至 2020-04-22, 引擎版本
2020 年 4 月 22 日
1.0.2.1.R6 已普遍部署。请注意，
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
天的时间。有关此引擎版本的更多
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版本
1.0.6.

关于将数据从 Neo4j 迁移到
Neptune 的博客文章 (p. 3)

请参阅通过全自动实用工具将
Neo4j 图形数据库迁移到 Amazon
Neptune，作者 Sanjeet Sahay。

关于使用 Neptune 降低构建
图形应用程序成本的博客文
章 (p. 3)

请参阅使用 Amazon Neptune T3 2020 年 4 月 4 月 9 月
实例将构建图形应用程序的成本减
少达 76%，作者 Karthik Bharathy
和 Brad Bebee。

Neptune 提供了 T3 可突增实例
类 (p. 3)

您现在可以创建 Amazon Nepttte
T3 可突增实例以实现经济高
效的开发和测试用途。请参阅
Neptune T3 可突增实例类。

引擎版本 1.0.2.2.R2 (p. 789)

截至 2020-04-02, 引擎版本
2020 年 4 月 2 日
1.0.2.2.R2 已普遍部署。请注意，
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
天的时间。有关此引擎版本的更多
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版本
1.0.62.

关于在 EDGAR 描绘投资依赖关
系的博客文章 (p. 3)

请参阅描绘与 Amazon Neptune
的投资依赖关系，作者 Lawrence
Verdi。

Neptune 在欧洲（巴
黎） (p. 3)

Amazon Neptune 现已在欧洲（巴 2020 年 3 月 11 日
黎）(eu-west-3) 中可用。

引擎版本 1.0.2.2 (p. 784)

截至 2020-03-09，引擎版本
2020 年 3 月 9 日
1.0.2.2 已正式部署。请注意，新
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
的时间。有关此引擎版本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引擎版
本 1.0.2.2.
API 版本 202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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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和重新启动数据库集
群 (p. 3)

现在，您可以使用 Neptune 控制
2020 年 2 月 19 日
台将数据库集群停止 7 天，然后
在您再次需要时重新启动它。在停
止数据库集群后，您只需支付集群
存储、手动快照和自动备份存储的
费用，而无需支付任何数据库实例
小时的费用。请参阅停止和启动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

有关耐克社交图景的视
频 (p. 3)

以 Todd Escalona 的身份收听
2020 年 2 月 11 日
Amazon与耐克高级工程经理
Marc Wangenheim 的讨论，了
解该公司如何通过借助 Amazon
Neptune 构建的社交图景为大量
应用程序提供支持。请参阅耐克：
借助 Amazon Neptune 实现的大
规模社交图景.

Neptune 集群现在可配置为需要
SL 连接 (p. 3)

在仍支持 HTTP 连接的区域中，
2020 年 2 月 10 日
默认情况下，现已在所有新参数
组中启用 SSL。虽然未对现有
参数组进行更改，但可通过将
neptune_enforce_ssl 参数更
改为 1 来强制客户端使用 SSL。
请参阅传输中加密：使用 SSL/
HTTPS 连接到 Neptune，了解如
何为仍支持 HTTP 连接的区域中
的集群启用这些连接的信息，请参
阅如何为仍支持 HTTP 连接的区
域中的集群启用这些连接的信息
有关集群和实例参数的介绍，请参
阅可用于配置 Amazon Neptune
的参数。

您现在可以在Nepttte的中
指定引擎版本和删除保护
CloudFormation 模板 (p. 3)

Amazon Neptune 已更新其
2020 年 2 月 9 日
CloudFormation 模板来包
含AWS::Neptune::DBCluster.EngineVersion参
数可让您为新数据库
集群指定特定的引擎版
本，AWS::Neptune::DBCluster.DeletionProtection参
数，允许您为其启用删除保护。

删除保护 (p. 3)

Amazon Neptune 为数据库集群和 2020 年 1 月 20 日
实例提供了删除保护。一旦在数
据库集群或实例上启用删除保护，
就无法将其删除。请参阅如果已启
用删除保护，则无法删除数据库实
例。

Neptune 在中国（宁
夏） (p. 3)

Amazon Neptune 现已在中国（宁 2020 年 1 月 15 日
夏）(cn-northwest-1) 上市。

引擎版本 1.0.2.1.R4 (p. 793)

引擎版本 1.0.2.1 的补丁 R4
已正式发布。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 。Neptune 引擎版本
1.0.0.0.0.0.0.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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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版本 1.0.2.1.R3 (p. 794)

引擎版本 1.0.2.1 的补丁 R3
已正式发布。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 。Neptune 引擎版本
1.0.0.0.0.0.0.0.0.0.0.0.0.0.6.

2019 年 12 月 12 日

关于使用 Neptune 分析社交媒体
源的博客文章 (p. 3)

请参阅使用 Amazon Neptune 分
析社交媒体源。

2019 年 11 月 27 日

引擎版本 1.0.2.1.R2 (p. 795)

引擎版本 1.0.2.1 的补丁 R2 已
正式发布。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 。Neptune 引擎版本 1.0.0.62.

2019 年 11 月 25 日

引擎版本 1.0.2.1.R1 (p. 790)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2019 年 11 月 22 日
1.0.2.1.R1 正式上市。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 。Neptune 引擎引擎
版本 1.0.2.1.

引擎版本 1.0.2.0.R2 (p. 798)

引擎版本 1.0.2.0 的补丁 R2
已正式发布。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 。Neptune 引擎版本
1.0.0.0.0.0.0.0.0.0.62.

2019 年 11 月 21 日

关于 re:Invent 2019 上的
Neptune 会议和研讨会的博客文
章 (p. 3)

请参阅您的Amazon Neptune 会
议、研讨会和黑板讲解的指南
Amazonre: Invent 2019.

2019 年 11 月 20 日

引擎版本 1.0.2.0.R1 (p. 796)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2019 年 11 月 8 日
1.0.2.0.R1 正式上市。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 。Neptune 引擎引擎
版本 1.0.2.0.

关于使用 Neptune Streams 捕获
图形更改的博客文章 (p. 3)

请参阅使用 Neptune Streams 捕
获图形更改。

2019 年 11 月 6 日

引擎版本 1.0.200502.0 (p. 800)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0.1.0.0.200502.0 已正式推
出。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更
新 1.0.0.0.0.0.0.0.0.0.0.

2019 年 10 月 31 日

Neptune 在中东（巴林）发
射 (p. 3)

Amazon Neptune 现已在中东（巴 2019 年 10 月 30 日
林）(me-south-1) 推出。

Neptune 在加拿大（中
部） (p. 3)

Amazon Neptune 现已在加拿大
（中部）(ca-central-1) 推出。

2019 年 10 月 30 日

关于 Neptune 的新 SPARQL 流功 请参阅 Amazon Neptune 发布了
能和 SPARQL 联合查询支持的博 流、SPARQL 联合查询图等。
客文章 (p. 3)

2019 年 10 月 17 日

引擎版本
1.0.1.0.200463.0 (p. 801)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1.0.200463.0 正式上市。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更新
1.0.1.0.200463.0.

2019 年 10 月 15 日

引擎版本
1.0.1.0.200457.0 (p. 802)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1.0.200457.0 正式上市。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更新
1.0.1.0.200457.0.

2019 年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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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Neptune 的新 SPARQL
Explain 功能的博客文
章 (p. 3)

请参阅使用 SPARQL Explain 了
解 Amazon Neptune 中的查询执
行。

2019 年 9 月 17 日

有关 Neptune 的支持的博客文章
TinkerPop 3.4 (p. 3)

请参阅Amazon Neptune
TinkerPop 3.4 特色.

2019 年 9 月 6 日

有关将 Neptune 与 PyTorch 在
Amazz SageMaker (p. 3)

请参阅个性化的shop-by-style'使
用 PyTorch 在Amazz SageMaker
和Amazon Neptune.

2019 年 8 月 22 日

有关将 Neptune 与Amazon
AppSync 和Amazon
Elastic (p. 3)

请参阅将替代数据源与Amazon
AppSync：Amazon Neptune
ElastiCache.

2019 年 8 月 22 日

NeptuneAmazon GovCloud （美
国东部） (p. 3)

Amazon Neptune 现已发布
Amazon GovCloud （美国东
部）us-gov-east-1.

2019 月 21 月 21 月 21 日

NeptuneAmazon GovCloud （美
国西部） (p. 3)

Amazon Neptune 现已发布
Amazon GovCloud (美国西部)usgov-west-1.

2019 年 8 月 14 日

引擎版本
1.0.1.0.200369.0 (p. 802)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0.1.0.200369.0 已正式推出。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更新
1.0.1.0.200369.0.

2019 年 8 月 13 日

引擎版本
1.0.1.0.200366.0 (p. 803)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1.0.200366.0 正式上市。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更新
1.0.1.0.200366.0.

2019 年 7 月 26 日

有关将 Neptune 与 PyTorch 在
Amazz SageMaker (p. 3)

请参阅个性化的shop-by-style'使
用 PyTorch 在Amazz SageMaker
和Amazon Neptune.

2019 年 7 月 3 日

引擎版本
1.0.1.0.200348.0 (p. 804)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1.0.200348.0 正式上市。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更新
1.0.1.0.200348.0.

2019 年 7 月 2 日

Neptune 在欧洲（斯德哥尔
摩） (p. 3)

Amazon Neptune 现已在欧洲（斯 2019 年 6 月 27 日
德哥尔摩）(eu-north-1) 中可用。

Neptune 现在可将审计日志发布
到 CloudWatch 日志 (p. 3)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将
Neptune 日志发布到亚马逊
CloudWatch 日志.

2019 年 6 月 18 日

引擎版本
1.0.1.0.200310.0 (p. 804)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1.0.200310.0 正式上市。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更新
1.0.1.0.200310.0.

2019 年 6 月 12 日

有关以下内容的博客文章
LifeOmic's JupiterOne (p. 3)

请参阅操作方法 LifeOmic's
JupiterOne 使用 Amazon
Neptune 简化.

2019 年 5 月 2 日

Neptune 在亚太地区（首尔）发
射 (p. 3)

Amazon Neptune 现已在亚太地区 2019 年 5 月 1 日
（首尔）(ap-northeast-2) 推出。
API 版本 202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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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版本
1.0.1.0.200296.0 (p. 805)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1.0.200296.0 正式上市。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更新
1.0.1.0.200296.0.

Neptune 在亚太地区（孟买）启
动 (p. 3)

Amazon Neptune 现已在亚太地区 2019 年 3 月 6 日
（孟买）(ap-south-1) 推出。

有关 Gremlin 查询提示的博客文
章 (p. 3)

请参阅 Amazon Neptune 的
Gremlin 查询提示简介。

Neptune 在亚太地区（东京）发
射 (p. 3)

Amazon Neptune 现已在亚太地区 2019 年 1 月 23 日
（东京）(ap-northeast-1) 推出。

Amazon CloudFormation用于创
建Amazon Lambda函数来访问
Neptune (p. 52)

更新了入门部分，添加了Amazon
CloudFormation模板来创建与
Neptune 结合使用的 Lambda
函数。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 。Neptune 入门.

2019 年 1 月 23 日

引擎版本
1.0.1.0.200267.0 (p. 806)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1.0.200267.0 正式上市。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更新
1.0.1.0.200267.0.

2019 年 1 月 21 日

Neptune 在亚太地区（悉尼）启
动 (p. 3)

Amazon Neptune 现已在亚太地区 2019 年 1 月 9 日
（悉尼）(ap-southeast-2) 推出。

有关使用 Metaphactory 的博客文
章 (p. 3)

请参阅利用 Metaphactory 探索
2019 年 1 月 9 日
Amazon Neptune 上的知识图谱。

Neptune 在亚太地区（新加坡）
推出 (p. 3)

Amazon Neptune 现已在亚太地
区（新加坡）(ap-southeast-1) 推
出。

2018 年 12 月 13 日

引擎版本
1.0.1.0.200264.0 (p. 806)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1.0.200264.0 正式上市。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更新
1.0.1.0.200264.0.

2018 年 11 月 19 日

Amazon Neptune
SSSupport (p. 137)

Neptune 现在支持 SSL 连接。

2018 年 11 月 19 日

整合的错误主题 (p. 729)

所有错误消息和代码信息现在都位 2018 年 11 月 15 日
于一个主题中。

更新了入门主题 (p. 52)

使用更多链接和经过认可的文档更 2018 年 11 月 14 日
新了入门主题。

引擎版本
1.0.1.0.200258.0 (p. 807)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1.0.200258.0 正式上市。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更新
1.0.1.0.200258.0.

Neptune 在欧洲（法兰克
福） (p. 3)

Amazon Neptune 现已在欧洲（法 2018 年 11 月 7 日
兰克福）(eu-central-1) 推出。

博客文章系列 1 (p. 3)

请参阅我来为您创建该图形 - 第 1
部分 - Air Ro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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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Amazon Amazon 的博
客 SageMaker Jupyter 笔记
本 (p. 3)

请参阅使用亚马逊分析 Amazon
2018 年 11 月 1 日
Neptune 图形 SageMaker Jupyter
笔记本.

引擎版本
1.0.1.0.200255.0 (p. 808)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1.0.200255.0 正式上市。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更新
1.0.1.0.200255.0.

Neptune 在欧洲（伦
敦） (p. 3)

Amazon Neptune 现已在欧洲（伦 2018 年 10 月 3 日
敦）(eu-west-2) 推出。

引擎版本
1.0.1.0.200237.0 (p. 809)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1.0.200237.0 正式上市。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更新
1.0.1.0.200237.0.

2018 年 9 月 6 日

引擎版本
1.0.1.0.200236.0 (p. 809)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1.0.200236.0 正式上市。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更新
1.0.1.0.200236.0.

2018 年 7 月 24 日

引擎版本
1.0.1.0.200233.0 (p. 810)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1.0.200233.0正式上市。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更新
1.0.1.0.200233.0.

2018 年 6 月 22 月 22 月 22

Neptune 快速入门 (p. 52)

更新了 Amazon CloudFormation
和 Gremlin 控制台教程的快
速入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 。Amazon NeptuneAmazon
CloudFormation.

2018 年 6 月 19 日

Amazon Neptune 首次发
布 (p. 3)

这是 Neptune 用户指南的初始
版本。另请参阅发布博客文章
Amazon Neptune 已全面推出。

2018 年 5 月 30 日

Neptune 介绍性博客文
章 (p. 3)

请参阅 Amazon Neptune – 一项
完全托管的图形数据库服务。

2017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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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使用 Amazon Neptune
Amazon Neptune 是一项完全托管的图形数据库服务，可扩展以处理数十亿个关系，并允许您以毫秒级的延
迟进行查询，而此类容量的成本较低。
如果您正在寻找有关Neptune 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Amazon Neptune 功能的概览 (p. 79).
如果你已经知道图表了，请跳到使用图表笔记本 (p. 26). 或者，如果您要立即创建 Neptune 数据库，请参
阅使用Amazon CloudFormation用于创建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堆栈 (p. 56).
否则，在开始之前，您可能需要更多地了解图形数据库。

究竟是什么是图形数据库？
图形数据库经过优化，可以存储和查询关系数据项之间。
它们将数据项本身存储为顶点的图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作为边缘. 每条边都有一个类型，从一个顶点（起
点）引导到另一个顶点（终点）。可以称之为关系谓语以及边和顶点有时也称为节点. 在所谓的属性图中，顶
点和边都可以有额外的属性也与他们有关。
下面是一张代表社交网络中的好友和爱好的小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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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显示为命名的箭头，顶点代表它们连接的特定人物和爱好。
此图形的简单遍历可以告知您 Justin 朋友们的爱好。

为什么要使用图形数据库？
如果实体间的连接或关系是您正在尝试建模的数据的核心，那就适合使用图形数据库。
首先，很容易将数据互连建模为图形，然后编写复杂的查询，从图表中提取真实信息。
使用关系数据库构建等效应用程序需要创建多个具有多个外键的表，然后编写嵌套的 SQL 查询和复杂联接。
从编码的角度来看，这种方法不仅很快变得笨拙，而且随着数据量的增加，其性能也会迅速降低。
相比之下，像Neptune 这样的图形数据库可以查询数十亿个顶点之间的关系，而不会陷入困境。

你可以用图形数据库做什么？
图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表示现实世界实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行动、所有权、亲子关系、购买选择、人际
关系、家庭关系等。
以下是使用图形数据库的一些最常见区域：
• 知识图谱— 知识图可让您整理和查询各种关联信息以回答一般性问题。使用知识图谱，您可以将主题信息
添加到产品目录，并对包含在其中的各种信息进行建模维基数据.
要详细了解知识图的工作原理及其用途，请参阅知识图谱Amazon.
• 身份图谱— 在图形数据库中，您可以存储客户兴趣、好友和购买历史等信息类别之间的关系，然后查询这
些数据以提供个性化和相关的推荐。
例如，您可以使用图形数据库，根据关注相同运动内容且具有类似购买历史记录的其他人购买的产品，向
用户提供产品推荐。或者，您可以识别有共同好友但还不认识对方的人员，然后提供好友推荐。
这种图形被称为身份图，广泛用于个性化与用户的互动。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身份图谱Amazon. 要开
始构建自己的身份图，可以从使用Amazon Neptune 的身份图示例。
• 欺诈图表— 这是图形数据库的常见用途。它们可以帮助您跟踪信用卡的购买和购买地点，以检测异常用
途，或者检测购买者正在尝试使用与已知欺诈案件中使用的相同的电子邮件地址和信用卡。它们可以让您
检查多个人与同一个个人电子邮件地址相关联，或者多个人位于不同的物理位置共享同一个 IP 地址。
请考虑以下图形。它显示了三个人员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身份相关信息。每个人员都有一个地址、一个
银行账户和一个身份证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Matt 和 Justin 共享同一身份证号，这不正常，并表示可
能由其中一人进行的诈骗。对欺诈图的查询可揭示此类关联，从而能审查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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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详细了解欺诈图表及其使用地点，请参阅欺诈图谱Amazon.
• 社交网络— 使用图形数据库的第一个也是最常见的领域之一是社交网络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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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假设您要构建一个馈入网站的社交媒体源。您可以轻松使用后端的图形数据库向用户提供结果，这
些结果反映了来自其家人、好友、其 “喜欢” 关注的人员以及生活在其附近的用户的最新更新。
• 行车路线— 根据当前的流量和典型的流量模式，图表可以帮助找到从起点到目的地的最佳路线。
• 物流— 图表可以帮助确定使用可用运输和配送资源来满足客户需求的最有效方式。
• DIA— 图形可以表示复杂的诊断树，可以查询这些诊断树以确定观察到的问题和失败的来源。
• 科学研究— 利用图形数据库，您可以构建 CAN 应用程序，这些应用程序使用静态加密功能存储和导航科
学数据甚至敏感医疗信息。例如，您可以存储疾病与基因相互作用的模型。您可以在蛋白质通路中寻找图
形模式，以找到可能与疾病相关的其他基因。您可以将化合物建模为图形，并查询分子结构中的模式。您
可以关联不同系统中来自病历的患者数据。您可以按主题组织研究出版物，以便快速找到相关信息。
• 监管规则— 您可以将复杂的法规要求存储为图形，并对其进行查询以检测可能适用于您的 day-to-day 业务
运营。
• 网络拓扑和事件— 图形数据库可以帮助您管理和保护 IT 网络。将网络拓扑存储为图形时，还可以在网络
上存储和处理许多不同类型的事件。您可以回答诸如运行给定应用程序的主机数量之类的问题。您可以查
询可能显示给定主机受到恶意程序危害的模式，也可以查询连接数据，以帮助将程序追踪到下载该程序的
原始主机。

你如何查询图形？
Neptune 支持三种特殊用途的查询语言，专为查询不同种类的图形数据而设计。您可以使用以下语言添加、
修改、删除和查询 Neptune 图形数据库中的数据：
• Gremlin (p. 256)是用于属性图的图遍历语言。采用 Gremlin 的查询是由离散步骤组成的遍历，每个步骤
都沿着一条边到达节点。请参阅 Gremlin 文档，网址为阿帕奇 TinkerPop3有关.
Neptune 的 Gremlin 实施与其他实施有一些差别，尤其是在您使用 Gremlin-Groovy 时（作为序列化文本
发送的 Gremlin 查询）。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Neptune 中的 Gremlin 标准合规性 (p. 80)。
• OpencyPher (p. 332)— OpencyPher 是一种属性图的声明式查询语言，最初由 Neo4j 开发，然后在
2015 年开源，为OpencyPher采用 Apache 2 开源许可证的项目。请参阅Cypher 查询语言参考（版本
9）语言规范，以及Cypher 风格指南有关更多信息
• SPARQL (p. 365)是一种声明式查询语言RDF数据，基于由万维网联盟 (W3C) 标准化的图形模式匹配，
如中所述SPARQL 1.1 概述) 和SPARQL 1.1 查询语言规范。请参阅Amazon Neptune 的 SPARQL 标准合
规性 (p. 88)了解有关 SPARQL 的 Neptune 实现的具体细节。

匹配 Gremlin 和 SPARQL 查询的示例
通过人员 (节点) 及其关系 (边缘) 的以下图形，您可以了解特定人员的 “好友的好友” 是谁，例如，Howard 的
好友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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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观察该图形，您可以看到 Howard 有一个好友，Jack 和 Jack 有四个好友：安妮、哈里、道格和麦克。
这是一个包含简单图形的简单示例，但这些类型的查询可以降低复杂性、数据集大小和结果大小。
下面是一个 Gremlin 遍历查询，该查询将返回 Howard 的好友的姓名：
g.V().has('name', 'Howard').out('friend').out('friend').values('name')

下面是一个 SPARQL 遍历查询，该查询将返回 Howard 的好友的好友的姓名：
API 版本 2020-12-18
25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Neptune 在线课程

prefix : <#>
select ?names where {
?howard :name "Howard" .
?howard :friend/:friend/:name ?names .
}

Note
任何资源描述框架 (RDF) 三角的各个部分都有与之关联的 URI。在以上示例中，URI 前缀经过故意
缩短。

参加使用Amazon Neptune 的在线课程
如果你喜欢用视频学习，Amazon提供在线课程Amazon在线技术讲座为了帮助你前进：
Amazon Neptune 入门
本课程由 7 个视频组成，这些视频将演示了如何设置和使用 Amazon Neptune。

更深入地挖掘图参考架构
当你思考图形数据库可以为你解决哪些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时，最好的起点之一就是Neptune 图参考
架构 GitHub 项目.
在那里，您可以找到图形工作负载类型的详细说明，还有三个部分可帮助您设计有效的图形数据库：
• 数据模型和查询语言— 本节将向您介绍 Gremlin 和 SPARQL 之间的区别以及如何在它们之间进行选择。
• 图形数据建模— 这是对如何做出图数据建模决策的详尽讨论，包括使用Gremlin进行属性图建模和使用
SPARQL进行RDF建模的详细演练。
• 将其他数据模型转换为图形模型— 在这里，您可以了解如何将关系数据模型转换为图形模型。
还有三个部分将引导您完成使用 Neptune 的具体步骤：
• 从 Neptune VPC 之外的客户端连接到 Amazon Neptune— 本部分向您展示了从数据库集群所在的 VPC 外
部连接到 Neptune 的几个选项。
• 从访问Amazon NeptuneAmazonLambda 函数— 在这里，您将了解如何从 Lambda 函数可靠地连接到
Neptune。
• 通过Amazon Kinesis 数据流写信给亚马逊 Neptune— 本节可帮助您使用 Neptune 处理高写入吞吐量场
景。

使用 Neptune Graph Notebook 快速开始使用
你不必使用 Neptune graph notebook 来处理Neptune 图，因此，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立即使用Amazon
CloudFormation模板 (p. 56).
同时，无论您是初次接触图表并想学习和实验，还是经验丰富并想要完善查询，Neptune graph 笔记本都提
供了一个很好的开发平台，可以节省大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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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 提供开源Jupyter 笔记本中的Neptune Notebook项目开启 GitHub. 这些笔记本在交互式编码环境中
提供了教程和代码示例，您可以在其中学习图形技术和Neptune。
里面的所有笔记本电脑/src/graph_notebook/笔记本图形笔记本的文件夹 GitHub 存储库是开源。您可以使用
它们来逐步使用不同的查询语言、不同的数据集，甚至是后端的不同数据库来设置、配置、填充和查询图
形。
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托管这些笔记本：
• 这些区域有：Neptune 工作台 (p. 27)允许您在亚马逊托管的完全托管的环境中运行 Jupyter 笔记本
SageMaker，并自动连接到Neptune图表笔记本为你准备的项目。在工作台中设置工作台很容易Neptune
控制台在创建新的 Neptune 数据库时。
• 您还可在其他实例上使用在本地安装 Jupyter (p. 29)并从连接到 Neptune 或其中一个开源图形数据库
的本地实例的笔记本电脑上运行笔记本。在后一种情况下，您可以在花一分钱之前随心所欲地尝试图形技
术，然后顺利地迁移到Neptune提供的托管生产环境。

使用Neptune 工作台托管Neptune 笔记本
设置 Neptune Jupyter 笔记本以及你自己创建的任何笔记本的一种简单方法是使用 Neptune 工作台。工作台
为笔记本电脑提供了一个完全托管的环境，由亚马逊托管 SageMaker，并自动链接到开源中的笔记本图表笔
记本项目。
Neptune 提供T3只需每小时 0.10 美元即可开始使用的实例类型（请参阅Neptune 定价页面)。
Amazon 向您收取 Workbench 资源的费用 SageMaker，与您的 Neptune 账单分开。
你可以使用 Neptune 控制台在亚马逊上设置 Neptune 工作台 SageMaker在创建新的数据库集群时。完成此
操作后，可以轻松使用 Neptune 笔记本，或者创建自己的新 Jupyter 笔记本，如下所示：

使用 Neptune 工作台创建 Jupyter 笔记本
1.

确保在运行 Neptune 的 VPC 中附加的安全组具有规则，允许来自以下网址的入站连接 SageMaker.

2.

登录到Amazon管理控制台，并通过以下网址打开Amazon Neptune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neptune/home.

3.

在左侧的导航窗格中，选择 Notebooks (笔记本)。

4.

选择 Create Notebook (创建笔记本)。

5.

在群集列表中，选择您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如果您还没有数据库集群，请选择 Create cluster (创建
集群) 以创建一个。

6.

为您的笔记本提供一个名称以及可选的描述。

7.

除非你已经创建了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 角色的笔记本电脑，选择创建 IAM
角色，然后输入一个 IAM 角色名称。

8.

选择 Create Notebook (创建笔记本)。创建过程可能需要 10 到 15 分钟才能准备就绪。

9.

创建笔记本后，选择它，然后选择 Open notebook (打开笔记本)。

控制台可以创建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 角色，您还可以自己创建一个角色。此角色
的策略应包括以下内容：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s3:Get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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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3:ListBucket"
],
"Resource": [
"arn:aws:s3:::aws-neptune-notebook",
"arn:aws:s3:::aws-neptune-notebook/*"
]
},
{
"Effect": "Allow",
"Action": "neptune-db:*",
"Resource": [
"your-cluster-arn/*"
]
}

此外，角色应建立以下信任关系：
{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sagemaker.amazonaws.com"
},
"Action": "sts:AssumeRole"
}
]

同样，一切准备就绪可能需要 10 到 15 分钟。

使用 Python 连接一个泛型 SageMaker Neptune notebook
如果你已经安装了 Neptune magics，那么将笔记本电脑连接到 Neptune 很容易，但也可以将 SageMaker 使
用 Python 给Neptune 的笔记本，即使你没有使用Neptune 笔记本。

在Neptune 中连接海王星要采取的步骤 SageMaker 笔记本
1.

安装 Gremlin Python 客户端：
!pip install gremlinpython

Neptune 笔记本电脑会为你安装 Gremlin Python 客户端，所以只有在你使用普通 SageMaker 笔记本。
2.

编写如下代码来连接并发出 Gremlin 查询：
from gremlin_python import statics
from gremlin_python.structure.graph import Graph
from gremlin_python.process.graph_traversal import __
from gremlin_python.process.strategies import *
from gremlin_python.driver.driver_remote_connection import DriverRemoteConnection
from gremlin_python.driver.aiohttp.transport import AiohttpTransport
from gremlin_python.process.traversal import *
import os
port = 8182
server = '(your server end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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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point = f'wss://{server}:{port}/gremlin'
graph=Graph()
connection = DriverRemoteConnection(endpoint,'g',
transport_factory=lambda:AiohttpTransport(call_from_event_loop=True))
g = graph.traversal().withRemote(connection)
results = (g.V().hasLabel('airport').
sample(10).
order().by('code').
local(__.values('code','city').fold()).
toList())
# Print the results in a tabular form with a row index
for i,c in enumerate(results,1):
print("%3d %4s %s" % (i,c[0],c[1]))
connection.close()

Note
如果你碰巧使用的是早于 3.5.0 的 Gremlin Python 客户端版本，请使用以下行：
connection = DriverRemoteConnection(endpoint,'g',
transport_factory=lambda:AiohttpTransport(call_from_event_loop=True))

只会是：
connection = DriverRemoteConnection(endpoint,'g')

在本地计算机上设置图形笔记本
graph-notebook 项目包含在本地计算机上设置 Neptune 笔记本的说明：
• 先决条件
• Jupyter 安装
• 连接到图形数据库.
您可以将本地 notebook 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也可以连接到开源图形数据库的本地或远程实例。

将 Neptune 笔记本与Neptune 集群结合使用
如果您要连接到后端的 Neptune 集群，则可能需要在 Amazon 中运行笔记本电脑 SageMaker. 从以下位置
连接到Neptune SageMaker 可能比在本地安装笔记本电脑更方便，而且它可以让你更轻松地使用Neptune
ML (p. 548).
有关如何在中设置笔记本的说明 SageMaker，请参阅使用亚马逊推出图形笔记本 SageMaker.
有关如何设置和配置 Neptune 本身的说明，请参阅设置Neptune (p. 52).
您还可以将本地安装的 Neptune 笔记本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集群。这可能会稍微复杂一些，因为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只能在设计上与外界隔离的 Amazon Virtual Private Cloud (VPC) 中创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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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方法可以从外部连接到 VPC。一种是使用负载均衡器。另一种方法是使用 VPC 对等（请参阅Amazon
Virtual Private C)。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方便的方法是连接并在 VPC 中设置一个 Amazon EC2 代理服务器，然后使
用SSH 隧道（也称为端口转发），以连接到它。您可以在以下网址找到有关如何设置的说明将图形笔记本本
地连接到 Amazon Neptune中的additional-databases/neptunefolder图形笔记本 GitHub 项目。

将 Neptune 笔记本与开源图形数据库结合使用
要免费开始使用图形技术，您还可以在后端使用带有各种开源数据库的 Neptune 笔记本。示例包括
TinkerPop Gremlin 服务器，还有Blazegrap数据库。
要使用 Gremlin Server 作为后端数据库，请按照以下说明进行操作：
• 这些区域有：将图形笔记本连接到 Gremlin 服务器 GitHub folder。
• 这些区域有：图形笔记本 Gremlin 配置 GitHub folder。
使用本地实例Blazegrap作为您的后端数据库，请按照以下说明进行操作：
• Blazegraph 快速入门说明
• 这些区域有：图形笔记本 Blazegraph 配置 GitHub folder。

在笔记本中使用 Neptune 工作台魔法
Neptune 工作台提供了许多所谓的魔法笔记本中的命令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和精力。它们分为两类：幻码和幻
码.
幻码命令前面有一个百分号 (%)。它们只接受行输入，不接受来自单元体其余部分的输入。Neptune 工作台提
供以下线条魔法：
• %seed (p. 32)
• % (p. 32)
• %load_ids (p. 32)
• %load_status (p. 33)
• %cancel_load (p. 33)
• % (p. 33)
• %gremlin_status (p. 33)
• %opencypher_status 或 %oc_status (p. 33)
• %stream_viewer (p. 33)
• %sparql_status (p. 33)
• %graph_notebook_CONFIG (p. 34)
• %graph_notebook_host (p. 34)
• %graph_notebook_version (p. 34)
• %graph_notebook_vis_options (p. 34)
幻码前面有百分之二的符号（%%）而不是一个，并使用单元格内容作为输入，尽管它们也可以将行内容作为
输入。Neptune 工作台提供以下细胞魔法：
• %sparql (p. 35)
API 版本 2020-12-18
30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可变注入的类型

• %%gremlin (p. 35)
• %opencypher 或 %%oc (p. 36)
• %%graph_notebook_config (p. 34)
• %%graph_notebook_vis_options (p. 36)
还有两种魔法，一种是线魔法和细胞魔法，可以使用Neptune 机器学习 (p. 548)：
• %neptune_ml (p. 37)
• %%neptune_ml (p. 39)

Note
使用Neptune 魔法时，你通常可以使用--help要么-h参数。使用细胞魔法，身体不能为空，因此
在获得帮助时，请在正文中放入填充文本，甚至是单个字符。例如：
%%gremlin --help
x

细胞或系魔法中的可变注射
笔记本中定义的变量可以在笔记本中的任何单元格或线条魔法中引用，格式如下：${VAR_NAME}.
例如，假设您定义以下变量：
c = 'code'
my_edge_labels = '{"route":"dist"}'

然后，这个 Gremlin 在细胞魔法中查询：
%%gremlin -de $my_edge_labels
g.V().has('${c}','SAF').out('route').values('${c}')

等同于此：
%%gremlin -de {"route":"dist"}
g.V().has('code','SAF').out('route').values('code')

适用于所有查询语言的查询参数
以下查询参数适用于%%gremlin、%%opencypher, 和%%sparqlNeptune 工作台中的魔法：

常见查询参数
• --store-to（或者-s) — 指定要在其中存储查询结果的变量的名称。
• --silent— 如果存在，则查询完成后不显示任何输出。
• --group-by（或者-g) — 指定用于对节点进行分组的属性（例如code要么T.region)。顶点根据其分
配的组进行着色。
• --ignore-groups— 如果存在，则忽略所有分组选项。
• --display-property（或者-d) — 指定应为每个顶点显示其值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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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种查询语言的默认值如下所示：
• 对于 Gremlin：T.label.
• 对于 OpencyPher：~labels.
• 对于 SPARQL：type.
• --edge-display-property（或者-t) — 指定应为每条边显示其值的属性。
每种查询语言的默认值如下所示：
• 对于 Gremlin：T.label.
• 对于 OpencyPher：~labels.
• 对于 SPARQL：type.
• --tooltip-property（或者-de) — 指定一个属性，其值应显示为每个节点的工具提示。
每种查询语言的默认值如下所示：
• 对于 Gremlin：T.label.
• 对于 OpencyPher：~labels.
• 对于 SPARQL：type.
• --edge-tooltip-property（或者-te) — 指定一个属性，其值应显示为每条边的工具提示。
每种查询语言的默认值如下所示：
• 对于 Gremlin：T.label.
• 对于 OpencyPher：~labels.
• 对于 SPARQL：type.
• --label-max-length （或者-l) — 指定任何顶点标签的最大字符长度。默认值为 10。
• --edge-label-max-length （或者-le) — 指定任何边标注的最大字符长度。默认值为 10。
仅在 OpencyPher 的情况下，这是--rel-label-max-length要么-rel相反。
• --simulation-duration（或者-sd) — 指定可视化物理场模拟的最大持续时间。默认为 1500 毫秒。
• --stop-physics（或者-sp)-初始模拟稳定后禁用可视化物理特性。
这些参数的属性值可以由单个属性键或可为每种标签类型指定不同属性的 JSON 字符串组成。JSON 字符串
只能使用指定可变注入的类型 (p. 31).

这些区域有：%seed幻码
这些区域有：%seedline magic 是一种向Neptune 端点添加数据的便捷方法，你可以用它来探索和试验
Gremlin、OpencyPher 或 SPARQL 查询。它提供了一个表单，您可以在其中选择要浏览的数据模型（属性
图或 RDF），然后从 Neptune 提供的许多不同样本数据集中进行选择。

这些区域有：%load幻码
这些区域有：%loadline magic 生成一个表单，你可以用它向 Neptune 提交批量加载请求（请参阅Neptune
加载程序命令 (p. 232))。源必须是与 Neptune 集群位于同一区域的 Amazon S3 路径。

这些区域有：%load_ids幻码
这些区域有：%load_idsline magic 检索已提交到笔记本主机端点的加载 ID（请参阅Neptune 加载程序获取
状态请求参数 (p. 239))。此请求采用以下形式：
GET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lo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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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区域有：%load_status幻码
这些区域有：%load_statusline magic 检索已提交到笔记本主机端点的特定加载作业的加载状态，由行输
入指定（请参阅Neptune 加载程序获取状态请求参数 (p. 239))。此请求采用以下形式：
GET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loader?loadId=loadId

线魔法如下所示：
%load_status load id

这些区域有：%cancel_load幻码
这些区域有：%cancel_loadline magic 取消了特定的加载任务（参见Neptune 加载程序取消
Job (p. 246))。此请求采用以下形式：
DELETE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loader?loadId=loadId

线魔法如下所示：
%cancel_load load id

这些区域有：%status幻码
检索状态信息 (p. 658)从笔记本的主机端点 (%graph_notebook_CONFIG (p. 34)显示主机终端节点)。

这些区域有：%gremlin_status幻码
检索Gremlin 查询状态信息 (p. 279).

这些区域有：%opencypher_status线魔法（也
是%oc_status）
检索 opencypher 查询的查询状态。这行魔术接受以下可选参数：
• --queryId要么-q— 指定要显示其状态的特定正在运行的查询的 ID。
• --cancel_query要么-c— 取消正在运行的查询。不使用值。
• --silent要么-s— 如果--silent设置为true取消查询时，正在运行的查询将被取消，HTTP 响应代码
为200. 否则，HTTP 响应代码将是500.
• --store-to— 指定要在其中存储查询结果的变量的名称。

这些区域有：%sparql_status幻码
检索SPARQL 查询状态信息 (p. 387).

这些区域有：%stream_viewer幻码
这些区域有：%stream_viewerline magic 显示一个界面，如果在 Neptune 集群上启用了流，则该界面允许
以交互方式浏览Neptune 流中记录的条目。它接受以下可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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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guage— 流数据的查询语言：gremlin要么sparql. 如果不提供此参数，则默认值为gremlin.
• --limit— 指定每页要显示的最大流式传输条目数。如果不提供此参数，则默认值为10.

Note
这些区域有：%stream_viewer只有引擎版本 1.0.5.1 及更早版本完全支持 line magic。

这些区域有：%graph_notebook_config幻码
这行魔术显示一个 JSON 对象，其中包含笔记本用于与 Neptune 通信的配置。该配置包括：
• host：要连接和发出命令的端点。
• port：向 Neptune 发出命令时使用的端口。默认为 8182。
• auth_mode：向 Neptune 发出命令时使用的身份验证模式。必须是 DEFAULT 或 IAM。
• load_from_s3_arn：指定的Amazon S3%load使用魔法。如果此值为空，则必须在%load命令。
• ssl：指示是否使用 TLS 连接到 Neptune 的布尔值。原设定值为 true。
• aws_region：部署此笔记本的区域。此信息用于 IAM 身份验证和%load请求。
您可以通过复制以下示例%graph_notebook_config输出到一个新的单元格中，并在那里对其进行更改。
那么如果你运行%%graph_notebook_config (p. 34)cell magic 在新单元格上，配置将相应更改。

这些区域有：%graph_notebook_host幻码
将线路输入设置为笔记本的主机。

这些区域有：%graph_notebook_version幻码
这些区域有：%graph_notebook_versionline magic 返回 Neptune 工作台笔记本版本号。例如，在版本
中引入了图形可视化1.27.

这些区域有：%graph_notebook_vis_options幻码
这些区域有：%graph_notebook_vis_optionsline magic 显示笔记本正在使用的当前可视化设置。这些
选项在中说明vis.js文档中）。
您可以修改这些设置，方法是将输出复制到新单元格中，进行所需的更改，然后运行%
%graph_notebook_vis_options细胞魔法在细胞上。
要将可视化设置恢复为默认值，可以运行%graph_notebook_vis_options用 a 线魔法reset参数。这会
重置所有可视化设置：
%graph_notebook_vis_options reset

这些区域有：%%graph_notebook_config幻码
这些区域有：%%graph_notebook_config如果可能，cell magic 使用包含配置信息的
JSON 对象来修改笔记本用于与 Neptune 通信的设置。该配置采用的格式与返回的格式相
同%graph_notebook_CONFIG (p. 34)线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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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graph_notebook_config
{
"host": "my-new-cluster-endpoint.amazon.com",
"port": 8182,
"auth_mode": "DEFAULT",
"load_from_s3_arn": "",
"ssl": true,
"aws_region": "us-east-1"
}

这些区域有：%%sparql幻码
这些区域有：%%sparqlcell magic 向Neptune 端点发出 SPARQL 查询。它接受以下可选的线路输入：
• -h要么--help— 返回有关这些参数的帮助文本。
• --path— 为指向 SPARQL 终端节点的路径添加前缀。例如，如果您指定--path "abc/def"那么调用
的端点将是host:port/abc/def.
• --expand-all— 这是一个查询可视化提示，告诉可视化工具包括所有?s ?p ?o无论绑定类型如何，都
会在图形图中显示结果。
默认情况下，SPARQL 可视化仅包含三重模式，其中o?是一个uri或者一个bnode（空白节点）。所有其
他?o绑定类型（如文字字符串或整数）被视为?s可以使用查看的节点详细信息窗格图表选项卡。
使用--expand-all查询提示何时您可能希望在可视化中包含诸如顶点之类的文字值。
请勿将此可视化提示与解释参数结合使用，因为解释查询不是可视化的。
• --explain-type— 用于指定要使用的解释模式（以下选项之一：dynamic、static，或
者details)。
• --explain-format— 用于指定解释查询的响应格式（text/csv要么text/html)。
• —store-to— 用于指定用于存储查询结果的变量。
的示例explain查询：
%%sparql explain
SELECT * WHERE {?s ?p ?o} LIMIT 10

带有可视化查询的示例--expand-all可视化提示参数（请参阅SPARQL 可视化 (p. 43)):
%%sparql --expand-all
SELECT * WHERE {?s ?p ?o} LIMIT 10

这些区域有：%%gremlin幻码
这些区域有：%%gremlincell magic 使用向Neptune 端点发出 Gremlin 查询 WebSocket. 它接受一个可选的
线路输入以切换到Gremlinexplain (p. 297)/> 模式或GremlinprofileAPI (p. 307)，以及单独的可选可
视化提示输入，用于修改可视化输出行为（请参阅Gremlin 可视化 (p. 42))。
的示例explain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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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mlin explain
g.V().limit(10)

示例profile查询：
%%gremlin profile
g.V().limit(10)

带有可视化查询提示的可视化查询示例：
%%gremlin -p v,outv
g.V().out().limit(10)

的可选参数%%gremlin profile查询
• --chop— 指定配置文件结果字符串的最大长度。未提供该参数时的默认值为 250。
• --serializer— 指定用于结果的序列化程序。允许的值为任何有效的 MIME 类型或 TinkerPop 驱动程
序 “序列化器” 枚举值。未提供该参数时的默认值为application.json.
• --no-results— 仅显示结果计数。如果不使用，则默认情况下，所有查询结果都将显示在配置文件报告
中。
• --indexOps— 显示所有索引操作的详细报告。

这些区域有：%%opencypher细胞魔法（也是%%oc）
这些区域有：%%opencyphercell magic（也缩写为%%oc表单），向Neptune 端点发出 OpencyPher 查询。
它接受以下可选的行输入参数：
• 模式— 查询模式：query要么bolt. 未提供该参数时的默认值为query.
• --group-by要么-g— 指定用于对节点进行分组的属性。例如，code, ~id。未提供该参数时的默认值
为~labels.
• --ignore-groups— 如果存在，则忽略所有分组选项。
• --display-propery要么-d— 指定应为每个顶点显示其值的属性。未提供该参数时的默认值
为~labels.
• --edge-display-propery要么-de— 指定应为每条边显示其值的属性。未提供该参数时的默认值
为~labels.
• --label-max-length要么-l— 指定要显示的顶点标签的最大字符数。未提供该参数时的默认值为10.
• --store-to要么-s— 指定要在其中存储查询结果的变量的名称。

这些区域有：%%graph_notebook_vis_options幻
码
这些区域有：%%graph_notebook_vis_optionscell magic 允许您为笔记本设置可视化选项。您可以复
制返回的设置%graph-notebook-vis-options将魔法放入新单元格中，对它们进行更改，然后使用%
%graph_notebook_vis_optionscell magic 来设置新值。
这些选项在中说明vis.js文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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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可视化设置恢复为默认值，可以运行%graph_notebook_vis_options用 a 线魔法reset参数。这会
重置所有可视化设置：
%graph_notebook_vis_options reset

这些区域有：%neptune_ml幻码
您可以使用%neptune_mlline magic 来启动和管理各种 Neptune 机器学习操作。

Note
您还可以使用启动和管理某些 Neptune 机器学习操作%%neptune_ml (p. 39)幻码
• %neptune_ml export start— 启动新的导出作业。

参数
• --export-url ####— (可选的) 可调用导出程序的Amazon API Gateway 终端节点。
• --export-iam— (可选的) 该标志指示对导出网址的请求必须使用 SigV4 进行签名。
• --export-no-ssl— (可选的) 指示连接到导出器时不应使用 SSL 的标志。
• --wait— (可选的) 指示操作应等到导出完成的标志。
• --wait-interval interval-to-wait— (可选的) 设置导出状态检查之间的时间 (以秒为单位) (默
认值: 60)
• --wait-timeout ###— (可选的) 设置在返回最新状态的状态之前，等待导出任务完成的时间（秒）
(秒)默认值: 3600)
• --store-to location-to-store-result— (可选的) 用于存储导出结果的变量。如果--wait指定
后，最终状态将存储在那里。
• %neptune_ml export status— 检索导出任务的状态。

参数
• --job-id ####— 要检索其状态的ID。
• --export-url ####— (可选的) 可调用导出程序的Amazon API Gateway 终端节点。
• --export-iam— (可选的) 该标志指示对导出网址的请求必须使用 SigV4 进行签名。
• --export-no-ssl— (可选的) 指示连接到导出器时不应使用 SSL 的标志。
• --wait— (可选的) 指示操作应等到导出完成的标志。
• --wait-interval interval-to-wait— (可选的) 设置导出状态检查之间的时间 (以秒为单位) (默
认值: 60)
• --wait-timeout ###— (可选的) 设置在返回最新状态的状态之前，等待导出任务完成的时间（秒）
(秒)默认值: 3600)
• --store-to location-to-store-result— (可选的) 用于存储导出结果的变量。如果--wait指定
后，最终状态将存储在那里。
• %neptune_ml dataprocessing start— 启动 Neptune ML 数据处理步骤。

参数
• --job-id ##### ID— (可选的) 要分配给该作业的 ID。
• --s3-input-uri S— (可选的) 用于查找此数据处理作业的输入的 S3 URI。
• --config-file-name ###— (可选的) 此数据处理作业的配置文件的名称。
• --store-to location-to-store-result— (可选的) 存储数据处理结果的变量。
• --wait— (可选的) 指示操作应等到数据处理完成的标志。
• --wait-interval interval-to-wait— (可选的) 设置数据处理状态检查之间的时间 (以秒为单位)
(默认值: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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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it-timeout ###— (可选的) 设置在返回最新状态之前（秒），等待数据处理任务完成的时间
（秒）（秒）默认值: 3600)
• %neptune_ml dataprocessing status— 检索数据处理作业的状态。

参数
• --job-id ###要检索其状态的ID。
• --store-to ####— (可选的) 存储模型训练结果的变量。
• --wait— (可选的) 指示操作应等到模型训练完成的标志。
• --wait-interval interval-to-wait— (可选的) 设置模型训练状态检查之间的间隔时间（以秒为
单位）(默认值: 60)
• --wait-timeout ###— (可选的) 设置在返回最新状态之前（秒），等待数据处理任务完成的时间
（秒）（秒）默认值: 3600)
• %neptune_ml training start— 启动 Neptune 机器学习模型训练过程。

参数
• --job-id ##### ID— (可选的) 要分配给该作业的 ID。
• --data-processing-id ###### ID— (可选的) 创建用于训练的工件的数据处理作业的 ID。
• --s3-output-uri S— (可选的) 存储此模型训练作业输出的 S3 URI。
• --instance-type S— (可选的) 用于此模型训练作业的实例大小。
• --store-to location-to-store-result— (可选的) 存储模型训练结果的变量。
• --wait— (可选的) 指示操作应等到模型训练完成的标志。
• --wait-interval interval-to-wait— (可选的) 设置模型训练状态检查之间的间隔时间（以秒为
单位）(默认值: 60)
• --wait-timeout ###— (可选的) 设置在返回最新状态的模型训练作业完成的时间（秒）（秒）默认
值: 3600)
• %neptune_ml training status— 检索 Neptune 机器学习模型训练作业的状态。

参数
• --job-id ### ID要检索其状态的ID。
• --store-to ####— (可选的) 存储状态结果的变量。
• --wait— (可选的) 指示操作应等到模型训练完成的标志。
• --wait-interval interval-to-wait— (可选的) 设置模型训练状态检查之间的间隔时间（以秒为
单位）(默认值: 60)
• --wait-timeout ###— (可选的) 设置在返回最新状态之前（秒），等待数据处理任务完成的时间
（秒）（秒）默认值: 3600)
• %neptune_ml endpoint create— 为 Neptune 机器学习模型创建查询终端节点。

参数
• --job-id ##### ID— (可选的) 要分配给该作业的 ID。
• --model-job-id ###### ID— (可选的) 要为其创建查询终端节点的模型训练作业的 ID。
• --instance-type S— (可选的) 用于查询终端节点的实例大小。
• --store-to location-to-store-result— (可选的) 存储端点创建结果的变量。
• --wait— (可选的) 指示操作应等到端点创建完成的标志。
• --wait-interval interval-to-wait— (可选的) 设置状态检查之间的时间 (以秒为单位) (默认值:
60)
• --wait-timeout ###— (可选的) 设置在返回最新状态的端点创建任务完成的时间（秒）（秒）默认
值: 3600)
• %neptune_ml endpoint status— 检索 Neptune 查询终端节点 (Neptune) 查询终端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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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 --job-id #### ID— (可选的) 要报告其状态的端点创建作业的 ID。
• --store-to location-to-store-result— (可选的) 存储状态结果的变量。
• --wait— (可选的) 指示操作应等到端点创建完成的标志。
• --wait-interval interval-to-wait— (可选的) 设置状态检查之间的时间 (以秒为单位) (默认值:
60)
• --wait-timeout ###— (可选的) 设置在返回最新状态的端点创建任务完成的时间（秒）（秒）默认
值: 3600)

这些区域有：%%neptune_ml幻码
这些区域有：%%neptune_mlcell magic 会忽略行输入，例如--job-id要么--export-url. 相反，它允许
你提供这些输入以及细胞体内的其他输入。
您也可以将此类输入保存在另一个单元格中，分配给 Jupyter 变量，然后使用该变量将它们注入到单元格主
体中。这样，您就可以一遍又一遍地使用此类输入，而不必每次都重新输入它们。
这仅在注入变量是单元格的唯一内容时才有效。不能在一个单元格中使用多个变量，也不能使用文本和变量
的组合。
例如，%%neptune_ml export startcell magic 可以在单元格正文中使用一个 JSON 文档，该文档包含
中描述的所有参数用于控制 Neptune 导出过程的参数 (p. 424).
在Neptune-ml-01-节点分类简介-Gremlin笔记本，下所示配置功能中的导出数据和模型配置部分，您可以看
到以下单元格如何在分配给名为的 Jupyter 变量的文档中保存导出参数export-params：
export_params = {
"command": "export-pg",
"params": {
"endpoint": neptune_ml.get_host(),
"profile": "neptune_ml",
"useIamAuth": neptune_ml.get_iam(),
"cloneCluster": False
},
"outputS3Path": f'{s3_bucket_uri}/neptune-export',
"additionalParams": {
"neptune_ml": {
"targets": [
{
"node": "movie",
"property": "genre"
}
],
"features": [
{
"node": "movie",
"property": "title",
"type": "word2vec"
},
{
"node": "user",
"property": "age",
"type": "bucket_numerical",
"range" : [1, 100],
"num_buckets": 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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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obSize": "medium"}

运行此单元格时，Jupyter 会以该名称保存参数文档。然后，您可以使用。${export_params}将 JSON 文
档注入%%neptune_ml export start cell，
%%neptune_ml export start --export-url {neptune_ml.get_export_service_host()} --export-iam
--wait --store-to export_results
${export_params}

的可用形式%%neptune_ml幻码
这些区域有：%%neptune_mlcell magic 可以以下列形式使用：
• %%neptune_ml export start— 启动 Neptune 机器学习导出流程。
• %%neptune_ml dataprocessing start— 启动 Neptune 机器学习数据处理作业。
• %%neptune_ml training start— 启动 Neptune 机器学习模型训练工作。
• %%neptune_ml endpoint create— 为模型创建 Neptune 机器学习查询终端节点。

Neptune 工作台中的图形可视化
在许多情况下，Neptune 工作台可以创建查询结果的可视化图表，并以表格形式返回结果。图形可视化可
在图表选项卡中，只要可视化。

Note
要访问您已在使用的 notebook 中最近添加的功能和修复程序，请先停止，然后重新启动您的笔记本
实例。

图表选项卡界面概述
下图标识了 Graph 选项卡中显示的用户界面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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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表搜索
a. 切换UUID： 切换图表搜索中是否包含 ID 属性值。默认情况下，已启用 ID 包含。如果禁用，则 ID 属
性（包括引用节点 ID 的边属性）上的匹配不会导致元素高亮显示。
b. 搜索文本字段： 突出显示包含您在此处指定的文本字符串的所有顶点和边属性值。
2. 图表重置— 重新运行图形物理模拟，并设置缩放以适应窗口中的图形。
3. 切换图表物理特性— 切换图形物理模拟的运行。默认情况下，物理处于启用状态，让图形动态变化。如果
禁用，则移动其他顶点时，顶点将保持锁定在原位。
4. 详细信息视图— 选择节点或边时，将显示元素的属性键和值的列表（如果在查询结果中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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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全屏视图— 展开图形选项卡窗口以适应屏幕。再次单击可最小化图表选项卡。
6. 缩放选项
a. 放大
b. 缩放重置： 设置缩放以使所有顶点适合图表选项卡窗口。
c. 缩小

可视化 Gremlin 查询结果
Neptune Workbench 为任何返回path. 要查看可视化，请选择可视化图表选项卡位于右侧的选项卡控制台选
项卡下运行查询。
您可以使用查询可视化提示来控制可视化工具逻辑示意图查询输出的方式。这些提示遵循%%gremlincell
magic 和前面有--path-pattern（或者它的简写形式，-p) 参数名称:
%%gremlin -p comma-separated hints

您也可以使用--group-by（或者-g) 标志，指定顶点的属性作为其分组依据。这允许为不同的顶点组指定
颜色或图标。
提示的名称反映了在顶点之间遍历时常用的 Gremlin 步骤，它们的行为也相应地。多个提示可以组合使用，
用逗号分隔，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空格。使用的提示应与可视化查询中相应的 Gremlin 步骤相匹配。示例如
下：
%%gremlin -p v,oute,inv
g.V().hasLabel('airport').outE().inV().path().by('code').by('dist').limit(5)

可用的可视化提示如下所示：
v
inv
outv
e
ine
oute

以下是一些使用组可视化图表可视化示例。

API 版本 2020-12-18
42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SPARQL 可视化

可视化 SPARQL 查询结果
Neptune Workbench 为采用以下任一形式的 SPARQL 查询创建查询结果的可视化：
• SELECT ?subject ?predicate ?object
• SELECT ?s ?p ?o
要查看可视化，请选择可视化图表选项卡位于右侧的选项卡表选项卡下运行查询。
默认情况下，SPARQL 可视化仅包含三重模式，其中o?是一个uri或者一个bnode（空白节点）。所有其
他?o诸如文字字符串或整数之类的绑定类型被视为?s可以使用查看的节点详细信息窗格中的图表选项卡。
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在许多情况下，在可视化中。为此，请使用--expand-all之后的查询提示%
%sparql单元格魔法:
%%sparql --expand-all

这告诉可视化工具包括所有?s ?p ?o无论绑定类型如何，都会在图形图中显示结果。
你可以看到这个提示在整个Air-Routes-SPARQL.ipynbnotebook，你可以通过运行带有或不带提示的查
询来试验，看看它在可视化中的区别。

在 Neptune 工作台中访问可视化教程笔记本
Neptune 工作台附带的两个可视化教程笔记本在 Gremlin 和 SPARQL 中提供了大量示例，说明如何有效地
查询图形数据并可视化结果。

导航到可视化笔记本
1.

在左侧的导航窗格中，选择左侧的导航窗格中打开笔记本右边的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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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旦 Neptune ter 打开，会运行 Jupyter，你会看到一个Neptune文件夹位于顶层。选择该文件夹以打开
它。

3.

在下一个级别是一个名为02-可视化. 打开此文件夹。里面有几个笔记本，它们将引导你了解在 Gremlin
和 SPARQL 中查询图形数据的不同方法，以及如何可视化查询结果：
• Airroutes-Gremlin
• Airroutes-sparql
• 工作台可视化博客
• epl-Gremlin
• EPL-SPARQL
选择一个笔记本来试验它包含的查询。

Neptune 中使用第三方软件可视化 Neptune
除了 Amazon Neptune 工作台内置的可视化功能外，您还可以使用由Amazon合作伙伴和第三方供应商，用
于可视化存储在 Neptune 中的数据。

Tom Sawyer 软件
汤姆·索耶观点是一个低代码图形和数据可视化和分析开发平台，用于存储在 Amazon Neptune 中的数据。
集成的设计和预览界面以及大量的 API 库使您能够快速创建生产质量的自定义可视化应用程序。有了 pointand-click 设计器界面和 30 种内置分析算法，您可以设计和开发应用程序，深入了解来自数十个来源的联合
数据。
Tom Sawyer 图形数据库浏览器可以轻松地在 Amazon Neptune 中对数据进行可视化和分析。您无需深入了
解查询语言或架构，即可查看和理解数据中的连接。只需加载选定节点的邻域并按所需方向构建可视化，就
可以在没有技术知识的情况下与数据进行交互。您还可以利用五种独特的图形布局以最有意义的方式显示图
形，并可以应用中心性、聚类和寻路分析来揭示以前看不见的模式。要查看图形数据库浏览器与 Neptune 集
成的示例，请查看此博客帖子. 要开始免费试用 Graph 数据库浏览器，请访问这AmazonMarket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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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情报局
剑桥情报局提供数据可视化技术，用于探索和理解 Amazon Neptune 数据。图形可视化工具包 (KeyLines为
了 JavaScript 开发人员和ReGraphfor React 开发人员）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方法来为 Web 应用程序构建高度
交互和可定制的工具。这些工具包利用 WebGL 和 HTML5 Canvas 实现快速性能，支持高级图形分析功能，
并将灵活性和可扩展性与安全、稳健的架构相结合。这些 SDK 可同时使用 Neptune Gremlin 和 RDF 数据。
查看这些集成教程Gremlin 数据、SPARQL 数据, 和Neptune 架构.
以下是一个示例 KeyLines 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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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istr
Graphistr是一个可视化图形智能平台，它利用 GPU 加速实现丰富的视觉体验。团队可以使用各种功能在
Graphistry 上进行协作，从文件和数据库的无代码探索，到共享 Jupyter 笔记本和 Streamlit 仪表板，再到在
自己的应用程序中使用嵌入 API。
您只需配置并启动graph-app-kit并修改几行代码。Check此博客帖子了解如何使用 Graphistry 和 Neptune 创
建你的第一个仪表板。您也可以尝试NeptunePyGraphistry演示。 PyGraphistry 是用于笔记本的 Python 可视
化图形分析库。签出本教程笔记本为了Neptune PyGraphistry 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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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
隐喻提供了一个灵活的开放平台，用于描述和查询图表数据以及可视化知识图并与之交互。使用隐喻的，
您可以使用 RDF 数据模型在 Neptune 中的知识图之上构建交互式 Web 应用程序，例如可视化和仪表板。
隐喻平台支持低代码开发体验，包括用于数据加载的用户界面、支持 OWL 和 SHACL 的可视本体建模界
面、SPARQL 查询 UI 和查询目录，以及用于图探索、可视化、搜索和创作的丰富的 Web 组件。
以下是一个隐喻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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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平台专为工程、制造、制药、生命科学、金融、保险等领域而设计并高效使用。要查看示例解决方案架
构，请查看此博客帖子.
要开始免费试用 metpaltoryAmazonMarket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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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Neptune
欢迎来到Amazon Neptune。本节可帮助您创建新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和在 Neptune 文档中查找所需的内
容。

Note
适用于Amazon图形数据库参考架构以及参考部署架构，请参阅Amazon Neptune 资源. 这些资源可
帮助您了解有关选择图形数据模型和查询语言的信息，并加快开发过程。
主题
• 创建新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 (p. 52)
• 设置您的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所在的亚马逊 VPC (p. 57)
• 连接到您的Amazon Neptune 图表 (p. 59)
• 在Amazon Neptune 中保护您的数据 (p. 63)
• 开始访问你的 Neptune 图表 (p. 64)
• 将数据加载到Neptune (p. 68)
• 监视Amazon Neptune (p. 69)
• Amazon Neptune 使用全局数据库 (p. 69)
• Neptune 中的故障排除和最佳实践 (p. 78)

创建新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
创建新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最简单方法是使用Amazon CloudFormation模板，它为您创建所有必
需的资源，而无需手动执行任何任务。这些区域有：Amazon CloudFormation模板可为您执行很多设置，包
括创建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 (Amazon EC2) 实例：

使用启动新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Amazon CloudFormation模板
1.
2.
3.

创建具有使用 Neptune 数据库集群所需的权限的新 IAM 用户，如中所述IAM 用户权限 (p. 441).
设置使用所需的其他先决条件Amazon CloudFormation模板，如中所述使用 的先决条件Amazon
CloudFormation来设置Neptune (p. 53).
调用Amazon CloudFormation堆栈，如中所述使用Amazon CloudFormation用于创建 Neptune 数据库集
群的堆栈 (p. 56).

您还可以使用Amazon CloudFormation用于创建 Lambda 函数以用于 Neptune 的模板（请参阅使用Amazon
CloudFormation创建在 Neptune 中使用的 Lambda 函数 (p. 536))。
有关使用手动创建 Amazon Neptune 集群的信息，请使用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请
参阅使用启动 Neptune 数据库集群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 (p. 448).
有关在 Neptune 中管理集群和实例的信息，请参阅管理您的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 (p.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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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的先决条件Amazon CloudFormation来设置
Neptune
在使用创建 Amazon Neptune 集群之前Amazon CloudFormation模板，您需要具有：
• Amazon EC2 key pair。
• 使用所需的权限Amazon CloudFormation.

创建 Amazon EC2 密钥对以使用启动 Neptune 集群Amazon
CloudFormation
为了使用启动 Neptune 数据库集群Amazon CloudFormation模板，则必须在您创建 Amazon EC2key 对（及
其关联的 PEM 文件）可用Amazon CloudFormation堆叠。
如果您需要创建key pair，请参阅使用 Amazon EC2 创建密钥对适用于 Linux 实例的 Amazon EC2 用户指南
中的内容，或使用 Amazon EC2 创建密钥对有关说明，请参阅 Amazon EC2 用户指南（适用于 Windows 实
例）。

添加 IAM 策略以授予使用所需的权限Amazon CloudFormation模
板
首先，您需要为 IAM 用户设置使用 Neptune 所需的权限，如中所述创建具有 Neptune 权限的 IAM 用
户 (p. 441).
然后你需要添加Amazon管理的策略，AWSCloudFormationReadOnlyAccess，发送给该用户。
最后，您需要创建以下客户托管策略并将其添加到该用户：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rds:CreateDBCluster",
"rds:CreateDBInstance"
],
"Resource": [
"arn:aws:rds:*:*:*"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rds:DatabaseEngine": ["graphdb","neptune"]
}
}
},
{
"Action": [
"rds:AddRoleToDBCluster",
"rds:AddSourceIdentifierToSubscription",
"rds:AddTagsToResource",
"rds:ApplyPendingMaintenanceAction",
"rds:CopyDBClusterParameterGroup",
"rds:CopyDBClusterSnapshot",
"rds:CopyDBParameterGroup",
"rds:CreateDBClusterParameterGroup",
"rds:CreateDBClusterSnap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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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s:CreateDBParameterGroup",
"rds:CreateDBSubnetGroup",
"rds:CreateEventSubscription",
"rds:DeleteDBCluster",
"rds:DeleteDBClusterParameterGroup",
"rds:DeleteDBClusterSnapshot",
"rds:DeleteDBInstance",
"rds:DeleteDBParameterGroup",
"rds:DeleteDBSubnetGroup",
"rds:DeleteEventSubscription",
"rds:DescribeAccountAttributes",
"rds:DescribeCertificates",
"rds: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Groups",
"rds: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s",
"rds:Describe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s",
"rds:DescribeDBClusterSnapshots",
"rds:DescribeDBClusters",
"rds:DescribeDBEngineVersions",
"rds:DescribeDBInstances",
"rds:DescribeDBLogFiles",
"rds:DescribeDBParameterGroups",
"rds:DescribeDBParameters",
"rds:DescribeDBSecurityGroups",
"rds:DescribeDBSubnetGroups",
"rds:DescribeEngineDefaultClusterParameters",
"rds:DescribeEngineDefaultParameters",
"rds:DescribeEventCategories",
"rds:DescribeEventSubscriptions",
"rds:DescribeEvents",
"rds:DescribeOptionGroups",
"rds:DescribeOrderableDBInstanceOptions",
"rds:DescribePendingMaintenanceActions",
"rds:DescribeValidDBInstanceModifications",
"rds:DownloadDBLogFilePortion",
"rds:FailoverDBCluster",
"rds:ListTagsForResource",
"rds:ModifyDBCluster",
"rds:ModifyDBClusterParameterGroup",
"rds:Modify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
"rds:ModifyDBInstance",
"rds:ModifyDBParameterGroup",
"rds:ModifyDBSubnetGroup",
"rds:ModifyEventSubscription",
"rds:PromoteReadReplicaDBCluster",
"rds:RebootDBInstance",
"rds:RemoveRoleFromDBCluster",
"rds:RemoveSourceIdentifierFromSubscription",
"rds:RemoveTagsFromResource",
"rds:ResetDBClusterParameterGroup",
"rds:ResetDBParameterGroup",
"rds:RestoreDBClusterFromSnapshot",
"rds:RestoreDBClusterToPointInTime"

],
"Effect": "Allow",
"Resource": [
"*"
]
},
{
"Action": [
"cloudwatch:GetMetricStatistics",
"cloudwatch:ListMetrics",
"ec2:DescribeAccountAttributes",
"ec2:DescribeAvailabilityZones",
"ec2:DescribeSecurityGroups",
"ec2:DescribeSubn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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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2:DescribeVpcAttribute",
"ec2:DescribeVpcs",
"kms:ListAliases",
"kms:ListKeyPolicies",
"kms:ListKeys",
"kms:ListRetirableGrants",
"logs:DescribeLogStreams",
"logs:GetLogEvents",
"sns:ListSubscriptions",
"sns:ListTopics",
"sns:Publish"

],
"Effect": "Allow",
"Resource": [
"*"
]
},
{
"Action": "iam:PassRole",
"Effect": "Allow",
"Resource":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iam:passedToService": "rds.amazonaws.com"
}
}
},
{
"Action": "iam:CreateServiceLinkedRole",
"Effect": "Allow",
"Resource": "arn:aws:iam::*:role/aws-service-role/rds.amazonaws.com/
AWSServiceRoleForRDS",
"Condition": {
"StringLike": {
"iam:AWSServiceName": "rds.amazonaws.com"
}
}
}
]
}

Note

以下权限仅在删除堆栈时需
要：iam:DeleteRole、iam:RemoveRoleFromInstanceProfile、iam:DeleteRolePolicy、iam:DeleteI
和 ec2:DeleteVpcEndpoints。
另请注意，ec2:*Vpc 授予 ec2:DeleteVpc 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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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Amazon CloudFormation用于创建 Neptune 数据
库集群的堆栈
您可以使用Amazon CloudFormation模板以设置 Neptune 数据库集群。
1.

要在 Amazon CloudFormation 控制台中启动 Amazon CloudFormation 堆栈，请选择下表中的 Launch
Stack (启动堆栈) 按钮之一。
Region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州
北部）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美国东部（俄亥俄州）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美国西部（北加利福尼
亚）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美国西部（俄勒冈州）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加拿大（中部）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南美洲（圣保罗）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欧洲（斯德哥尔摩）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欧洲（爱尔兰）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欧洲（伦敦）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欧洲（巴黎）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欧洲（法兰克福）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中东（巴林）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非洲（开普敦）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亚太地区（香港）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亚太地区（东京)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亚太地区（首尔）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亚太地区（新加坡）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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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亚太地区（悉尼）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亚太地区（孟买）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中国（北京）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中国（宁夏）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Amazon GovCloud (美
国西部)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Amazon GovCloud (美
国东部)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2.

在 Select Template 页面上，选择 Next。

3.

在存储库的指定详细信息页面key pair 选择EC2SSHKeyPairName.

启动

要访问 EC2 实例，此密钥对是必需的。确保您具有所选密钥对的 PEM 文件。
4.

选择 Next（下一步）。

5.

在 Options (选项) 页面上，选择 Next (下一步)。

6.

在存储库的审核页面上，选中第一个复选框以确认Amazon CloudFormation将创建 IAM 资源。选中第二
个复选框以确认新堆栈的 CAPABILITY_AUTO_EXPAND。

Note
CAPABILITY_AUTO_EXPAND 明确确认在创建堆栈时将扩展宏，而无需事先审核。用户通常
通过处理的模板创建更改集，以便在实际创建堆栈之前对宏所做的更改进行审核。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 Amazon CloudFormationCreateStack API。
然后选择 Create (创建)。

设置您的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所在的亚马
逊 VPC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可以仅限在 Amazon Virtual Private Cloud (Amazon VPC) 中创建，其终端节点
只能在该 VPC 中访问。设置 VPC 有多种不同的方法，具体取决于您希望如何访问数据库集群。
如果你创建了你的Amazon账户是在 2013 年 12 月 4 目之后使用的，则您在每个Amazon区域。如果您不确
定是否有默认 VPC，请参阅检测您是否有默认 VPC中的Amazon VPC User Guide. 可通过很多方式来配置一
个或多个 VPC。有关默认 VPC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默认 VPC 和默认子网。有关创建您自己的 VPC 的更多
信息，请参阅 Amazon VPC 用户指南。
如果您要使用 Neptune 控制台创建数据库集群，则可让 Neptune 自动为您创建 VPC。Neptune 还可为您创
建 VPC 安全组和数据库子网组，或者您可以自己创建安全组和/或子网组，如以下各部分所述。您如何设置
VPC 将取决于您打算如何设置连接到您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 (p. 59).
以下是在配置 Neptune 数据库集群所在的 VPC 时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 您的 VPC 必须至少有两个子网 (p. 58). 这些子网必须位于两个不同的可用区 (AZ) 中。通过跨至少两个
可用区分配您的集群实例，Neptune 可帮助确保数据库集群中始终有可用的可用的可用的实例，即使出现
可用区故障。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集群卷始终跨三个可用区提供持久性存储，数据丢失的可能性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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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子网必须包含足够大的 CIDR 数据块，以便为 Neptune 在维护活动、故障转移和扩展期间提供可能需
要的 IP 地址。
• VPC 必须具有包含您创建的子网的数据库子网组。Neptune 会选择子网组中的一个子网和该子网中的 IP
地址。然后，数据库实例将位于与子网相同的可用区中。
• VPC 应该具有DNS 启用 (p. 59)（DNS 主机名和 DNS 解析）。
• VPC 必须具有VPC 安全组 (p. 59)允许访问数据库集群。
• Neptune VPC 中的租期应设置为默认值.

将子网添加到 Neptune 数据库集群所在的 VPC
子网是您的 VPC 内的 IP 地址范围。您可以在特定子网中启动 Neptune 数据库集群或 EC2 实例等资源。在
创建子网时，指定子网的 IPv4 CIDR 块，它是 VPC CIDR 块的子集。每个子网都必须完全位于一个可用区
(AZ) 之内，不能跨越多个可用区。通过在独立的可用区内启动实例，您可以保护您的应用程序不受其中一个
可用区故障的影响。请参阅VPC 子网文档了解更多信息。
Neptune 数据库集群需要至少两个 VPC 子网。

将子网添加到 VPC
1.

登录到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Amazon VPC 控制台，网址：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vpc/。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Subnets（子网）。

3.

在VPC 控制面板选择Subnets，然后选择创建子网.

4.

在存储库的创建子网页面上，选择要在其中创建子网的 VPC。

5.

UNDER子网设置中，进行以下选择：
a.

在下输入新子网的名称子网名称.

b.

为子网选择可用区 (AZ)，或将选定保留在无首选项.

c.

在下面输入子网的 IP 地址块IPv4 CIDR 块.

d.

如果需要，可以向子网添加标签。

e.

选择

6.

如果您希望同时创建另一个子网，请选择添加新子网.

7.

选择创建子网以创建新的子网。

在 VPC 中创建子网组
创建子网组。

创建 Neptune 子网组
1.

登录到Amazon管理控制台，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Amazon Neptune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neptune/home.

2.

选择子网组，然后选择创建数据库子网组。

3.

输入新子网组的名称和描述（描述为必填项）。

4.

UNDERVPC，选择要放置此子网组的 VPC。

5.

UNDER可用区中，选择您希望此子网组所在的可用区。

6.

UNDER子网，将此 AZ 中的一个或多个子网添加到此子网组。

7.

选择Create以创建新的子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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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PC 控制台创建安全组
安全组提供了对 VPC 中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访问。它们充当关联数据库集群的防火墙，在实例级别控
制入站和出站流量。默认情况下，将创建带防火墙和默认安全组的数据库实例，用来阻止对它的访问。要启
用访问权限，您必须具有包含其他规则的 VPC 安全组。
以下过程显示了如何添加自定义 TCP 规则，该规则指定了 Amazon EC2 实例用来访问 Neptune 数据库集群
的端口范围和 IP 地址。您可以使用分配到 EC2 实例而不是 IP 地址的 VPC 安全组。

在控制台上为 Neptune 创建 VPC 安全组
1.

登录到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Amazon VPC 控制台，网址：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vpc/。

2.

在控制台的右上角，选择Amazon您要在其中为 Neptune 创建 VPC 安全组的区域。该区域的 Amazon
VPC 资源列表应显示至少有一个 VPC 和多个子网。如果没有显示，则说明您在该区域中没有默认
VPC。

3.

在导航窗格中的下安全，选择个安全组.

4.

选择Create security group（创建安全组）。在创建安全组窗口中，输入安全组名称，a说明，以及您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将驻留的 VPC 的标识符。

5.

为要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 Amazon EC2 实例的安全组添加入站规则：
a.

在入站规则区域中，选择添加规则.

b.

在类型示例，离开自定义 TCPSELECT。

c.

在端口范围框中8182，Neptune 的默认端口值。

d.

UNDER源，输入您将从中访问 Neptune 的 IP 地址范围（CIDR 值），或选择现有安全组名称。

e.

如果需要添加更多 IP 地址或不同端口范围，请选择添加规则。

6.

在出站规则区域，如果需要，还可以添加一个或多个出站规则。

7.

完成后，选择 Create security group (创建安全组)。

在创建新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时，您可以使用此新 VPC 安全组。
如果您使用默认 VPC，则已为您创建跨越该 VPC 的所有子网的默认子网组。在选择Command创建数据库在
Neptune 控制台中，将使用默认 VPC，除非您指定其他 VPC。

请确保您的 VPC 中有 DNS 支持
域名系统 (DNS) 是 Internet 中名称使用的标准，以将名称解析到各自相应的 IP 地址。DNS 主机名称可以唯
一的命名计算机，它由主机名称和域名组成。DNS 服务器会将 DNS 主机名称解析到其相应的 IP 地址。
检查以确保在您的 VPC 中同时启用了 DNS 主机名和 DNS 解析。VPC 网络属性 enableDnsHostnames
和 enableDnsSupport 必须设置为 true. 要查看和修改这些属性，请转到 VPC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vpc/ 的 。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将 DNS 与您的 VPC 一起使用。

Note
如果您使用的是 Route 53，请确认您的配置不会覆盖您的 VPC 中的 DNS 网络属性。

连接到您的Amazon Neptune 图表
创建了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后，下一步是设置要连接到该集群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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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curl或者 awscurl 与你的Neptune 终端节点进行
通信
使用命令行工具将查询提交到 Neptune 数据库集群非常方便，如本文档中的多个示例所示。这些区域有：卷
曲命令行工具是未启用 IAM 身份验证时与 Neptune 终端节点进行通信的绝佳选择。
对于采用 IAM 身份验证的终端是启用，你可以使用awscurl，它使用的语法与curl但支持 IAM 身份验证所需
的签名请求。由于 IAM 身份验证提供了额外的安全性，因此启用它通常是个好主意。
有关如何使用的信息curl（或者awscurl)，请参阅curl 手册页，还有这本书所有东西都curl.
要使用 HTTPS（Neptune 需要）进行连接，curl需要访问相应的证书。只要 curl 可以找到相应的证书，
它即可像处理 HTTP 连接一样处理 HTTPS 连接，而无需额外的参数。同样适用于awscurl. 本文档中的示
例基于该场景。
要了解如何获取此类证书，以及如何将它们正确格式化为证书颁发机构 (CA) 证书存储区curl可以使用，
看SL 证书中的curl文档中）。
然后，您使用 CURL_CA_BUNDLE 环境变量指定此 CA 证书存储的位置。在 Windows 上，curl 自动在名为
curl-ca-bundle.crt 的文件中查找它。首先在与 curl.exe 相同的目录中查找，然后在路径的其他位置
查找。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SSL 证书验证。

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不同方法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可以仅限在Amazon Virtual Private Cloud (Amazon VPC) 中创建的终端节点。
有多种不同的方法可以在其 VPC 中设置对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访问权限：
• 从同一 VPC 中的 Amazon EC2 实例连接 (p. 60)
• 从另一个 VPC 中的 Amazon EC2 实例进行连接 (p. 62)
• 从专用网络连接 (p. 62)

从同一 VPC 中的 Amazon EC2 实例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集群
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的最常用方式之一是通过与您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位于同一 VPC 中的 Amazon
EC2 实例。例如，EC2 实例可能正在运行连接互联网的 Web 服务器。在这种情况下，只有 EC2 实例可以访
问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互联网只能访问 EC2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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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启用此配置，您需要设置正确的 VPC 安全组和子网组。Web 服务器托管在公有存储网中，以便它可访
问公有集网，并且您的 Neptune 集群实例托管在私有存储桶中，以确保其安全。请参阅 设置您的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所在的亚马逊 VPC (p. 57)。
为了让 Amazon EC2 实例连接到（例如，端口）上的 Neptune 终端节点8182，您将需要设置一个安全组来
执行此操作。例如，如果您的 Amazon EC2 实例使用名为的安全组ec2-sg1，你需要创建另一个 Amazon
EC2 安全组（比方说db-sg1) 具有端口的入站规则8182并且Hasec2-sg1作为其来源。然后，添加dbsg1到您的 Neptune 集群以允许连接。
创建 Amazon EC2 实例后，可以使用 SH 登录到该实例并连接到您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有关使用 SH
连接到 EC2 实例的信息，请参阅连接到您的 Linux 实例中的Amazon EC2 Linux 实例.
如果您在使用 Linux 或 macOS 命令行连接到 EC2 实例，则可以从 堆栈输出部分的 SSHAccessAmazon
CloudFormation 项目中复制 SSH 命令。您在当前目录中必须具有 PEM 文件并且 PEM 文件权限必须设置为
400 (chmod 400 keypair.pem)。

创建包含公有子网和私有子网的 VPC
1.

登录到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Amazon VPC 控制台，网址：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vpc/。

2.

在 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 的右上角，选择要在其中创建 VPC 的区域。

3.

在VPC 控制面板，选择VPC 向导.

4.

完成VPC 设置示例创建 VPC页：

5.

a.

在 Resources to create（要创建的资源）下，选择 VPC, subnets, etc.（VPC、子网等）。

b.

保留默认名称标签不变，或输入您选择的名称，或取消选中自动生成复选框以禁用名称标签生成。

c.

将 IPv4 CIDR 块值保留为10.0.0.0/16.

d.

将 IPv6 CIDR 块值保留为无 IPv6 CIDR 块.

e.

离开租期在默认值.

f.

将保留的数量可用区 (AZ)在2.

g.

LEVENAT 网关 ($)在None（无），除非您将需要一个或多个 NAT 网关。

h.

SetVPC 终端节点到None（无），除非您将使用 Amazon S3。

i.

二者启用 DNS 主机名和启用 DNS 解析应该被检查。

选择 Create VPC（创建 V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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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 VPC 中的 Amazon EC2 实例访问您的数据库
集群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可以仅限在Amazon Virtual Private Cloud PC) 中创建，并且其终端节点只
能在该 VPC 中访问，并且其终端节点只能在该 VPC 中访问，通常从该 VPC 中运行的Amazon EElastic
Compute Cloud (Amazon EC2) 实例进行访问。
当您的数据库集群与您用来访问它的 EC2 实例位于不同 VPC 中时，可使用VPC 对等要建立连接，请执行以
下操作：

VPC 对等连接是两个 VPC 之间的连接，它们之间私下路由流量，以便任一 VPC 中的实例可以像在同一网
络中那样进行通信。您可以在账户中的 VPC 之间、VPC 之间创建 VPC 对等连接Amazon账户和另一个中的
VPCAmazon账户，或使用不同的 VPCAmazon区域。
Amazon使用 VPC 的现有基础设施创建 VPC 对等连接。它既不是网关，也不是一个AmazonSite-to-Site
VPN 连接，因此不依赖某个独立的实体硬件。它没有单点通信故障，也没有带宽瓶颈。
请参阅Amazon VPC Peering Guide了解有关如何使用 VPC 对等互连的更多信息。

从私有网络访问数据库集群
您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从专用网络访问 Neptune 数据库集群：
• 使用Amazon站点到站点 VPN连接。
• 使用AmazonDirect Connect连接。
上面的链接包含有关这些连接方法以及如何设置这些方法的信息。的配置Amazon站点到站点连接可能如下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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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mazon Neptune 中保护您的数据
有多种方式可保护您的 Amazon Neptune 集群。

使用 IAM 策略限制对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访问
要控制可对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和数据库实例执行 Neptune 管理操作的人员，请使用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
使用 IAM 账户访问 Neptune 控制台时，必须先登录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在打开
Neptune 控制台之前使用你的 IAM 账户https://console.aws.amazon.com/neptune/home.
当你连接到Amazon使用 IAM 凭证，您的 IAM 账户必须具有授予执行 Neptune 管理操作所需的权限的 IAM
策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不同类型的 IAM 策略来控制对 Neptune 的访问 (p. 159)。

使用 VPC 安全组可限制对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访问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必须在 Amazon Virtual Ploud (Azon VPC irtual) 中创建。要控制哪些设备和 EC2 实例
能够建立与 VPC 中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数据库实例的终端节点和端口的连接，请使用 VPC 安全组。有关
VPCs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 VPC 控制台创建安全组 (p. 59)。

使用 IAM 身份验证限制对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访问
如果您启用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 身份验证在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中，访问该数
据库集群的任何人都必须首先进行身份验证。请参阅概述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 在
Amazon Neptune 中 (p. 140)了解有关设置 IAM 身份验证的信息。
有关使用临时凭证进行身份验证的信息，包括适用于Amazon CLI、Amazon Lambda和 Amazon EC2，请参
阅the section called “临时证书” (p. 199).
以下链接提供了有关使用单个查询语言的 IAM 身份验证连接到 Neptune 的其他信息：

使用 Gremlin 进行 IAM 身份验证
• the section called “Gremlin 控制台” (p. 144)
• the section called “Gremlin Java” (p. 147)
• the section called “Python 示例” (p. 151)

Note
本示例适用于 Gremlin 和 SPARQL。

使用 OpencyPher 进行 IAM 身份验证
• the section called “Gremlin 控制台” (p. 144)
• the section called “Gremlin Java” (p. 147)
• the section called “Python 示例” (p. 151)

Note
本示例适用于 Gremlin 和 SPARQL。

将 SPARQL 与 IAM 身份验证结合使用
• the section called “SPARQL Java（RDF4J 和 Jena）” (p.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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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ection called “Python 示例” (p. 151)

Note
本示例适用于 Gremlin 和 SPARQL。

开始访问你的 Neptune 图表
创建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并建立连接后，下一步就是与其通信以加载数据、进行查询等。为此，大多数人使
用curl要么awscurl命令line。

设置curl与你的Neptune 终端节点通信
如本文档中的多个示例所示，卷曲命令行工具是用于与 Neptune 终端节点进行通信的方便选项。有关该工具
的信息，请参阅 curl 手册页面和电子书 Everything curl。
要使用 HTTPS 进行连接（正如我们所建议以及在大多数区域中所Neptune 的），请执行以下操作：curl需
要访问相应的证书。要了解如何获取这些证书，以及如何将它们正确格式化为证书颁发机构 (CA) 证书存储
区curl可以使用，看SL 证书中的curl文档中）。
然后，您使用 CURL_CA_BUNDLE 环境变量指定此 CA 证书存储的位置。在 Windows 上，curl 自动在名为
curl-ca-bundle.crt 的文件中查找它。首先在与 curl.exe 相同的目录中查找，然后在路径的其他位置
查找。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SSL 证书验证。
只要 curl 可以找到相应的证书，它即可像处理 HTTP 连接一样处理 HTTPS 连接，而无需额外的参数。本
文档中的示例基于该场景。

使用查询语言访问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中的图形数据
连接后，您可以使用 Gremlin 和 OpencyPher 查询语言来创建和查询属性图，或者使用 SPARQL 查询语言
创建和查询包含 RDF 数据的图形。

Neptune 支持的图形查询语言
• Gremlin (p. 256)是用于属性图的图遍历语言。采用 Gremlin 的查询是由离散步骤组成的遍历，每个步骤
都沿着一条边到达节点。请参阅 Gremlin 文档，网址为阿帕奇 TinkerPop3有关.
Gremlin 的 Neptune 实施与其他实施有一些差别，尤其是在您使用 Gremlin-Groovy 时（作为序列化文本
发送的 Gremlin 查询）。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Neptune 中的 Gremlin 标准合规性 (p. 80)。
• OpencyPher (p. 332)是属性图的声明式，最初由 Neo4j 开发，然后在 2015 年开源，为OpencyPher在
Apache 2 开源许可证下的项目。其语法记录在Cypher 查询语言参考，版本 9.
• SPRACL (p. 365)是一种声明式查询语言RDF数据，基于由万维网联盟 (W3C) 标准化的图形模式匹
配，SPARQL 1.1 概述) 和SPARQL 1.1 查询语言规范。

Note
你可以同时使用 Gremlin 和 OpencyPher 访问Neptune 中的属性图数据，但不能使用 SPARQL。同
样，你只能使用 SPARQL 访问 RDF 数据，而不能使用 Gremlin 或 OpencyPher 访问 RDF 数据。

使用 Gremlin 访问Amazon Neptune 中的图表
你可以使用 Gremlin 控制台来试验 TinkerPop REPL 中的图形和查询 (read-eval-print 循环）环境。
以下教程为您演练使用 Gremlin 控制台将顶点、边缘、属性以及更多内容添加到Neptune 图形的过程，重点
讲述特定于Neptune 的 Gremlin 实施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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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此示例假定您已完成以下内容：
• 您已使用 SSH 连接到Amazon EC2 实例。
• 您已创建了一个Neptune 集群，如中所述。创建数据库集群 (p. 52).
• 您已安装了 Gremlin 控制台，如 安装 Gremlin 控制台 (p. 257) 中所述。

使用 Gremlin 控制台
1.

将目录更改为解压缩 Gremlin 控制台文件所在的文件夹。
cd apache-tinkerpop-gremlin-console-3.5.2

2.

输入以下命令以运行 Gremlin 控制台。
bin/gremlin.sh

您应看到以下输出：
\,,,/
(o o)
-----oOOo-(3)-oOOo----plugin activated: tinkerpop.server
plugin activated: tinkerpop.utilities
plugin activated: tinkerpop.tinkergraph
gremlin>

您现在位于 gremlin> 提示符处。您在此提示符处输入剩余步骤。
3.

在gremlin>提示符处，输入以下命令以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remote connect tinkerpop.server conf/neptune-remote.yaml

4.

在 gremlin> 提示符处，输入以下命令以切换到远程模式。这会将所有 Gremlin 查询发送到远程连接。
:remote console

5.

添加带有标签和属性的顶点。
g.addV('person').property('name', 'justin')

顶点分配有包含 GUID 的 string ID。Neptune 中的所有顶点 ID 均为字符串。
6.

添加具有自定义 ID 的顶点。
g.addV('person').property(id, '1').property('name', 'martin')

id 属性未使用引号引起来。这是顶点 ID 的关键字。顶点 ID 具有一个字符串，其中包含数字 1。
普通属性名称必须包含在引号中。
7.

更改属性或添加属性（如果属性不存在）。
g.V('1').property(single, 'name', 'mar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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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介绍如何更改上一步中顶点的 name 属性。这会从 name 属性删除现有值。
如果您未指定 single，则会改为将值附加到 name 属性（如果尚未附加）。
8.

添加属性，但在属性已有值时附加属性。
g.V('1').property('age', 29)

Neptune 使用集基数作为默认操作。
此命令添加值为 29 的 age 属性，但不替换任何现有值。
如果 age 属性已有值，此命令将 29 附加到属性。例如，如果 age 属性是 27，则新值将为 [ 27,
29 ]。
9.

添加多个顶点。
g.addV('person').property(id, '2').property('name', 'vadas').property('age',
27).iterate()
g.addV('software').property(id, '3').property('name', 'lop').property('lang',
'java').iterate()
g.addV('person').property(id, '4').property('name', 'josh').property('age',
32).iterate()
g.addV('software').property(id, '5').property('name', 'ripple').property('lang',
'java').iterate()
g.addV('person').property(id, '6').property('name', 'peter').property('age', 35)

您可以同时将多个语句添加到 Neptune。
语句可以使用换行符 ('\n')、空格 (' ')、分号 ('; ') 或什么都不使用（例
如，g.addV(‘person’).iterate()g.V() 是有效的）来分隔。

Note
Gremlin 控制台对每个换行符 ('\n') 发送单独的命令，因此在该例中，它们每一个都是一项单
独的事务。此示例的每个命令位于单独一行中，以便阅读。删除换行符 ('\n') 可以将其通过
Gremlin 控制台作为单个命令发送。
除了最后一条语句之外的所有语句必须以终止步骤结尾，例如 .next() 或 .iterate()，否则语句不
会运行。Gremlin 控制台不需要这些终止步骤。使用.iterate无论何时您不需要序列化结果。
一起发送的所有语句包括在单个事务处理中，并且一起成功或失败。
10. 添加边缘。
g.V('1').addE('knows').to(__.V('2')).property('weight', 0.5).iterate()
g.addE('knows').from(__.V('1')).to(__.V('4')).property('weight', 1.0)

这里介绍了两种不同的方法来添加边缘。
11. 添加现代图形的其余部分。
g.V('1').addE('created').to(__.V('3')).property('weight', 0.4).iterate()
g.V('4').addE('created').to(__.V('5')).property('weight', 1.0).iterate()
g.V('4').addE('knows').to(__.V('3')).property('weight', 0.4).iterate()
g.V('6').addE('created').to(__.V('3')).property('weight', 0.2)

12. 删除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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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V().has('name', 'justin').drop()

删除 name 属性等于 justin 的顶点。

Important
到这里，您拥有了完整的 Apache TinkerPop 现代图形。中的示例遍历部分的 TinkerPop 文档
使用现代图。
13. 运行遍历。
g.V().hasLabel('person')

返回所有 person 顶点。
14. 使用值运行遍历 (valueMap())。
g.V().has('name', 'marko').out('knows').valueMap()

返回 marko“知道”的所有顶点的键值对。
15. 指定多个标签。
g.addV("Label1::Label2::Label3")

Neptune 支持一个顶点的多个标签。创建标签时，您可以指定多个标签，同时使用 :: 分隔它们。
此示例添加具有三个不同标签的顶点。
hasLabel 步骤与具有以下任一三个标签的此顶点相匹
配：hasLabel("Label1")、hasLabel("Label2") 和 hasLabel("Label3")。
:: 分隔符仅用于此用途。
您不能在 hasLabel 步骤中指定多个标签。例如，hasLabel("Label1::Label2") 与任何内容都不
匹配。
16. 指定时间/日期。
g.V().property(single, 'lastUpdate', datetime('2018-01-01T00:00:00'))

Neptune 不支持 Java 日期。改用 datetime() 函数。datetime() 接受符合 ISO8061 的 datetime
字符串。
支持以下格式：YYYY-MM-DD, YYYY-MM-DDTHH:mm、YYYY-MM-DDTHH:mm:SS 和 YYYY-MMDDTHH:mm:SSZ。
17. 删除顶点、属性或边缘。
g.V().hasLabel('person').properties('age').drop().iterate()
g.V('1').drop().iterate()
g.V().outE().hasLabel('created').drop()

下面是几个删除示例。

Note
API一起使用。请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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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完成后，输入以下命令以退出 Gremlin 控制台。
:exit

Note
使用分号 (;) 或换行符 (\n) 分隔每个语句。
在最后遍历之前的每个遍历必须以要执行的 iterate() 结尾。仅返回最后遍历中的数据。

使用 OpencyPher 访问Amazon Neptune 中的图表
使用 RDF 和 SPARQL 在Amazon Neptune 中访问图形
SPARQL 是一种用于资源描述框架 (RDF) 的查询语言，这是一种专为 Web 设计的图形数据格式。Amazon
Neptune 与 SPARQL 1.1 兼容。这意味着，您可以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并使用中所述的查询语言查
询图形。SPARQL 1.1 查询语言规范。
SPARQL 中的查询包含一个用于指定要返回的变量的 SELECT 子句和一个用于指定要在图形中匹配的数据的
WHERE 子句。如果您不熟悉 SPARQL 查询，请参阅 SPARQL 1.1 查询语言中的编写简单查询。
SPARQL 查询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 HTTP 终端节点为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
sparql.

连接到 SPARQL
1.

您可以从 Neptune 集群获取的 SPARQL 终端节点SparqlEndpoint中的项目输出的 部分Amazon
CloudFormation堆叠。

2.

输入以下命令以提交 SPARQLUPDATE使用 HTTPPOST和卷曲命令。
curl -X POST --data-binary 'update=INSERT DATA { <https://test.com/s> <https://
test.com/p> <https://test.com/o> . }'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sparql

上述示例将以下三元组插入 SPARQL 默认图形中：<https://test.com/s> <https://
test.com/p> <https://test.com/o>
3.

输入以下命令以提交 SPARQLQUERY使用 HTTPPOST和卷曲命令。
curl -X POST --data-binary 'query=select ?s ?p ?o where {?s ?p ?o} limit 10'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sparql

前面的示例最多返回 10 个三元组 (subject-predicate-object) 在图表中使用?s ?p ?o限制为 10 的查
询。要查询其他内容，请将其替换为其他 SPARQL 查询。

Note
对于 SELECT 和 ASK 查询，响应的默认 MIME 类型为 application/sparql-results
+json。
对于 CONSTRUCT 和 DESCRIBE 查询，响应的默认 MIME 类型为 application/n-quads。
有关所有可用的 MIME 类型的列表，请参阅 SPARQL HTTP API (p. 371)。

将数据加载到Neptune
Amazon Neptune 提供将数据从外部文件直接加载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中的过程。可使用此过程代替执行
大量 INSERT 语句、addV 和 addE 步骤或其他 API 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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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指向额外加载信息的链接。
• 加载数据的方法–加载数据 (p. 214)
• 批量加载程序支持的数据格式–the section called “数据格式” (p. 218)
• 加载示例–the section called “加载示例” (p. 226)

监视Amazon Neptune
Amazon Neptune 支持以下监控方法。
• 亚马逊 CloudWatch-Amazon Neptune 会自动将指标发送到 CloudWatch 也支持 CloudWatch Alarms。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使用 CloudWatch” (p. 660)。
• Amazon CloudTrailAmazon Neptune 支持使用 API 日志记录 CloudTrail.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使用记录 Neptune API 调用Amazon CloudTrail” (p. 671)。
• 标记— 使用标签向您的 Neptune 资源添加元数据并基于标签跟踪使用情况。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为Neptune 资源添加标签” (p. 681)。
• 审计日志文件— 使用 Neptune 控制台来查看、下载或监控数据库日志文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Neptune 审核日志” (p. 669)。
• 实例状态— 检查 Neptune 实例的图形数据库引擎的运行状况，查明安装了引擎的哪个版本，并使用实例
状态 API (p. 658).

Amazon Neptune 使用全局数据库
Amazon Neptune 全局数据库跨多个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可实现低延迟的全局读取，并在停机影响
整个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
Neptune 全局数据库由一个区域中的主数据库集群和不同区域中的最多五个辅助数据库集群组成。
只能在主区域中进行写入。次区域仅支持读取。每个辅助区域最多可以有 16 个读取器实例。
主题
• Amazon Neptune 中全局数据库概览 (p. 69)
• 在 Amazon Neptune 中使用全局数据库的优势 (p. 70)
• Amazon Neptune 中全局数据库的限制 (p. 70)
• 在 Amazon Neptune 中设置全局数据库 (p. 71)
• 管理 Amazon Neptune 全局数据库 (p. 74)
• 在 Neptune 全局数据库中使用故障转移 (p. 75)
• 使用监视 Neptune 全局数据库 CloudWatch 指标 (p. 77)

Amazon Neptune 中全局数据库概览
使用 Neptune 全局数据库，您可以在跨多个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
Neptune 全局数据库由主数据库中的一个数据库集群组成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写入数据的地方，
辅助数据库中最多五个只读数据库集群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 当您在主数据库集群上执行写入操作
时，Neptune 会将写入的数据复制到使用专用基础设施的所有辅助数据库集群，延迟通常不到一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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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了跨越两个的全局数据库示例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

您可以通过添加一个或多个只读副本实例以独立地扩展每个辅助集群以处理只读工作负载。
要执行写入操作，您必须连接到主数据库集群的数据库终端节点。只有主集群才能执行写入操作。然后，如
上图所示，复制由集群存储卷 (p. 113)，而不是数据库引擎。
Neptune 全局数据库专为遍布全球的应用程序而设计。只读辅助数据库集群支持更靠近应用程序用户的读取
操作。
Neptune 全局数据库支持两种不同的故障转移方法：
• 要从主要区域的中断中恢复，请使用手动计划外 detach-and-promote (p. 76)过程，您可以分离其中一
个辅助集群并将其变成独立的集群，然后将其提升成为新的主集群。
• 对于计划内的操作程序，例如维护、使用托管计划内故障转移 (p. 76)，您可以将主集群重新定位到自己
的某个辅助区域，而不会造成数据丢失。

在 Amazon Neptune 中使用全局数据库的优势
使用全局数据库有以下优势：
• 具有本地延迟的全局读取— 如果您在世界各地都设有办事处，则全球数据库可让次要区域的办公室在本地
延迟的情况下访问其所在区域的数据。
• 可扩展的辅助 Neptune 数据库集群— 您可以通过添加只读副本数据库实例来扩展辅助集群。由于辅助集
群为只读模式，因此每个集群最多可以支持 16 个只读副本，而不符合通常 15 个此类副本的限制。
• 快速复制到辅助数据库集群— 从主到辅助数据库集群复制非常快，滞后通常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
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少于主数据库集群。由于复制是在存储级别执行的，因此数据库
实例资源完全可用于应用程序读取和写入工作负载。
• 从区域范围的停机中恢复— 辅助数据库集群使您能够比传统复制解决方案更快地、RTO 更低、数据损失
（RPO 更低）更少。

Amazon Neptune 中全局数据库的限制
以下限制目前适用于 全局数据库：
• Neptune 全局数据库仅在以下数据库中可用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
• 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部）：us-east-1
• 美国东部（俄亥俄）：us-east-2
• 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北部）：us-west-1
• 美国西部（俄勒冈）：us-we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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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爱尔兰）：eu-west-1
• 欧洲（伦敦）：eu-west-2
• 亚太地区（东京）：ap-northeast-1
• Neptune 全局数据库不支持辅助数据库集群的auto-scaling。
• 在对全局数据库执行主要版本升级时，无法将自定义参数组应用于全局数据库的主版本。相反，请在全局
集群的每个区域中创建自定义参数组，然后在升级后手动将它们应用于区域集群。
• 您无法单独地停止或启动全局数据库中的数据库集群。
• 在某些情况下，辅助数据库集群中的只读副本实例可能会重新启动。如果主集群的写入器实例重新启动或
发生故障转移，辅助区域中的所有实例也会重新启动。随后辅助集群将不可用，直到其所有实例与主数据
库集群的写入器实例恢复同步。

在 Amazon Neptune 中设置全局数据库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之一创建 Neptune 全局数据库：
• 使用所有新数据库集群和实例创建全局数据库 (p. 72).
• 创建全局数据库，并将现有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用作主集群 (p. 73).
主题
• Amazon Neptune 中全局数据库的配置要求 (p. 71)
• 使用Amazon CLI在 Amazon Neptune 中创建全局数据库 (p. 72)
• 将现有数据库集群转变为全局数据库 (p. 73)
• 将辅助全局数据库区域添加到 Amazon Neptune 中的主要区域 (p. 73)
• 连接到Neptune 全局数据库 (p. 74)

Amazon Neptune 中全局数据库的配置要求
每个 Neptune 全局数据库跨越至少两个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 主重音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包
含具有一个写入器实例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1 到 5 个中学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每个都包含完全
由只读副本实例组成的只读 Neptune 数据库集群。至少有一个中学读写入器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是
必需的。
组成全局数据库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具有以下特定要求：
• 数据库实例类要求— 全局数据库需要r5要么r6g针对内存密集型工作负载进行了优化的数据库实例类，例
如db.r5.large实例类型。
• 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要求— 全局数据库需要一个主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合而为一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以及至少一个在不同区域中的辅助 Neptune 数据库集群。您最多可以创建五个辅助只读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它们必须各在不同的区域中。换句话说，Neptune Global Database 中没有两个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可位于同一个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
• 引擎版本要求— 全局数据库中所有数据库集群使用的 Neptune 引擎版本应相同，且必须大于或等
于1.2.0.0. 如果在创建新的全局数据库、集群或实例时未指定引擎版本，则将使用最新的引擎版本。

Important
尽管可以为全局数据库中的每个数据库集群单独配置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但如果必须将辅助集群提
升为主集群，则最好在集群之间保持设置一致，以避免出现意外的行为更改。例如，对于所有数据
库集群中的对象索引、流等使用相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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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Amazon CLI在 Amazon Neptune 中创建全局数据库
Note
此部分的示例是遵循 UNIX 惯例，即使用反斜杠 (\) 作为行扩展字符。对于 Windows，请将反斜线
替换为脱字号 (^)。

使用创建全局数据库Amazon CLI
1.

首先使用创建空全局数据库create-global-cluster Amazon CLI命令（它包
装CreateGlobalCluster (p. 856)API)。指定 Parameters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你想成为主引擎，
将 Neptune 设置为数据库引擎，并可选择指定要使用的引擎版本（必须是 1.2.0.0 或更高版本）：
aws neptune create-global-cluster
--region (primary region, such as us-east-1) \
--global-cluster-identifier (ID for the global database) \
--engine neptune \
--engine-version (engine version; this is optional)

2.

全局数据库可能需要过几分钟才能使用，因此，在进行下一步之前，请使用describe-globalclustersCLI 命令（它封装了DescribeGlobalClusters (p. 861)API）来检查全局数据库是否可用：
aws neptune describe-global-clusters \
--region (primary region) \
--global-cluster-identifier (global database ID)

3.

在 Neptune 全局数据库可用之后，您可以创建一个新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作为其主集群：
aws neptune create-db-cluster \
--region (primary region) \
--db-cluster-identifier (ID for the primary DB cluster) \
--engine neptune \
--engine-version (engine version; must be >= 1.2.0.0) \
--global-cluster-identifier (global database ID)

4.

使用describe-db-clusters Amazon CLI命令确认新数据库集群已准备就绪，您可以添加其主数据
库实例：
aws neptune describe-db-clusters \
--region (primary region) \
--db-cluster-identifier (primary DB cluster ID)

当响应显示时"Status": "available"，请继续执行下一步。
5.

使用创建主集群的主数据库实例create-db-instance Amazon CLI命令。你必须使用内存优化的之
一r5要么r6g实例类型，例如db.r5.large.
aws neptune create-db-instance \
--region (primary region) \
--db-cluster-identifier (primary cluster ID) \
--db-instance-class (instance class) \
--db-instance-identifier (ID for the DB instance) \
--engine neptune \
--engine-version (optional: engine version)

Note
如果您计划使用 Neptune 批量加载器向新的主数据库集群添加数据，请执行此操作以前您可以添加
次要区域。这比在全局数据库完全设置完毕后执行批量加载更快、更具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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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向新的全局数据库中添加一个或多个辅助区域，如中所述使用添加次要区域Amazon CLI (p. 73).

将现有数据库集群转变为全局数据库
Note
在此预览中，create-global-clusterAPI 不支持使用 source-db-cluster-identifier 参数将现有
数据库集群转换为 Neptune 全局数据库。在 GA 版本中，它会。
要将现有数据库集群转换为全局数据库，请使用create-global-cluster Amazon CLI命令来创建新的全
局数据库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作为现有数据库集群所在的位置，并设置其--source-db-clusteridentifier参数添加到位于此处的现有集群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aws neptune create-global-cluster \
--region (region where the existing cluster is located) \
--global-cluster-identifier (provide an ID for the new global database) \
--source-db-cluster-identifier (the ARN of the existing DB cluster) \
--engine neptune \
--engine-version (engine version; this is optional)

现在，向新的全局数据库中添加一个或多个辅助区域，如中所述使用添加次要区域Amazon CLI (p. 73).

使用从快照还原的数据库集群作为主集群
您可以将从快照还原的数据库集群转换为 Neptune 全局数据库。完成还原后，将它创建的数据库集群变成新
的全局数据库的主集群。

将辅助全局数据库区域添加到 Amazon Neptune 中的主要区域
Neptune 全局数据库至少需要一个不同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而不是主数据库集群。您最多可以将五个
辅助数据库集群挂载到主数据库集群。
您添加的每个辅助数据库集群都会将主集群上可拥有的只读副本实例的最大数量减少一个。例如，如果有 4
个辅助群集，则主集群上可以拥有的最大只读副本实例数为15 - 4 = 11. 这意味着，如果有 1 个备用集群
且主数据库集群中已有 14 个读取器实例，则无法添加其他辅助集群。

使用Amazon CLI在Neptune 的全局数据库中添加辅助区域
添加辅助设备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使用的 Neptune 全局数据库Amazon CLI
1.

使用create-db-cluster Amazon CLI命令在主集群所在区域创建新的数据库集群，并设置其-global-cluster-identifier参数来指定全局数据库的 ID：
aws neptune create-db-cluster \
--region (the secondary region) \
--db-cluster-identifier (ID for the new secondary DB cluster) \
--global-cluster-identifier (global database ID)
--engine neptune \
--engine-version (optional: engine version)

2.

使用describe-db-clusters Amazon CLI命令确认新数据库集群已准备就绪，您可以添加其主数据
库实例：
aws neptune describe-db-clusters \
--region (primary region) \
--db-cluster-identifier (primary DB cluster ID)

当响应显示时"Status": "available"，请继续执行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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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为主集群创建主数据库实例create-db-instance Amazon CLI命令，在r5要么r6g实例类：
aws neptune create-db-instance \
--region (secondary region) \
--db-cluster-identifier (secondary cluster ID) \
--db-instance-class (instance class) \
--db-instance-identifier (ID for the DB instance) \
--engine neptune \
--engine-version (optional: engine version)

Note
如果您不打算在辅助区域中处理大量读取请求，并且主要关心的是将数据可靠地备份到该区域，则
可以创建没有数据库实例的辅助数据库集群。这样可以节省资金，因为您只需为辅助集群的存储付
费，Neptune 将与主数据库集群中的存储保持同步。

连接到Neptune 全局数据库
连接到 Neptune 全局数据库的方式取决于您是需要写入数据库还是从中读取：
• 对于只读请求或查询，请连接到中 Neptune 集群的读取器终端节点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
• 要运行变更查询，请连接到主数据库集群的集群终端节点，该终端节点可能位于不同的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比你的应用程序。

管理 Amazon Neptune 全局数据库
除了托管的计划内故障转移以外，您可对构成 Neptune 全局数据库的各个集群执行大多数的管理操作。托管
的计划内故障转移过程仅适用于 Neptune 全局数据库，而不适用于单个 Neptune 数据库群集。要了解更多
信息，请参阅 执行 Neptune 全球数据库的托管计划内故障转移 (p. 76)。
要从主区域的计划外停机中恢复 Neptune 全局数据库，请参阅Detach-and-promote 计划外停机时使用
Neptune 全局数据库 (p. 76).
尽管您可以为全局数据库中的每个 Neptune 集群单独配置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但如果将辅助集群提升为主集
群，则最好在所有集群之间保持设置一致，以避免出现意外的行为变化。例如，对于所有数据库集群中的对
象索引、流等使用相同设置。

从 Neptune 全局数据库中删除数据库集群
出于多种原因，您可能要从全局数据库中删除数据库集群。例如：
• 如果主群集已降级或处于隔离状态，您可以将其从全局数据库中移除，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置备群
集，可用于创建新的全局数据库（请参阅Detach-and-promote 计划外停机时使用 Neptune 全局数据
库 (p. 76))。
• 如果您想要删除全局数据库，您必须从该数据库中删除（分离）所有关联的集群（请参阅删除 Neptune 全
局数据库 (p. 75).
您可以使用remove-from-global-clusterCLI 命令（它封装了RemoveFromGlobalCluster (p. 864)API），将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与全局数据库分离：
aws neptune remove-from-global-cluster \
--region (region of the cluster to remove) \
--global-cluster-identifier (global database 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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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cluster-identifier (ARN of the cluster to remove)

分离的数据库集群随后变成独立的数据库集群。

删除 Neptune 全局数据库
您不能一步删除全局数据库及其关联集群。相反，你必须逐个删除它的组件：
1. 从全局数据库分离所有辅助数据库集群，如中所述移除集群 (p. 74). 如果您愿意，现在可以单独删除它
们。
2. 从全局数据库分离主数据库集群。
3. 从主集群中删除所有只读副本数据库实例。
4. 从主集群中删除主（写入器）数据库实例。这将删除数据库集群。
5. 删除全局数据库本身。要执行此操作Amazon CLI，使用delete-global-clusterCLI 命令（它封装
了DeleteGlobalCluster (p. 858)API)，如下所示操作：
aws neptune delete-global-cluster \
--region (region of the DB cluster to delete) \
--global-cluster-identifier (global database ID)

修改 Neptune 全局数据库
可以为全局数据库中的每个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单独配置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但最好在需要将辅助集群提升
为主集群时保持各群集的设置一致，以避免出现意外的行为变化。
您可以使用修改全局数据库本身的设置modify-global-clusterCLI 命令（它封装
了ModifyGlobalCluster (p. 859)API)。例如，您可以更改全局数据库标识符，同时关闭删除保护，如下所
示：
aws neptune modify-global-cluster \
--region (region of the DB cluster to modify) \
--global-cluster-identifier (current global database ID) \
--new-global-cluster-identifier (new global database ID to assign) \
--deletion-protection false

在 Neptune 全局数据库中使用故障转移
Neptune 全局数据库提供的故障转移功能比独立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集群提供的故障转移功能更全面。使
用全局数据库，您可以对灾难进行规划并很快地从灾难中恢复。灾难恢复通常通过评估恢复时间目标 (RTO)
和恢复点目标 (RPO) 来评估：
• 恢复时间目标 (RTO)— 这是灾难后系统恢复工作状态的速度。换言之，RTO 用于衡量停机时间。对于
Neptune Global Database，RTO 大约为数分钟。
• 恢复点目标 (RPO)— 数据丢失所用的时间。对于 Neptune 全球数据库，RPO 通常以秒为单位进行测量
（请参阅执行 Neptune 全球数据库的托管计划内故障转移 (p. 76))。
对于 Neptune 全局数据库，有两种不同的故障转移方法：
• Detach-and-promote （手动计划外恢复）— 要从计划外停机中恢复或进行灾难恢复测试（DR 测试），请
执行跨区域的 detach-and-promote 在全局数据库的其中一个辅助数据库集群上。此手动过程的 RTO 取决
于您执行 分离和提升 (p. 76) 中列出的任务的速度。RPO 通常为秒数，但这取决于发生故障时整个网络
的存储复制滞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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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管计划内故障转移— 此方法用于操作维护和其他计划的操作过程，例如将全局数据库的主数据库集群重
新定位到其中一个辅助区域。由于此过程会在进行任何其他更改之前将辅助数据库集群与主数据库集群同
步，因此 RPO 实际上为 0（即不会造成数据丢失）。请参阅 执行 Neptune 全球数据库的托管计划内故障
转移 (p. 76)。

Detach-and-promote 计划外停机时使用 Neptune 全局数据库
在极少数情况下，您的 Neptune Global Database 在其主中发生意外停机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时，主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及其写入器节点将不可用，主集群和辅助集群之间的复制过程将停止。为了最大限度地
减少停机时间 (RTO) 和数据损失 (RPO)，请快速执行跨区域执行 detach-and-promote 重建全局数据库。

Tip
在使用此流程之前，最好先了解它，并制定计划，以便在出现区域性问题的第一个迹象时快速进
行。
• 使用 Amazon CloudWatch 定期跟踪辅助群集的延迟时间，以便在需要故障转移时识别延迟时间
最小的辅助区域。
• 确保测试计划，以检查您的程序是否完整和准确。
• 使用模拟环境确保您的员工接受过培训，并准备好在必要时快速执行灾难恢复故障转移。

在主区域发生计划外停机后将故障转移到辅助集群
1.

停止在主数据库集群上发出变更查询和其他写入操作。

2.

在辅助数据库中标识数据库集群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以用作全局数据库的新主数据库集群。如果
全局数据库有两个或多个辅助数据库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请选择延迟时间最小的辅助群集。

3.

从 Neptune 全局数据库中分离您选择的辅助数据库集群。
从 Neptune 全局数据库删除辅助数据库集群会立即停止从主数据库集群到该辅助数据库集群的复制过
程，并会将其提升为拥有完全读/写功能的独立数据库集群。全局数据库中的任何其他辅助集群仍可用，
并且可以接受来自应用程序的读取调用。
在重新创建 Neptune 全局数据库之前，您还必须分离其他辅助群集，以避免群集之间的数据不一致（请
参阅移除集群 (p. 74))。

4.

重新配置应用程序，使用新的终端节点将所有写入操作发送到您选择成为新主集群的独立 Neptune 数据
库集群。如果您在创建 Neptune 全局数据库时接受了默认名称，则可以在删除-ro来自应用程序中集群
的终端节点字符串。
例如，辅助集群的终端节点my-global.cluster-ro-aaaaaabbbbbb.uswest-1.neptune.amazonaws.com变成my-global.cluster-aaaaaabbbbbb.uswest-1.neptune.amazonaws.com该集群从全局数据库分离时。
当您开始向数据库集群添加区域时，该数据库集群将成为新的 Neptune 全局数据库的主集群。

5.

向数据库集群添加 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执行此操作后，从主数据库集群到辅助数据库集群的
复制过程将会开始。请参阅 将辅助全局数据库区域添加到 Amazon Neptune 中的主要区域 (p. 73)。

6.

根据需要添加更多 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以重新创建为了支持应用程序所需的拓扑。

确保在进行这些更改之前、期间和之后，将应用程序写入发送到正确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这样做可以避
免 Neptune 全局数据库中数据库集群之间的数据不一致（这些称为脑裂问题）。

执行 Neptune 全球数据库的托管计划内故障转移
托管的计划内故障转移，允许将 Neptune 全局数据库的主集群重新定位到其他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
无论何时选择。有些组织希望定期轮换其主集群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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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此部分介绍的托管的计划内故障转移过程适用于运行正常的 Neptune 全局数据库。要从计划外停机
中恢复或进行灾难恢复 (DR) 测试，请按照分离和提升 (p. 76)请改用。
在托管的计划内故障转移期间，主集群会将故障转移到您选择的辅助区域，同时保留全局数据库的现有复制
拓扑。在托管的计划内故障转移过程开始之前，全局数据库会将所有辅助集群与其主集群同步。确保所有集
群都同步后，托管的计划内故障转移才会开始。主区域中的数据库集群将变为只读，并且所选的辅助集群将
其一个只读实例提升为完全写入器状态，从而允许该集群担任主集群的角色。由于所有辅助集群在过程开始
时都与主集群同步，因此新的主集群将继续执行全局数据库的操作，而不会丢失任何数据。数据库只在短时
间内不可用，而主集群和所选的辅助集群将担任其新角色。
要优化应用程序可用性，请在向主数据库集群写入操作操作操作操作操作最少的时间。此外，请执行以下步
骤，然后再开始故障转移：
• 尽可能使应用程序离线，以减少对主群集的写入。
• 检查全局数据库中所有辅助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延迟时间，然后选择总延迟时间最短的辅助集群作为主
集群。使用 Amazon CloudWatch 查看NeptuneGlobalDBProgressLag所有辅助数据库集群的指标。此
指标会指出辅助数据库集群落后于主数据库集群的时间（以毫秒为单位）。该值与 Neptune 完成故障转移
所需的时间成正比。换言之，滞后值越大，故障转移停机时间越长，因此请选择滞后值最小的辅助设备。
参阅 Neptune CloudWatch 指标 (p. 662) 了解更多信息。
在托管的计划内故障转移期间，所选的辅助数据库集群将提升为新角色，但不会继承主数据库集群的完整配
置。配置不匹配可能会导致性能问题、工作负载不兼容和其他异常行为。要避免此类问题，请在故障转移之
前解决全局数据库群集之间的以下几种配置差异：
• 在新主节点中配置参数以匹配当前主节点.
• 配置监控工具、选项和警报— 配置将成为新的主集群的相同日志记录能力、警报等等。
• 配置与其他的集成Amazon服务— 如果你的 Neptune 全局数据库与Amazon服务，例如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Amazon S3 或Amazon Lambda，请确保根据需要对它们进行配置，以
便与新的主数据库集群集成。
当故障转移过程完成并且提升的数据库集群已准备好处理全局数据库的写入操作时，请务必将应用程序更改
为使用新的主数据库的新终端节点。

使用Amazon CLI启动受管理的计划内故障切换
使用failover-global-clusterCLI 命令（它封装了FailoverGlobalCluster (p. 862)API）来故障转移你的
Neptune 全局数据库：
aws neptune failover-global-cluster \
--region (the region where the primary cluster is located) \
--global-cluster-identifier (global database ID) \
--target-db-cluster-identifier (the ARN of the secondary DB cluster to promote)

Note
这些区域有：failover-global-clusterAPI 在预览中不可用。它将成为 GA 版本的一部分。

使用监视 Neptune 全局数据库 CloudWatch 指标
Neptune 支持以下内容 CloudWatch 可用来监控 Neptune 全局数据库的指标：
• NeptuneGlobalDBDataTransferBytes— 从主节点传输的重做日志数据的字节数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Secondary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在Neptune 全局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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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ptuneGlobalDBReplicatedWriteIO— 从主服务器复制的写入 I/O 操作数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全局数据库中的群集卷到辅助数据库中的群集卷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
Neptune 全局数据库中每个数据库集群的账单计算使用VolumeWriteIOPS衡量该集群内执行的写入操作
的指标。对于主数据库集群，账单计算使用NeptuneGlobalDBReplicatedWriteIO来考虑向辅助数据
库集群的跨区域复制。
• NeptuneGlobalDBProgressLag— 对于用户事务和系统事务而言，辅助集群落后于主集群的毫秒数。

指标

维度

Publish

单位

SourceRegion，DBClusterIdentifier
中学
NeptuneGlobalDBDataTransferBytes

字节

SourceRegion，DBClusterIdentifier
中学
NeptuneGlobalDBReplicatedWriteIO

计数

DBClusterIdentifier、
NeptuneGlobalDBProgressLag
SecondaryRegion :
在主数据库中
ClusterIdentifier、
SourceRegion ：在中学

毫秒

小学、中学

Neptune 中的故障排除和最佳实践
以下链接可能有助于解决Amazon Neptune 的问题。
• 最佳实践— 有关常见问题解决方案和性能建议，请参阅最佳实践 (p. 704).
• 服务错误— 有关管理 API 和图形数据库连接的错误列表，请参阅Neptune 错误 (p. 729).
• Service Limits— 有关Neptune 限制的信息，请参阅Neptune 极限 (p. 724).
• 引擎发布— 有关图形引擎版本的信息（包括发行说明），请参阅引擎发布 (p. 736).
• 支持论坛— 要加入有关Neptune 的讨论，请参阅Amazon Neptune 论坛.
• 定价— 有关使用 Amazon Neptune 的成本的信息，请参阅Amazon Neptune.
• Amazon支持— 如需向专家寻求帮助和指导，请参阅Amazon Web Services Support.

API 版本 2020-12-18
78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Amazon Neptune 功能的概览
本节提供 Neptune 的特定功能概述，其中包括：
• Neptune 符合查询语言标准 (p. 80).
• 海王星的图形数据模型 (p. 98).
• Neptune 事务语义的解释 (p. 103).
• Neptune 集群和实例简介 (p. 111).
• Neptune 的存储、可靠性和可用性 (p. 113).
• Neptune 终点的解释 (p. 115).
• Neptune 的自定义查询 ID 如何让你检查查询状态 (p. 119).
• 使用 Neptune实验室模式启用实验性功能 (p. 121).
• 海王星的 DFE 引擎的描述 (p. 123).
• 海王星的 JDBC 连接 (p. 131).
• Neptune 引擎版本列表以及如何更新引擎 (p. 736).

Note
本节不介绍如何使用可用于访问 Neptune 图形中数据的查询语言。
有关如何使用 Gremlin 连接到正在运行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信息，请参阅使用 Gremlin 访问
Neptune 图 (p. 256).
有关如何使用 OpencyPher 连接到正在运行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信息，请参阅使用
OpencyPher 访问Neptune 图 (p. 332).
有关如何使用 SPARQL 连接到正在运行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信息，请参阅使用 SPARQL 访问
Neptune 图 (p. 365).
主题
• 关于Amazon Neptune 标准合规性的注意事项 (p. 80)
• Neptune 图形数据模型 (p. 98)
• Neptune 查找缓存可以加速读取查询 (p. 101)
• Neptune 中的事务语义 (p. 103)
•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和实例 (p. 111)
• Amazon Neptune 存储、可靠性和可用性 (p. 113)
• 连接到Amazon Neptune 终端节点 (p. 115)
• 将自定义 ID 注入到 Neptune Gremlin 或 SPARQL 查询中 (p. 119)
• Neptune 实验室模式 (p. 121)
• Amazon Neptune 替代查询引擎 (DFE) (p. 123)
• Amazon Neptune JDBC 连接 (p. 131)
• Amazon Neptune 引擎更新 (p.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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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Amazon Neptune 标准合规性的注意事项
在大多数情况下，Amazon Neptune 符合实施 Gremlin 和 SPARQL 图形查询语言的适用标准。
这些章节介绍了这些标准以及Neptune 延伸或偏离这些标准的领域。
主题
• Amazon Neptune 中的 Gremlin 标准合规性 (p. 80)
• Amazon Neptune 的 SPARQL 标准合规性 (p. 88)
• 亚马逊 Neptune 中的 OpencyPher 标准合规性 (p. 91)

Amazon Neptune 中的 Gremlin 标准合规性
以下各部分概述了 Gremlin 的 Neptune 实施以及它与 Apache 的不同之处 TinkerPop 实现。
Neptune 在其引擎中原生实现了一些 Gremlin 步骤，并使用 Apache TinkerPop Gremlin 实现来处理其他
人（参见Amazon Neptune 中的原生 Gremlin 阶梯支持 (p. 327))。以下章节概述了Neptune 的实现与
TinkerPop 实现。
主题
• Gremlin 的适用标准 (p. 80)
• Neptune Gremlin 实施的不同之处 (p. 80)

Gremlin 的适用标准
• Gremlin 语言的定义是阿帕奇 TinkerPop 文档Apache TinkerPop Gremlin 的实施而不是正式规范。
• 对于数字格式，Gremlin 遵循 IEE EEE EEE EEEE EEEEIE 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 有关
更多信息，另请参阅。维基百科 IEEE 754 页面)。

Neptune Gremlin 实施的不同之处
Gremlin 的 Amazon Neptune 实施与 Apache 定义的实施之间存在几个重要的差异。 TinkerPop.

Note
有关 Gremlin 控制台和 Amazon Neptune 中显示的这些实施差别的一些具体示例，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使用 Gremlin” (p. 64)中的 “快速入门” 部分。
以下是实施差异列表：
主题
• Pre-Bound 变量 (p. 81)
• TinkerPop 枚举 (p. 81)
• Java 代码 (p. 82)
• 脚本执行 (p. 82)
• 会话 (p. 82)
• 事务 (p. 82)
• 顶点和边缘 ID (p. 82)
• 用户提供的 ID (p.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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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点属性 ID (p. 83)
• 顶点属性的基数 (p. 83)
• 更新顶点属性 (p. 83)
• Labels (p. 83)
• Variables (p. 83)
• 转义字符 (p. 83)
• Groovy 限制 (p. 83)
• 序列化 (p. 84)
• Lambda 步骤 (p. 84)
• 不支持的 Gremlin 方法 (p. 84)
• 不支持的 Gremlin 步骤 (p. 84)
• 其他功能 (p. 85)
• Gremlin 图形支持的功能 (p. 85)

Pre-Bound 变量
遍历对象 g 是 Pre-bound。不支持 graph 对象。

TinkerPop 枚举
Neptune 不支持枚举值的完全限定类名称。例如，您在 Groovy 请求中必须使用 single，不能使用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structure.VertexProperty.Cardinality.single。
枚举类型由参数类型决定。
下表显示了允许的枚举值和相关的 TinkerPop 完全限定的名称。
允许的值

类

id, key, ##, #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structure.T

t.id, T.key, t.label, t.Valu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structure.T

set, ###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structure。VertexProperty.CARDINA

asc, desc, ##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process.traversal.Order

order.asc, order.desc, order.shuffle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process.traversal.Order

##, ##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process.traversal.Scope

##.Global, ##.local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process.traversal.Scope

##, ###, ###, ###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process.traversal.Pop

normSack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process.traversal。SackFunctions.B

####, #, ##, div, max, min, ##, Mult, #, sum,
SumLong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process.traversal.Operator

keys, values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structure.Column

BOTH, IN, OUT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structure.Direction

##, #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process.traversal.step。Traversa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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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代码
Neptune 不支持调用由支持的 Gremlin API 以外的任意 Java 或 Java 库调用定义的方法。例如，不允许
java.lang.*、Date() 和 g.V().tryNext().orElseGet()。

脚本执行
所有查询必须以遍历对象 g 开头。
在字符串查询提交中，可以使用分号 (;) 或换行符 (\n) 进行分隔来发布多个遍历。若要执行，除最后一个
语句以外的每个语句都必须以 .iterate() 步骤结尾。仅返回最后遍历数据。请注意，这不适用于 GLV
ByteCode 查询提交。

会话
Neptune 中的会话持续时间限制为仅 10 分钟。请参阅Gremlin 基于脚本的会话 (p. 281)和TinkerPop会话参
考有关.

事务
Neptune 在每个 Gremlin 遍历开始时打开新的事务，并在遍历成功完成后结束事务。事务会在出现错误时回
滚。
用分号 (;) 或换行符 (\n) 分隔的多个语句包含在单个事务中。最后一个以外的每个语句都必须以要执行的
next() 步骤结尾。仅返回最后遍历数据。
不支持使用 tx.commit() 和 tx.rollback() 的手动事务逻辑。

Important
该仅限适用于您将 Gremlin 查询作为发送的方法文本字符串（请参阅Gremlin 事务 (p. 282))。

顶点和边缘 ID
Neptune Gremlin 顶点和边缘 ID 必须属于类型String. 如果您在添加顶点或边缘时未提供 ID，则 UUID 会
生成并转换为一个字符串；例如，"48af8178-50ce-971a-fc41-8c9a954cea62"。这些 ID 字符串支持
Unicode 字符，大小不能超过 55 MB。

Note
这表示用户提供的 ID 受支持，但它们在正常使用中是可选的。但是，NeptuneLoad命令要求所有
ID 使用~id字段为Neptune CSV 格式。

用户提供的 ID
用户提供的 ID 在 Neptune Gremlin 中允许，且具有以下规定。
• 提供的 ID 是可选的。
• 仅支持顶点和边缘。
• 仅支持 String 类型。
要使用自定义 ID 创建新顶点，请将 property 步骤与 id 关键字一起使用：g.addV().property(id,
'customid')。

Note
请勿为 id 关键字加上引号。它指的是T.id.
所有顶点 ID 必须是唯一的，并且所有边缘 ID 也必须是唯一的。但是，Neptune 允许顶点和边缘具有相同的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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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尝试使用 g.addV() 创建新顶点并且已存在具有该 ID 的顶点，则此操作将失败。此情况的例外是，
如果为顶点指定新标签，该操作将成功，但会将新标签和指定的任何其他属性添加到现有顶点。不会覆盖任
何内容。未创建新顶点。顶点 ID 不会更改并会保持唯一。
例如，以下 Gremlin 控制台命令将成功：
gremlin> g.addV('label1').property(id, 'customid')
gremlin> g.addV('label2').property(id, 'customid')
gremlin> g.V('customid').label()
==>label1::label2

顶点属性 ID
顶点属性 ID 会自动生成且可以在查询时显示为正数或负数。

顶点属性的基数
Neptune 支持集基数和单一基数。如果未指定，则集基数处于选中状态。这意味着，如果您设置一个属性
值，它会向该属性添加新值，但是仅当它未显示在一组值中时。这是 Set 的 Gremlin 枚举值。
不支持 List。有关属性基数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顶点Gremlin 中的话题 JavaDoc.

更新顶点属性
要更新属性值而无需向一组值添加其他值，请在 property 步骤中指定 single 基数。
g.V('exampleid01').property(single, 'age', 25)

这将删除该属性的所有现有值。

Labels
Neptune 支持一个顶点的多个标签。创建标签时，您可以指定多个标签，同时使用 :: 分隔它们。
例如，g.addV("Label1::Label2::Label3") 添加具有三个不同标签的顶点。hasLabel 步骤
与具有以下任一三个标签的此顶点相匹配：hasLabel("Label1")、hasLabel("Label2") 和
hasLabel("Label3")。

Important
:: 分隔符仅用于此用途。您不能在 hasLabel 步骤中指定多个标签。例
如，hasLabel("Label1::Label2") 与任何内容都不匹配。

Variables
Neptune 不支持 Gremlin 变量且不支持bindings财产。

转义字符
Neptune 解析所有转义字符，如转义特殊字符Apache Groovy 语言文档的章节。

Groovy 限制
Neptune 不支持不以开头的 Groovy 命令g. 这包括数学（例如：1+1）、系统调用（例
如：System.nanoTime()）和变量定义（例如：1+1）。

Important
Neptune 不支持完全限定类名称。例如，您在 Groovy 请求中必须使用 single，不能使用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structure.VertexProperty.Cardinality.si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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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化
根据请求的 MIME 类型支持以下串行化。
MIME type

Serialization

Configuration

application/vnd.gremlinv1.0+gryo

GryoMessageSerializerv1d0 iOregistries#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tinker

application/vnd.gremlinv1.0+gryo-stringd

GryoMessageSerializerv1d0 serializeResultTo####
true}

application/vnd.gremlinv3.0+gryo

GryoMessageSerializerv3d0 iOregistries#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tinker

application/vnd.gremlinv3.0+gryo-stringd

GryoMessageSerializerv3d0 serializeResultTo####
true

application/vnd.gremlinv1.0+json

GraphSONMessageSerializerGremlinv1d0
iOregistries#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tinker

application/vnd.gremlinv2.0+json

GraphSONMessageSerializerv2d0
iOregistries#
(only works with WebSockets)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tinker

application/vnd.gremlinv3.0+json

GraphSONMessageSerializerV3d0

application/json

GraphSONMessageSerializerv3d0
iOregistries#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tinker

application/
vnd.graphbinary-v1.0

GraphBinaryMessageSerializerV1

Lambda 步骤
Neptune 不支持 Lambda 步骤。

不支持的 Gremlin 方法
Neptune 不支持以下 Gremlin 方法：

•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process.traversal.dsl.graph.GraphTraversal.program(org.apac

•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process.traversal.dsl.graph.GraphTraversal.sideEffect(java.

•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process.traversal.dsl.graph.GraphTraversal.from(org.apache.

•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process.traversal.dsl.graph.GraphTraversal.to(org.apache.ti
例如，不允许以下遍
历：g.V().addE('something').from(__.V().next()).to(__.V().next())。

Important
这仅 适用于您将 Gremlin 查询作为文本字符串 发送的方法。

不支持的 Gremlin 步骤
Neptune 不支持以下 Gremlin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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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mlinio () 步骤在 Neptune 中仅得到部分支持。它可以在读取上下文中使用，
如g.io((url)).read()，但不是要写入的。

其他功能
Gremlin 的Neptune 实现不公开的graph对象。以下部分介绍支持和不支持的 graph 功能。

Gremlin 图形支持的功能
以下是一组由 Neptune Gremlin 图形实现的功能。这些功能与由 graph.features() 命令返回的功能相
同。
图形功能

Enabled

##

true

ThreadedTransactions

false

Computer

false

###

true

ConcurrentAccess

true

变量功能

Enabled

Variables

false

SerializableValues

false

UniformListValues

false

BooleanArrayValues

false

DoubleArrayValues

false

IntegerArrayValues

false

StringArrayValues

false

BooleanValues

false

ByteValues

false

DoubleValues

false

FloatValues

false

IntegerValues

false

LongValues

false

MapValues

false

MixedListValues

false

StringValues

false

ByteArrayValues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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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atArrayValues

false

LongArrayValues

false

顶点功能

Enabled

MetaProperties

false

DuplicateMultiProperties

false

AddVertices

true

RemoveVertices

true

MultiProperties

true

UserSuppliedIds

true

AddProperty

true

RemoveProperty

true

NumericIds

false

StringIds

true

UuidIds

false

CustomIds

false

AnyIds

false

顶点属性功能

Enabled

UserSuppliedIds

false

AddProperty

true

RemoveProperty

true

NumericIds

true

StringIds

true

UuidIds

false

CustomIds

false

AnyIds

false

##

true

SerializableValues

false

UniformListValues

false

BooleanArrayValues

false

DoubleArrayValues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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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erArrayValues

false

StringArrayValues

false

BooleanValues

true

ByteValues

true

DoubleValues

true

FloatValues

true

IntegerValues

true

LongValues

true

MapValues

false

MixedListValues

false

StringValues

true

ByteArrayValues

false

FloatArrayValues

false

LongArrayValues

false

边缘功能

Enabled

AddEdges

true

RemoveEdges

true

UserSuppliedIds

true

AddProperty

true

RemoveProperty

true

NumericIds

false

StringIds

true

UuidIds

false

CustomIds

false

AnyIds

false

边缘属性功能

Enabled

##

true

SerializableValues

false

UniformListValues

false

BooleanArrayValues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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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ArrayValues

false

IntegerArrayValues

false

StringArrayValues

false

BooleanValues

true

ByteValues

true

DoubleValues

true

FloatValues

true

IntegerValues

true

LongValues

true

MapValues

false

MixedListValues

false

StringValues

true

ByteArrayValues

false

FloatArrayValues

false

LongArrayValues

false

Amazon Neptune 的 SPARQL 标准合规性
Amazon Neptune 在实施 SPARQL 图形查询语言时，符合以下标准。
主题
• SPARQL 的适用标准 (p. 88)
• Neptune SPARQL 实施细节 (p. 88)

SPARQL 的适用标准
• SPARQL 根据 2013 年 3 月 21 日发布的 W3C SPARQL 1.1 查询语言建议定义。
• SPARQL 更新协议和查询语言由 W3C SPARQL 1.1 更新规范定义。
• 对于数字格式，SPARQL 遵循W3C XML 架构定义语言 (XSD) 1.1 第 2 部分: 数据类型规范，它与 IEEE
754 规范一致 (IE 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 有关更多信息，另请参阅。维基百科 IEEE 754
页面)。但是，IEEE 754-1985 版本之后引入的功能不包括在该规范中。

Neptune SPARQL 实施细节
以下部分提供了如何在Neptune中实施 SPARQL 的具体详细信息。
主题
• Neptune SPARQL 中的默认命名空间前缀 (p. 89)
• SPARQL 默认图形和命名图形 (p. 89)
• Neptune 支持的 SPARQL XPath 构造函数 (p. 89)
• XSD: Neptune 中的 DateTime 值 (p.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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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特殊浮点值Neptune 处理 (p. 90)
• Neptune 的任意长度值限制 (p. 90)
• Neptune 扩展了 SPARQL 中的等于比较 (p. 90)
• 处理 Neptune SPARQL 中超出范围的文字 (p. 91)

Neptune SPARQL 中的默认命名空间前缀
默认情况下，Neptune 会定义以下前缀以用于 SPARQL 查询。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SPARQL 规范中的前
缀名称。
• rdf – http://www.w3.org/1999/02/22-rdf-syntax-ns#
• rdfs – http://www.w3.org/2000/01/rdf-schema#
• owl – http://www.w3.org/2002/07/owl#
• xsd – 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

SPARQL 默认图形和命名图形
Amazon Neptune 将每个三元组与一个命名图形相关联。默认图形定义为所有命名图形的并集。
查询的默认图形
如果提交 SPARQL 查询而未通过 GRAPH 关键字或 FROM NAMED 之类的构造明确指定图形，Neptune 将始
终考虑数据库实例中的所有三元组。例如，以下查询从 Neptune SPARQL 终端节点返回所有三元组：
SELECT * WHERE { ?s ?p ?o }
显示在多个图形中的三元组将仅返回一次。
有关默认图形规范的信息，请参阅 SPARQL 1.1 查询语言规范的 RDF 数据集一节。
为加载、插入或更新指定命名图形
如果您加载、插入或更新三元组时未指定命名图形，Neptune 将使用 URI 定义的回退命名图形。http://
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DefaultNamedGraph.
当你发出Neptune 时Load请求使用基于三元组的格式，则可使用以下命令指定命名图形以用于所有三元
组parserConfiguration: namedGraphUri参数。有关 Load 命令语法的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加载程序命令” (p. 232)。

Important
如果您不使用此参数，并且未指定命名图形，将使用回退 URI：http://aws.amazon.com/
neptune/vocab/v01/DefaultNamedGraph。
如果通过 SPARQL UPDATE 加载三元组而未显式提供命名图形目标，也将使用此回退命名图形。
可使用基于四元组的 N-Quads 格式为数据库中的每个三元组指定一个命名图形。

Note
您可以使用 N-Quads 将命名图形保留为空。在本例中，将使用 http://aws.amazon.com/
neptune/vocab/v01/DefaultNamedGraph。
使用 namedGraphUri 解析程序配置选项，可以覆盖 N-Quads 的默认命名图形。

Neptune 支持的 SPARQL XPath 构造函数
SPARQL 标准允许 SPARQL 引擎支持一组可扩展的 XPath 构造函数。Neptune 目前支持以下构造函数，其
中xsd前缀定义为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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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sd:boolean
• xsd:integer
• xsd:double
• xsd:float
• xsd:decimal
• xsd:long
• xsd:unsignedLong

XSD: Neptune 中的 DateTime 值
出于性能原因，Neptune 始终将日期/时间值存储为协调世界时 (UTC) 形式。这可让直接比较非常有效。
这也意味着，如果你输入dateTime值，指定特定时区，Neptune 将此值转换为 UTC 形式并丢弃该时区信
息。当您稍后检索该 dateTime 值时，它会以 UTC 形式表示，而不是原始时区的时间，并且您再也无法确
定原始时区。

的特殊浮点值Neptune 处理
Neptune 如下所示处理 SPARQL 中的特殊浮点值。

Neptune 中的 SPARQL NaN 处理
在 Neptune (海王星) 中，SPARQL 可以接受的值NaN在查询中。信号和安静之间没有区别NaN值。Neptune
对待所有人NaN值一样安静。
从语义上讲，无法进行 NaN 比较，因为没有什么大于、小于或等于 NaN。这意味着比较一侧的 NaN 值理论
上永远不会匹配另一侧的任何 内容。
但是，XSD specif确实治疗了两个xsd:double要么xsd:float NaN值相等。Neptune 遵循这个INfilter，用
于过滤器表达式中的相等运算符，以及精确匹配语义（具有NaN在三重图案的物体位置）。

Neptune 中的 SPARQL 无限值处理
在 Neptune (海王星) 中，SPARQL 可以接受的值INF要么-INF在查询中。INF比较大于任何其他数值，并
且-INF比较小于任何其他数值。
不管值的类型如何，带匹配符号的两个 INF 值的比较结果是相等（例如，浮点 -INF 等于双精度 -INF）。
当然，无法进行 NaN 比较，因为没有什么内容大于、小于或等于 NaN。

Neptune 中的 SPARQL 负零处理
Neptune 将负零值标准化为无符号零。您可以在查询中使用负零值，但它们不会原样记录在数据库中，并且
在比较时与无符号零相等。

Neptune 的任意长度值限制
Neptune 将 SPARQL 中的 XSD 整数、浮点数和十进制值的存储大小限制为 64 位。使用较大的值会导
致InvalidNumericDataException错误消息。

Neptune 扩展了 SPARQL 中的等于比较
SPARQL 标准定义了值表达式的三元逻辑，其中值表达式可求值为 true、false 或 error。术语相等的默
认语义SPARQL 1.1 规范)，这适用于=和!=对进行日志记录FILTER条件下，会产生error比较中没有明确
可比的数据类型时操作表在规范中。
此行为可能会导致不直观的结果，如以下示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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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http://example.com/Server/1> <http://example.com/ip> "127.0.0.1"^^<http://example.com/
datatype/IPAddress>

查询 1：
SELECT * WHERE {
<http://example.com/Server/1> <http://example.com/ip> ?o .
FILTER(?o = "127.0.0.2"^^<http://example.com/datatype/IPAddress>)
}

查询 2：
SELECT * WHERE {
<http://example.com/Server/1> <http://example.com/ip> ?o .
FILTER(?o != "127.0.0.2"^^<http://example.com/datatype/IPAddress>)
}

使用Neptune 在版本 1.0.2.1 之前使用的默认 SPARQL 语义，两个查询均返回空结果。原因是，?o =
"127.0.0.2"^^<http://example.com/IPAddress> 在为 ?o := "127.0.0.1"^^<http://
example.com/IPAddress> 评估时生成 error 而不是 false，因为没有为自定义数据类型 <http://
example.com/IPAddress> 指定明确的比较规则。因此，第二个查询中的否定版本也会生成 error。在
这两个查询中，error 会导致筛选掉候选解决方案。
从版本 1.0.2.1 开始，Neptune 根据规范，扩展了 SPARQL 不等于运算符。请参阅 SPARQL 1.1 关于运算符
可扩展性的部分，该部分允许引擎定义如何对用户定义的数据类型和不可比较的内置数据类型进行比较的其
他规则。
通过使用此选项，Neptune 现在对在运算符映射表中未明确定义的任意两种数据类型的比较，视为true如果
字面值和数据类型在语法上相等，否则为 false。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产生 error。
使用这些新语义，第二个查询将返回 "127.0.0.1"^^<http://example.com/IPAddress> 而不是空的
结果。

处理 Neptune SPARQL 中超出范围的文字
XSD 语义定义每个数字类型及其值空间（integer 和 decimal 除外）。这些定义将每种类型限制为一个值
范围。例如，xsd:byte 范围是从 -128 到 +127（含）。超出此范围的任何值都被视为无效。
如果您尝试在类型的值空间之外分配文字值（例如，如果您尝试在类型的值空间之外分配文字值）（例如，
如果您尝试将文本值）xsd:byte改为 999 的字面值），Neptune 接受 out-of-range 按原样取值，不对其进
行四舍五入或截断。但它不会将该值保留为数字值，因为给定的类型无法表示数字值。
也就是说，Neptune 接受"999"^^xsd:byte即使是一个超出定义的值xsd:byte值范围。但是，在数据库
中保留该值后，它只能在三元模式的宾语位置用于完全匹配语义。无法对其执行范围过滤器，因为 out-ofrange 字面值不被视为数值。
SPARQL 规范定义了范围运算符在表单中numeric-运算符numeric、string-运算符string、literal运算符literal，依此类推。Neptune 无法执行范围比较运算符invalid-literal-运算符numericvalue.

亚马逊 Neptune 中的 OpencyPher 标准合规性
Amazon Neptune 发布的 OpencyPher 通常支持Cypher 查询语言参考版本 9，包括在此版本中定义的子句、
运算符、表达式，以及函数。下面列出了Neptune 对 OpencyPher 的支持的局限性和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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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eptune 中Support OpencyPher 子句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Neptune 支持以下子句：
• MATCH— 支持，除此之外shortestPath()和allShortestPaths()目前不支持。
• OPTIONAL MATCH
• MANDATORY MATCH— 是不目前在 Neptune 中受支持。
• RETURN— 支持，但与非静态值一起使用时除外SKIP要么LIMIT. 例如，以下代码段当前不起作用：
MATCH (n)
RETURN n LIMIT toInteger(rand()9)

// Does NOT work!

• WITH— 支持，但与非静态值一起使用时除外SKIP要么LIMIT. 例如，以下代码段当前不起作用：
MATCH (n)
WITH n SKIP toInteger(rand()9)
WITH count() AS count
RETURN count > 0 AS nonEmpty

// Does NOT work!

• UNWIND
• WHERE
• ORDER BY
• SKIP
• LIMIT
• CREATE
• DELETE
• SET
• REMOVE
• MERGE
• CALL[YIELD...]— 是不目前在 Neptune 中受支持。
• UNION, UNION ALL— 支持只读查询，但变异查询不当前支持。

在Neptune 中Support OpencyPher 运算符
Neptune 支持以下运算符，除非另有说明：

一般运算符
• DISTINCT
• 这些区域有：.用于访问嵌套文字映射属性的运算符。

数学运算
• 这些区域有：+加法运算符。
• 这些区域有：-减法运算符。
• 这些区域有：*乘法运算符。
• 这些区域有：/除法运算符。
• 这些区域有：%#####是不目前在 Neptune 中受支持。
• 这些区域有：^####是不目前在 Neptune 中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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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运算符
• 这些区域有：=加法运算符。
• 这些区域有：<>不相等运算符。
• 这些区域有：<支持小于运算符，除非其中一个参数是路径、列表或映射。
• 这些区域有：>支持大于运算符，除非其中一个参数是路径、列表或映射。
• 这些区域有：<= less-than-or-equal支持-to 运算符，除非其中一个参数是路径、列表或映射。
• 这些区域有：>= greater-than-or-equal支持-to 运算符，除非其中一个参数是路径、列表或映射。
• IS NULL
• IS NOT NULL
• STARTS WITH如果要搜索的数据是字符串，则支持此选项。
• ENDS WITH如果要搜索的数据是字符串，则支持此选项。
• CONTAINS如果要搜索的数据是字符串，则支持此选项。

布尔运算符
• AND
• OR
• XOR
• NOT

字符串运算符
• 这些区域有：+连接运算符。

列表运算符
• 这些区域有：+连接运算符。
• IN（检查列表中是否存在某个项目）

Support Neptune 中的 OpencyPher 表达式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Neptune 支持以下表达式：
• CASE
• 这些区域有：[]表达式为不Neptune 目前支持访问节点、关系或映射中动态计算的属性键。例如，以下代
码不起作用：
MATCH (n)
WITH [5, n, {key: 'value'}] AS list
RETURN list[1].name

在 Neptune 中Support OpencyPher 函数
Neptune 支持以下功能，除非另有说明：

谓词函数
• exists()
API 版本 2020-12-18
93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OpenCyPher 标准合规性

标量函数
• coalesce()
• endNode()
• head()
• id()
• last()
• length()
• properties()
• size()— 此重载方法目前仅适用于模式表达式、列表和字符串
• startNode()
• timestamp()— 是不目前在 Neptune 中受支持。
• toBoolean()
• toFloat()
• toInteger()
• type()

聚合函数
• avg()
• collect()
• count()
• max()
• min()
• percentileCont()— 是不目前在 Neptune 中受支持。
• percentileDisc()— 是不目前在 Neptune 中受支持。
• stDev()— 是不目前在 Neptune 中受支持。
• stDevP()— 是不目前在 Neptune 中受支持。
• sum()

列出 函数
• join() (p. 97)（将列表中的字符串连接成单个字符串）
• keys()
• labels()
• nodes()
• range()
• relationships()
• reverse()
• tail()

数学函数-数字
• abs()
• ceil()
• floor()
• 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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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und()
• sign()

数学函数-对数
• e()
• exp()
• log()
• log10()
• sqrt()

数学函数-三角函数
• acos()— 是不目前在 Neptune 中受支持。
• asin()— 是不目前在 Neptune 中受支持。
• atan()— 是不目前在 Neptune 中受支持。
• atan2()— 是不目前在 Neptune 中受支持。
• cos()— 是不目前在 Neptune 中受支持。
• cot()— 是不目前在 Neptune 中受支持。
• degrees()— 是不目前在 Neptune 中受支持。
• pi()— 是不目前在 Neptune 中受支持。
• radians()— 是不目前在 Neptune 中受支持。
• sin()— 是不目前在 Neptune 中受支持。
• tan()— 是不目前在 Neptune 中受支持。

字符串函数
• join() (p. 97)（将列表中的字符串连接成单个字符串）
• left()
• lTrim()
• replace()
• reverse()
• right()
• rTrim()
• split()
• substring()
• toLower()
• toString()
• toUpper()
• trim()
用户定义的函数
#######是不目前在 Neptune 中受支持。

特定于海王星的 OpencyPher 实现细节
以下各节介绍了 OpencyPher 的 Neptune 实现可能与之不同或超越了opencypher s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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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 中的可变长度路径 (VLP) 评估
可变长度路径 (VLP) 评估发现图中节点之间的路径。在查询中，路径长度可以不受限制。为了防止循
环，opencypher spec指定每个解最多只能遍历每条边一次。
对于 VLP，Neptune 实现与 OpencyPher 规范有所不同，因为它只支持属性相等过滤器的常量值。执行以下
查询：
MATCH (x)-[:route*1..2 {dist:33, code:x.name}]->(y) return x,y

由于x.name属性相等筛选器值不是常量，此查询会导致UnsupportedOperationException带着消
息：Property predicate over variable-length relationships with non-constant
expression is not supported in this release.

Neptune OpencyPher 实现中的临时支持
Neptune 目前在 OpencyPher 中对时态函数的支持有限。它支持DateTime时态类型的数据类型。
这些区域有：datetime()函数可以用来获取当前 UTC 日期和时间，如下所示：
RETURN

datetime() as res

日期和时间值可以从存储在Neptune 中的数据进行转换，如下所示：
MATCH (n) RETURN datetime(n.createdDate)

可以从字符串中解析日期和时间值"约会T时间"格式化在哪里约会和时间都以以下支持的形式之一表示：

支持的日期格式
• yyyy-MM-dd
• yyyyMMdd
• yyyy-MM
• yyyy-DDD
• yyyyDDD
• yyyy

支持的时间格式
• HH:mm:ssZ
• HHmmssZ
• HH:mm:ssZ
• HH:mmZ
• HHmmZ
• HHZ
• HHmmss
• HH:mm:ss
• HH:mm
• HHmm
•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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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RETURN datetime('2022-01-01T00:01')
RETURN datetime('2022T0001')

// or another example:

请注意，Neptune OpencyPher 中的所有日期/时间值都作为 UTC 值存储和检索。
Neptune OpencyPher 使用了statementclock，这意味着在整个查询持续时间内使用相同的时刻。同一事务
中的不同查询可能会使用不同的时刻。
Neptune 不支持在调用中使用函数datetime(). 例如，以下内容不工作：
CREATE (:n {date:datetime(tostring(2021))})

// ---> NOT ALLOWED!

Neptune 目前不支持其他函数和操作DateTime对象，例如加法和减法。

Neptune OpencyPher 语言语义的差异
Neptune 将节点和关系 ID 表示为字符串而不是整数。ID 等于通过数据加载器提供的 ID。如果列有命名空
间，则命名空间加上 ID。因此，id函数返回字符串而不是整数。
这些区域有：INTEGER数据类型限制为 64 位。将较大的浮点数或字符串值转换为整数时TOINTEGER函数，
负值被截断为LLONG_MIN并且正值将被截断为LLONG_MAX.
例如：
RETURN TOINTEGER(2^100)
> 9223372036854775807
RETURN TOINTEGER(-1 * 2^100)
> -9223372036854775808

海王星专用join()功能
Neptune 实现一个join()函数在 OpencyPher 规范中不存在。它从字符串文字和字符串分隔符列表中创建
字符串文字。它包含两个参数：
• 第一个参数是字符串字面值的列表。
• 第二个参数是分隔符字符串，它可以由零、一个或多个字符组成。
示例：
join(["abc", "def", "ghi"], ", ")

// Returns "abc, def, ghi"

Neptune OpencyPher 和 Cypher 之间的其他区别
• Neptune 仅支持 Bolt 协议的 TCP 连接。 WebSockets不支持 Bolt 的连接。
• Neptune OpencyPher 移除了 Unicode 在trim()、ltrim()和rtrim()函数。
• 在 Neptune OpencyPher 中，tostring(双重的)对于双精度的大值，不会自动切换到 E 表示法。
• 尽管 OpencyPher CREATE 不会创建多值属性，但它们可以存在于使用 Gremlin 创建的数据中。如果
Neptune OpencyPher 遇到多值属性，则任意选择其中一个值，从而产生不确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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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 图形数据模型
Amazon Neptune 图形数据的基本单位是一个四个位置的（四元组）元素，类似于资源描述框架 (RDF) 四元
组。以下是Neptune 四元组的四个位置：
• subject

(S)

• predicate

(P)

• object

(O)

• graph

(G)

每个四元组都是一个语句，对一个或多个资源进行断言。一个语句可以断言两个资源之间是否存在关系，或
者可以将一个属性（键/值对）附加到某个资源。您可以将四元组谓词值通常视为语句的动词。它描述了正在
定义的关系或属性的类型。对象是关系的目标，或者是属性的值。示例如下：
• 可以通过将源顶点标识符存储在 S 位置、将目标顶点标识符存储在 O 位置并将边缘标签存储在 P 位置来表
示两个顶点之间的关系。
• 可以通过将元素标识符存储在 S 位置、将属性键存储在 P 位置并将属性值存储在 O 位置来表示属性。
图形位置 G 在不同堆栈中的使用方式不同。对于Neptune 中的 RDF 数据，Gposition 包含命名图形标识符.
对于 Gremlin 中的属性图形，它用于有边缘时存储边缘 ID 值。在所有其他情况下，它默认为固定值。
四元组语句中面向用户的值通常单独存储在字典索引中，其中引用它们的语句索引使用 8 字节的 long 词条
标识符。这一情况的例外是数值，包括 date 和 datetime 值（采用从纪元开始的毫秒值表示）。这些可以
直接在语句索引中内联存储。
一组共享资源标识符的四元组语句创建一个图形。

如何在Neptune中为语句编制索引
当您查询四元组的图形时，对于每个四元组位置，您可以指定一个值约束，也可以不指定。查询将返回与您
指定的值约束相匹配的所有四元组。
Neptune 使用索引来解析查询。正如 Andreas Harth 和 Stefan Decker 在其 2005 年的论文针对从 Web 查询
RDF 优化索引结构中观察到的，对于 4 个四元组位置，有 16（2 的 4 次方）种可能的访问模式。您可以有
效地查询所有 16 种模式，而无需使用 6 个四元组语句索引进行扫描和筛选。每个四元组语句索引都使用一
个由以不同顺序连接的四个位置值组成的键。

Access Pattern
---------------------------------------------------1. ???? (No constraints; returns every quad)
2. SPOG (Every position is constrained)
3. SPO? (S, P, and O are constrained; G is not)
4. SP?? (S and P are constrained; O and G are not)
5. S??? (S is constrained; P, O, and G are not)
6. S??G (S and G are constrained; P and O are not)

Index key order
--------------SPOG
SPOG
SPOG
SPOG
SPOG
SPOG

7.
8.
9.

?POG
?PO?
?P??

(P, O, and G are constrained; S is not)
(P and O are constrained; S and G are not)
(P is constrained; S, O, and G are not)

POGS
POGS
POGS

10.
11.
12.

?P?G
SP?G
???G

(P and G are constrained; S and O are not)
(S, P, and G are constrained; O is not)
(G is constrained; S, P, and O are not)

GPSO
GPSO
GPSO

13.

S?OG

(S, O, and G are constrained; P is not)

OG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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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6.

??OG
??O?
S?O?

(O and G are constrained; S and P are not)
(O is constrained; S, P, and G are not)
(S and O are constrained; P and G are not)

OGSP
OGSP
OSGP

默认情况下，Neptune 只创建并维护这六个索引中的三个：
• SPOG –

使用 Subject + Predicate + Object + Graph 组成的密钥。

• POGS –

使用 Predicate + Object + Graph + Subject 组成的密钥。

• GPSO –

使用 Graph + Predicate + Subject + Object 组成的密钥。

这三个索引处理许多最常见的访问模式。仅维护三个完整语句索引而不是六个会显著减少支持无需扫描和筛
选的快速访问所需的资源。例如，只要绑定了位置的前缀（例如顶点或顶点和属性标识符），SPOG 索引就
允许高效查找。当仅绑定了存储在 P 位置中的边缘或属性标签时，POGS 索引才允许高效访问。
用于查找语句的低级别 API 获取语句模式，此时部分位置已知，而其余位置留下由索引搜索来发现。通过根
据语句索引之一的索引键顺序，将已知位置复合到键前缀，Neptune 执行范围扫描来检索与已知位置匹配的
所有语句。
但是，其中一个语句索引是Neptune 所做的不默认情况下 create 是反向遍历OSGPindex，它可以跨对象和
主体收集谓词。相反，Neptune 默认情况下，在用于执行联合扫描的单独索引中跟踪不同谓词{all P x
POGS}. 当您使用 Gremlin 时，谓词对应于属性或边缘标签。
如果图形中的不同谓词数太大，默认的 Neptune 访问策略可能会效率低下。例如在 Gremlin 中，没有给出边
缘标签的 in() 步骤或内部使用 in() 的任何步骤（例如 both() 或 drop()）可能会效率非常低下。

使用实验室模式启用 OSGP 索引创建
如果您的数据模型创建大量不同的谓词，则可能会面临性能降低和更高的运营成本，使用实验室模式启
用OSPG 索引 (p. 122)除了 Neptune 默认维护的三个索引之外。

Note
功能，从开始于Neptune 引擎发布 1.0.1.0.200463.0 (p. 801).
启用 OSPG 索引可能会有一些缺点：
• 插入速率最多可能会降低 23%。
• 使用的存储最多会增加 20％。
• 均匀接触所有索引的读取查询（这是非常少有的情况）的延迟可能会增加。
但是，一般来说，为具有大量不同谓词的数据库集群启用 OSGP 索引是值得的。基于对象的搜索变得高效
（例如，查找指向某个顶点的所有传入边缘，或者连接到指定对象的所有主题）将变得高效，因此删除顶点
的效率也会更高。

Important
您只能首先在空数据库集群中启用 OSGP 索引，然后再将任何数据加载到其中。

Neptune 数据模型中的 Gremlin 语句
Gremlin 属性图数据在 SPOG 模型中使用三类语句表示，即：
• 顶点标签语句 (p. 298)
• 边缘语句 (p.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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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性语句 (p. 299)
有关如何在 Gremlin 查询中使用这些内容的解释，请参阅了解 Gremlin 查询在Neptune 中的工作原
理 (p. 297).

API 版本 2020-12-18
100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查找缓存

Neptune 查找缓存可以加速读取查询
Amazon Neptune 实施了一个查找缓存，该缓存使用R5d实例的基于 NVMe 的 SSD，通过频繁重复查找属性
值或 RDF 字面值来提高查询的读取性能。查找缓存临时将这些值存储在 NVMe SSD 卷中，以便快速访问它
们。
可以通过使用此功能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4.2.R2 (2021-06-01) (p. 770).
如果需要从集群存储卷而不是内存中检索属性值或文字，则返回大量顶点和边或许多 RDF 三元组属性的读取
查询可能会有很高的延迟。例如，长时间运行的读取查询从身份图返回大量全名，或从欺诈检测图中返回大
量的 IP 地址。随着查询返回的属性值或 RDF 字面量增加，可用内存会减少，查询执行可能会显著降低。

Neptune 查找缓存的使用案例
仅当读取查询返回大量顶点和边的属性或 RDF 三元组的属性时，查找缓存才有帮助。
为了优化查询性能，Amazon Neptune 使用R5d实例类型为此类属性值或文字创建大型缓存。因此，从缓存
中检索它们比从集群存储卷中检索它们要快得多。
根据经验，只有满足以下所有三个条件时，才值得启用查找缓存：
• 您一直观察到读取查询的延迟增加。
• 你还观察到BufferCacheHitRatio CloudWatch 公制 (p. 662)运行读取查询时（请参阅使用Amazon
监控 Neptune CloudWatch (p. 660))。
• 在呈现结果之前，您的读取查询会花费大量时间来实现返回值（请参阅下面的 GREMLIN-profile 示例，了
解确定查询要实现多少个属性值的方法）。

Note
此功能很有帮助仅限在上面描述的特定场景中。例如，查找缓存根本无助于聚合查询。除非您运
行的查询会从查找缓存中受益，否则没有理由使用R5d实例类型而不是等效且成本更低的实例类
型R5实例的类型。
如果您使用的是 Gremlin，则可以使用GremlinprofileAPI (p. 307). 在 “索引操作” 下，它显示了执行期间
实现的术语数量：
Index Operations
Query execution:
# of statement index ops: 3
# of unique statement index ops: 3
Duplication ratio: 1.0
# of terms materialized: 5273
Serialization:
# of statement index ops: 200
# of unique statement index ops: 140
Duplication ratio: 1.43
# of terms materialized: 32693

实现的非数值项的数量与Neptune 必须执行的项查找次数成正比。

使用查找缓存
查找缓存仅在上可用R5d实例类型，默认情况下会自动启用。NeptuneR5d实例的规格与R5实例，外加
高达 1.8 TB 的基于 NVMe 的本地 SSD 存储。查找缓存是特定于实例的，受益的工作负载可以专门定向
到R5dNeptune 集群中的实例，而其他工作负载可以定向到R5或其他实例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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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 Neptune 实例上使用查找缓存，只需将该实例升级到R5d实例的类型。当你这样做时，Neptune 会自动
设置neptune_lookup_cache (p. 446)数据库集群参数到'enabled'，并在该特定实例上创建查找缓存。然
后您就可以使用实例状态 (p. 658)用于确认已启用该缓存的 API。
同样，要在给定实例上禁用查找缓存，请将实例从R5d实例类型改为等效的R5实例的类型。
当一个R5d实例启动，查找缓存已启用且处于冷启动模式，这意味着它是空的。Neptune 在处理查询时首先
在查找缓存中检查属性值或 RDF 字面量，如果它们尚不存在，则添加它们。这会逐渐预热缓存。
当您将需要属性值或 RDF 字面量查找的读取查询定向到 R5D 时读者实例，当其缓存预热时，读取性能会稍
微降低。但是，当高速缓存预热时，读取性能会显著提高，而且您还可能会看到与查找到缓存而不是集群存
储相关的I/O成本下降。内存利用率也有所提高。
如果您的作家实例是一个R5d，它会在每次写入操作时自动预热其查找缓存。这种方法确实会稍微增加写入
查询的延迟，但可以更有效地预热查找缓存。然后，如果将需要 property-value 或 RDF 字面量查找的读取查
询定向到 writer 实例，则读取性能会立即得到改善，因为这些值已经缓存在那里。
另外，如果你正在运行批量加载器R5d写入器实例，您可能会注意到由于缓存的原因，其性能略有下降。
由于查找缓存特定于每个节点，因此主机替换会将缓存重置为冷启动。
您可以临时禁用数据库集群中所有实例的查找缓存，方法是将neptune_lookup_cache (p. 446)数据库
集群参数到'disabled'. 但是，一般来说，禁用特定实例上的缓存更有意义，方法是从以下位置缩小缓
存R5d到R5实例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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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 中的事务语义
Amazon Neptune 旨在支持针对数据图形的高度并发的在线事务处理 (OLTP) 工作负载。这些区域有：适用
于 RDF 的 W3C SPARQL 查询语言规范和阿帕奇 TinkerPop Gremlin 图形遍历语言文档没有定义并发查询处
理的事务语义。由于 ACID 支持和良好定义的事务保证非常重要，因此，我们执行严格的语义来避免数据异
常。
本部分对这些语义作出了定义，并介绍它们是如何应用于Neptune中某些常用案例的。
主题
• 隔离级别定义 (p. 103)
• Neptune 中的事务隔离级别 (p. 103)
• Neptune 事务语义示例 (p. 107)
• 异常处理和重试 (p. 109)

隔离级别定义
ACID 中的“I”代表隔离。事务的隔离程度决定了其他并发事务对其所操作的数据的影响程度。
SQL:1992 标准制定了用于描述隔离级别的词汇表。它定义了三种类型的交互（它称之为现象) 可能发生在两
个并发事务之间，Tx1和Tx2：
• Dirty read— 发生这种情况的情况Tx1修改一个项目，然后Tx2之前读过那个项目Tx1已提交更改。之
后，如果 Tx1 始终未成功提交该更改或将其回滚，则 Tx2 读取的值从未进入数据库。
• Non-repeatable read— 这种情况发生在Tx1读取一个项目，然后Tx2修改或删除该项目并提交更改，
然后Tx1尝试重读该项目。Tx1现在读取的值与以前不同，或者发现该项目已不存在。
• Phantom read— 这种情况发生在Tx1读取一组满足搜索条件的项目，然后Tx2添加一个满足搜索条件的
新项目，然后Tx1重复搜索。Tx1现在获得的物品集与以前不同。
这三种交互类型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导致数据库中的最终数据不一致。
SQL:1992 标准定义了四个隔离级别，这些隔离级别在三种交互类型及其可能产生的不一致方面具有不同的
保证。在所有四个级别上，都可以保证事务完整执行或根本不执行：
• READ UNCOMMITTED— 允许所有三种交互类型（即脏读、不可重复读以及幻读）。
• READ COMMITTED— 不可能出现脏读，但可能出现不可重复读和幻读。
• REPEATABLE READ— 不可能出现脏读和不可重复读，但仍可能出现幻读。
• SERIALIZABLE— 三种交互现象均不会发生。
多版本并发控制 (MVCC) 允许另一种隔离，即快照隔离。这保证事务对事务开始时就存在的数据快照进行操
作，并且没有任何其他事务可以更改该快照。

Neptune 中的事务隔离级别
Amazon Neptune 为只读查询和更改查询实现了不同的事务隔离级别。基于以下标准，SPARQL 和 Gremlin
查询被划分为只读查询或更改查询：
• 在 SPARQL 中，读取查询（SELECT、ASK、CONSTRUCT, 和DESCRIBE在中定义的操作SPARQL 1.1 查
询语言规范）和变异查询（INSERT和DELETE在中定义的操作SPARQL 1.1 更新规范）。
请注意，Neptune 将一起提交的多个更改查询（例如，在POSTmessage，以分号分隔）作为单个事务。它
们作为原子单位保证成功或失败，在失败的情况下，会回滚部分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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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 Gremlin 中，Neptune 根据查询是否包含任何查询路径步骤（例
如addE()、addV()、property()，或者drop()操纵数据。如果查询包含任何此类路径步骤，则将其
分类为更改查询并执行。
还可以在 Gremlin 中使用长期会话。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Gremlin 基于脚本的会话 (p. 281)。在此类会
话中，所有查询（包括只读取查询）都与写入器终端节点上的更改查询相同。
在OpencyPher中使用螺栓读写会话，所有查询（包括只读查询）都是在写入器端点上与突变查询相同的隔离
下执行的。
主题
• Neptune 中的只读查询隔离 (p. 104)
• Neptune 中的突变查询隔离 (p. 104)
• 使用锁定等待超时解决冲突 (p. 105)
• 范围锁定和错误冲突 (p. 105)

Neptune 中的只读查询隔离
Neptune 根据快照隔离语义评估只读查询。也就是说，只读查询以逻辑方式对在查询评估开始时拍摄的数据
库一致性快照进行操作。然后，Neptune 可以保证不会发生以下任何现象：
• Dirty reads— Neptune 中的只读查询绝不会看到并发事务中未提交的数据。
• Non-repeatable reads— 多次读取相同数据的只读事务将始终返回相同的值。
• Phantom reads— 只读事务绝不会读取到在该事务开始后添加的数据。
由于快照隔离是使用多版本并发控制 (MVCC) 实现的，只读查询不需要锁定数据，因此不会阻止更改查询。
只读副本仅接受只读查询，因此所有针对只读副本的查询均按照 SNAPSHOT 隔离语义执行。
查询只读副本时，唯一需要考虑的其他问题是，写入副本和只读副本之间可能会有较小的复制滞后。这意味
着对写入器进行的更新可能需要一个较短的时间才能传播到您正在读取的只读副本。实际的复制时间取决于
主实例的写入负载。Neptune 架构支持低延迟复制，并可在 Amazon 中检测复制滞后 CloudWatch 指标。
但是，由于隔离级别为 SNAPSHOT，读取查询看到的始终是数据库的一致性状态（即使不是最新的状态）。
如果需要强力保证查询看到的是之前更新的结果，请将查询发送到写入器终端节点本身而不是只读副本。

Neptune 中的突变查询隔离
在更改查询中进行的读取按照 READ COMMITTED 事务隔离执行，这排除了脏读的可能性。超越通常提供的
保障READ COMMITTED事务隔离，Neptune 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NON-REPEATABLE也不PHANTOM读取可能
会发生。
这些强力保证是通过在读取数据时锁定记录和记录范围实现的。这可防止并发事务在被读取后的索引范围内
进行插入或删除，从而保证可重复读取。

Note
但是，并发更改事务 Tx2 可在更改事务 Tx1 开始后开始，并且可在 Tx1 锁定并读取数据前提交更
改。在这种情况下，Tx1 将看到 Tx2 的更改，就像 Tx2 在 Tx1 开始之前已经完成一样。由于这仅
适用于已提交的更改，因此绝不会发生 dirty read。
要了解Neptune 用于更改查询的锁定机制，最好先了解Neptune 的细节图形数据模型 (p. 98)和索引策
略 (p. 98). Neptune 使用三个索引来管理数据，即SPOG、POGS, 和GP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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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可重复读取READ COMMITTED事务级别，Neptune 将对正在使用的索引进行范围锁定。例如，如果
更改查询读取名为 person1 的顶点的所有属性和出边，则该节点将在读取数据前锁定由 SPOG 索引中的
S=person1 前缀定义的整个范围。
使用其他索引时，将应用相同的机制。例如，当更改事务使用 POGS 索引在所有源-目标顶点对中查找给定边
缘标签时，将锁定 P 位置中该边缘标签的范围。任何并发事务，不管是只读查询还是更改查询，都仍可在锁
定范围内执行读取。但是，涉及在锁定的前缀范围内插入或删除新记录的任何更改都需要排他锁，并且将被
阻止。
换句话说，当更改事务已读取索引范围时，可以强力保证在该读取事务结束之前，任何并发事务都不会修改
该范围。这可保证不会出现 non-repeatable reads。

使用锁定等待超时解决冲突
如果第二个事务试图在第一个事务已锁定的范围内修改记录，Neptune 会立即检测到该冲突并阻止第二个事
务。
如果未检测到依赖性死锁，Neptune 将自动应用锁定等待超时机制，被阻止的事务等待最多 60 秒，以便持
有该锁的事务完成并释放锁。
• 如果锁定等待超时在释放锁前到期，则回滚被阻止的事务。
• 如果在锁定等待超时之内释放了锁，则第二个事务将被解除阻止，并且可以成功完成而无需重试。
但是，如果 Neptune 检测到两个事务之间存在依赖性死锁，则无法自动协调冲突。在这种情况下，Neptune
将立即取消并回滚两个事务之一，而不会启动锁定等待超时。Neptune 会尽最大努力回滚插入或删除记录最
少的事务。

范围锁定和错误冲突
Neptune 使用间隙锁定来锁定射程。间隙锁定是对索引记录之间间隙的锁定，或者是锁定第一条或最后一条
索引记录之前或之后的间隙。
Neptune 使用所谓的字典表将数字 ID 值与特定的字符串字面量相关联。以下是这样的Neptune 词典的样本
状态：table：
字符串

ID

type

1

默认_graph

2

person_3

3

person_1

5

知道

6

person_2

7

年龄

8

edge_1

9

lives_in

10

纽约

11

人员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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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串

ID

位数

13

edge_2

14

上面的字符串属于属性图模型，但这些概念同样适用于所有的 RDF 图模型。
SPOG（Subject-Predicate-Object_Graph）索引的相应状态如下图所示。右侧显示了相应的字符串，以帮助
理解索引数据的含义。
S (ID)

P (ID)

O (ID)

G (ID)

S（字符
串）

P（字符
串）

O (字符串) G（字符
串）

3

1

12

2

person_3

type

人员

默认
_graph

5

1

12

2

person_1

type

人员

默认
_graph

5

6

3

9

person_1

知道

person_3

edge_1

5

8

40

2

person_1

年龄

40

默认
_graph

5

10

11

14

person_1

lives_in

纽约

edge_2

7

1

12

2

person_2

type

人员

默认
_graph

11

1

13

2

纽约

type

位数

默认
_graph

现在，如果更改查询读取名为的顶点的所有属性和出边person_1，则该节点将锁定前缀定义的整个范
围S=person_1在读取数据之前在 SPOG 索引中。范围锁定将在所有匹配的记录和第一条不匹配的记录上放
置间隙锁定。匹配的记录将被锁定，不匹配的记录不会被锁定。Neptune 将按如下方式放置间隙锁：
• 5 1 12 2 （差距 1）
• 5 6 3 9 （差距 2）
• 5 8 40 2 （差距 3）
• 5 10 11 14 (gap 4)
• 7 1 13 2 (gap 5)
这会锁定以下记录：
• 5 1 12 2
• 5 6 3 9
• 5 8 40 2
• 5 10 11 14
在此状态下，以下操作会被合法阻止：
• 插入一个新的属性或边缘S=person_1. 与之不同的新房产type否则必须在缺口 2、间隙 3、间隙 4 或间
隙 5 中出现新的边缘，所有这些都被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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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任何现有记录。
同时，一些并发操作会被错误地阻止（产生错误的冲突）：
• 的任何属性或边缘插入S=person_3被封锁是因为它们必须进入缺口 1。
• 任何分配了 ID 介于 3 和 5 之间的新顶点插入都将被阻止，因为它必须进入间隙 1。
• 任何分配了介于 5 到 7 之间的 ID 的新顶点插入都将被阻止，因为它必须进入间隙 5。
间隙锁定不够精确，无法锁定一个特定谓词的间隙（例如，锁定谓词的 gap5S=5)。
范围锁只放在进行读取的索引中。在上述情况下，记录仅锁定在 SPOG 索引中，而不锁定在 POGS
或 GPSO 中。查询的读取可以跨所有索引执行，具体取决于访问模式，可以使用explainAPI（用
于SparQL (p. 393)而对于Gremlin (p. 297))。

Note
还可以使用间隙锁定来安全地对底层索引进行并发更新，这也可能导致错误的冲突。这些间隙锁的
放置与事务执行的隔离级别或读取操作无关。
虚假冲突不仅可能在以下情况下发生同时事务由于间隙锁定而发生冲突，但在某些情况下，事务在任何类型
的失败后被重试时也会发生冲突。如果由失败触发的回滚仍在进行中，并且之前为事务获取的锁尚未完全释
放，则重试将遇到错误的冲突并失败。
在高负载下，您通常会发现 3-4% 的写入查询因错误冲突而失败。对于外部客户端，此类错误冲突很难预
测，应使用重试次数 (p. 109).

Neptune 事务语义示例
以下示例介绍 Amazon Neptune 中事务语义的不同使用案例。
主题
• 示例 1-仅在不存在属性时插入属性 (p. 107)
• 示例 2-断言某个属性值是全局唯一的 (p. 108)
• 示例 3-如果其他属性具有指定值，则更改属性 (p. 108)
• 示例 (p. 109)
• 示例 5-避免悬垂属性或边缘 (p. 109)

示例 1-仅在不存在属性时插入属性
假设您要确保某个属性仅设置一次。例如，假设有多个查询同时尝试为某人指定信用评分。您只希望插入该
属性的一个实例，而其他查询因该属性已设置而失败。
# GREMLIN:
g.V('person1').hasLabel('Person').coalesce(has('creditScore'), property('creditScore', 'AAA
+'))
# SPARQL:
INSERT { :person1 :creditScore "AAA+" .}
WHERE { :person1 rdf:type :Person .
FILTER NOT EXISTS { :person1 :creditScore ?o .} }

Gremlin property() 步骤插入具有给定键和值的属性。coalesce() 步骤在第一步中执行第一个参数，如
果失败，则执行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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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给定 person1 顶点的 creditScore 属性插入值之前，事务必须尝试读取 person1 可能不存在的
creditScore 值。此尝试的读取将锁定 SPOG 索引中 S=person1 和 P=creditScore 的 SP 范围，其中
creditScore 值要么存在，要么会被写入。
进行该范围锁定可防止任何并发事务同时插入 creditScore 值。当存在多个并行事务时，某一时刻它们中
只有一个可以更新该值。这可排除创建多个 creditScore 属性的异常。

示例 2-断言某个属性值是全局唯一的
假设您要插入一个使用社会保险号作为主键的人员。您希望更改查询，以确保在全局范围内，数据库中没有
其他人具有相同的社会保险号：
# GREMLIN:
g.V().has('ssn', 123456789).fold()
.coalesce(__.unfold(),
__.addV('Person').property('name', 'John Doe').property('ssn', 123456789'))
# SPARQL:
INSERT { :person1 rdf:type :Person .
:person1 :name "John Doe" .
:person1 :ssn 123456789 .}
WHERE { FILTER NOT EXISTS { ?person :ssn 123456789 } }

该示例与上一个示例相似。主要区别在于范围锁定是在 POGS 索引而不是 SPOG 索引上进行的。
执行查询的事务必须读取模式 ?person :ssn 123456789，其中绑定了 P 和 O 位置。范围锁定是在
P=ssn 和 O=123456789 的 POGS 索引上进行的。
• 如果存在该模式，则不采取任何操作。
• 如果不存在该模式，锁将阻止任何并发事务也插入该社会保险号

示例 3-如果其他属性具有指定值，则更改属性
假设游戏中的各种事件将一个人从第一关移动到第二关，并为他们分配一个设置为零的新 level2Score 属
性。您需要确保此类事务的多个并发实例无法创建第二关得分属性的多个实例。Gremlin 和 SPARQL 中的查
询可能如下所示。
# GREMLIN:
g.V('person1').hasLabel('Person').has('level', 1)
.property('level2Score', 0)
.property(Cardinality.single, 'level', 2)
# SPARQL:
DELETE { :person1
INSERT { :person1
:person1
WHERE { :person1
:person1

:level 1 .}
:level2Score 0 .
:level 2 .}
rdf:type :Person .
:level 1 .}

在 Gremlin 中，指定了 Cardinality.single 时，property() 步骤将添加新属性，或将现有属性值替
换为指定的新值。
对属性值的任何更新（例如将 level 从 1 增加到 2）都实现为删除当前记录并插入具有新属性值的新记录。
在这种情况下，将删除第 1 关的记录，并重新插入第 2 关的记录。
在增加 level2Score 并将 level 从 1 更新为 2 之前，事务必须先验证 level 值当前等于 1。为此，它需
要对 SPOG 索引中的 S=person1、P=level 和 O=1 的 SPO 前缀进行范围锁定。该锁可防止并发事务删除
版本 1 三元组，因此，不会发生冲突性的并发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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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某些事件可能会将某人的信用评分更新为新值（此处为 BBB）。但是，您想要确保这种类型的并发事件无法
为某人创建多个信用评分属性。
# GREMLIN:
g.V('person1').hasLabel('Person')
.sideEffect(properties('creditScore').drop())
.property('creditScore', 'BBB')
# SPARQL:
DELETE { :person1
INSERT { :person1
WHERE { :person1
:person1

:creditScore ?o .}
:creditScore "BBB" .}
rdf:type :Person .
:creditScore ?o .}

这种情况与示例 2 相似，不同之处在于，不会锁定SPO前缀，Neptune 锁
定SPprefixS=person1和P=creditScore仅限 。这可防止并发事务插入或删除 person1 对象具有
creditScore 属性的任何三元组。

示例 5-避免悬垂属性或边缘
对实体的更新不应造成悬垂元素，即与无类型的实体相关联的属性或边缘。仅 SPARQL 存在该问题；
Gremlin 具有内置约束，可避免造成悬垂元素。
# SPARQL:
tx1: INSERT { :person1 :age 23 } WHERE { :person1 rdf:type :Person }
tx2: DELETE { :person1 ?p ?o }

INSERT 查询必须读取并使用 SPOG 索引中的 S=person1、P=rdf:type 和 O=Person 锁定 SPO 前缀。该
锁可防止 DELETE 查询并行成功。
在 DELETE 查询尝试删除 :person1 rdf:type :Person 记录和 INSERT 查询读取该记录并在 SPOG 索
引中该记录的 SPO 上创建范围锁的争用过程中，可能产生以下结果：
• 如果 INSERT 查询在 DELETE 查询读取并删除 :person1 的所有记录之前提交，则将从数据库中完全删
除 :person1，包括新插入的记录。
• 如果 DELETE 查询在 INSERT 查询尝试读取 :person1 rdf:type :Person 记录之前提交，则读取内
容将包括已提交的更改。也就是说，它找不到任何 :person1 rdf:type :Person 记录，因此成为一个
空操作。
• 如果 INSERT 查询在 DELETE 查询之前读取，则 :person1 rdf:type :Person 三元组将被锁定，并
且 DELETE 查询将被阻止，直到 INSERT 查询提交为止，就像前面的第一种情况一样。
• 如果 DELETE 在 INSERT 查询之前读取，并且 INSERT 查询尝试读取并锁定该记录的 SPO 前缀，则会检
测到冲突。这是因为三元组已标记为等待删除，因此 INSERT 将失败。
在上述所有不同的可能事件序列中，均未创建任何悬垂边缘。

异常处理和重试
当由于无法解决的冲突或锁定等待超时而取消交易时，Amazon Neptune 将使用作为响
应ConcurrentModificationException.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引擎错误代码 (p. 729)。作为最佳实
践，客户端应始终捕获并处理这些异常。
在许多情况下，当 ConcurrentModificationException 实例数量很少时，基于指数回退的重试机制能
够很好地处理它们。在这种重试方法中，最大重试次数和等待时间通常取决于事务的最大大小和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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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您的应用程序具有很高的并发更新工作负载，并且您观察到大量
ConcurrentModificationException 事件，则可以修改应用程序来减少冲突性并发修改的数量。
例如，请考虑这样的应用程序：它经常对一组顶点进行更新，并使用多个并发线程进行更新来优化写
入吞吐量。如果每个线程连续执行更新一个或多个节点属性的查询，则并发更新同一节点可能会产生
ConcurrentModificationException。这反过来会降低写入性能。
如果您能够将可能相互冲突的更新更改为顺序执行，则可大大降低发生此类冲突的可能性。例如，
如果您可以确保对给定节点的所有更新查询都在同一线程上进行（例如使用基于哈希的分配），则
可以确保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执行，而不是并发执行。虽然对相邻节点进行范围锁定仍然可能导致
ConcurrentModificationException，但是您消除了对同一节点的并发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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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和实例
Amazon Neptune数据库群集通过查询管理对数据的访问。集群包含以下内容：
• 第一主数据库实例。.
• 最高 15只读副本数据库实例。.
集群中的所有实例共享同一实例底层的托管存储卷 (p. 113)，旨在实现可靠性和高可用性。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连接到数据库集群中的数据库实例Neptune 终点 (p. 115).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中的主数据库实例
主数据库实例协调对数据库集群底层存储卷的所有写入操作。它还支持读取操作。
一个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中只能有一个主数据库实例。如果主实例不可用，Neptune 会自动故障切换到具有
您可以指定优先级的只读副本实例之一。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中的只读副本数据库实例
在为数据库集群创建主实例后，您可以在数据库集群中创建最多 15 个只读副本实例，以便为只读查询提供
支持。
Neptune 只读取副本数据库实例完全专用于集群卷上的读取操作。所有写入操作都由主实例进行管理。每个
只读副本数据库实例具有自己的终端节点。
由于集群存储卷在集群中的所有实例之间共享，因此所有只读副本实例返回相同的查询结果数据，复制延迟
很小。此滞后通常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
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
在不同的可用区中使用一个或多个只读副本实例可以提高可用性，因为只读副本充当主实例的故障转移目
标。也就是说，如果主实例失败，Neptune 将只读副本实例提升为主实例。在这种情况下，提升的实例重启
时会出现短暂的中断，在此期间，对主实例发出的读写请求将失败，同时会出现异常。
相比之下，如果数据库集群不包含任何只读副本实例，则当主实例发生故障时，数据库集群将保持不可用，
直到它被重新创建。与提升只读副本相比，重新创建主实例所需的时间要长得多。
为确保高可用性，我们建议您创建一个或多个只读副本实例，这些实例与主实例具有相同的数据库实例类，
并且位于与主实例不同的可用区中。请参阅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容错能力 (p. 689)。
使用控制台，您只需在创建数据库集群时指定多可用区，即可创建多可用区部署。如果数据库集群位于单个
可用区中，您可以通过在不同可用区中添加 Neptune 副本来使其成为多可用区数据库集群。

Note
您不能为未加密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创建加密的只读副本实例，或为加密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
创建未加密的只读副本实例。
有关如何创建 Neptune 只读副本数据库实例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控制台创建 Neptune 副本 (p. 457).

在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中调整数据库实例的大小
根据您的 CPU 和内存要求调整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中的实例大小。实例上的 vCPUs 数量决定了处理传入
查询的查询线程的数量。实例上的内存量决定了缓冲区高速缓存的大小，缓冲区缓存用于存储从底层存储卷
提取的数据页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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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 Neptune 数据库实例都有相当于该实例上的 2 倍数量的查询线程。网络 ACL 和安全组都允许 (因此可
到达您的实例) 的发起 ping 的r4.xlarge，例如，具有 2 个 vCPUs，有 4 个查询线程，因此可以同时处
理 4 个请求。网络 ACL 和安全组都允许 (因此可到达您的实例) 的发起 ping 的r5.4xlarge，具有 16 个
vCPUs，具有 32 个查询线程，因此可以同时处理 32 个查询。
当所有查询线程被占用时到达的其他查询将被放入服务器端队列中，并在查询线程可用时以 FIFO
方式进行处理。此服务器端队列可容纳大约 8000 个待处理请求。装满后，Neptune 会回复其他请
求ThrottlingException. 您可以使用监控待处理请求的数量MainRequestQueuePendingRequests
CloudWatch 指标，或者使用Gremlin 查询状态终端节点 (p. 279)用includeWaiting参数。
从客户端的角度来看，查询执行时间包括队列中花费的任何时间，以及实际执行查询所花费的时间。
理想情况下，使用主数据库实例上的所有查询线程的持续并发写入负载显示 90% 或更高的 CPU 利用率，这
表明服务器上的所有查询线程都在积极执行有用的工作。但是，即使在持续的并发写入负载下，实际 CPU
利用率通常也会稍低一些。这通常是因为查询线程正在等待对底层存储卷的 I/O 操作完成。Neptune 使用仲
裁写入，在三个可用区中创建六个数据副本，而这六个存储节点中的四个必须确认一次写入才能被认为是持
久的。当查询线程从存储卷等待此仲裁时，它将停止，从而降低 CPU 使用率。
如果您有串行写入负载，您正在执行一次又一次的写入，并且在开始下一次写入之前等待第一个写入完成，
则可以预计 CPU 使用率仍会降低。确切的数量将取决于 vCPUs 和查询线程的数量（查询线程越多，每个查
询的整体 CPU 越少），但会因等待 I/O 而有所减少。

在 Neptune 中监控数据库实例性能
您可以使用 CloudWatch Neptune 中的指标，用于监控数据库实例的性能并跟踪客户端观察到的查询延迟。
请参阅 使用 CloudWatch 监控 Neptune 中的数据库实例性能 (p. 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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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Neptune 存储、可靠性和可用性
Amazon Neptune 使用分布式和共享存储架构，该架构会随着您的数据库存储需求的增长而自动扩展。
Neptune 数据存储在集群卷中，该集群卷是一个使用非易失性内存 (NVMe) 固态硬盘。集群卷中包含一组名
为分段的逻辑块。每个数据段都分配了 10 千兆字节 (GB) 的存储空间。将每个数据段中的数据复制到六个副
本中，然后将这些副本分配到Amazon数据库集群所在的区域。
创建 Neptune 数据库集群时，会为其分配一个 10 GB 的单个分段。当数据量增加并超过当前分配的存
储空间时，Neptune 会通过添加新数据段自动扩展群集卷。除中国和中国以外，在所有受支持的区域
中，Neptune 集群卷可增大到 128 tebibytes (TiB) 的最大大小 GovCloud，它限制在 64 TiB 以内。对于早于
以下版本的发动机发布: 1.0.2.2 (2020-03-09) (p. 784)但是，在所有区域中，集群卷的大小限制为 64 TiB。
数据库集群卷包含所有用户数据、索引和字典（在Neptune 图形数据模型 (p. 98)部分，以及内部元数据，如
内部事务日志。所有这些图形数据，包括索引和内部日志，都不能超过集群卷的最大大小。

Neptune 存储空间分配
即使一个 Neptune 集群卷可增大到 128 TiB（在少数区域中为 64 TiB），您只需为实际分配的空间付费。分
配的总空间由存储空间决定高水位线，这是群集卷存在期间任何时候分配给群集卷的最大数量。
这意味着，即使用户数据已从群集卷中删除，例如通过删除查询g.V().drop()，则分配的总空间保持不
变。Neptune 会自动优化未使用的分配空间，以备将future 重复使用。
除了用户数据之外，还有两种额外的内容类型会占用内部存储空间，即字典数据和内部事务日志。尽管字典
数据与图形数据一起存储，但即使它支持的图形数据已被删除，它也会无限期地保留，这意味着如果重新
引入数据，则可以重复使用条目。内部日志数据存储在单独的内部存储空间中，该存储空间有自己的高水位
线。当内部日志过期时，它占用的存储空间可以重新用于其他日志，但不能用于图形数据。已为日志分配的
内部空间量包含在VolumeBytesUsed CloudWatch 公制 (p. 660).
Check存储最佳实践 (p. 113)了解将分配的存储保持在最低限度并重复使用空间的方法。

Neptune 存储计费
存储成本根据存储量计费高水位线，如上所述。尽管您的数据被复制成六个副本，但您只需为一份数据副本
付费。
您可以通过监视数据库集群当前的存储高水位线来确定数据库集群的当前存储高水位线是多
少VolumeBytesUsed CloudWatch 指标（请参阅使用Amazon 监控 Neptune CloudWatch (p. 660))。
其他可能影响 Neptune 存储成本的因素包括数据库快照和备份，它们作为备份存储单独计费，并基于
Neptune 存储成本（请参阅CloudWatch对于管理 Neptune 备份存储有用的指标 (p. 690).
如果你创建一个克隆 (p. 469)但是，克隆指向的集群卷与数据库集群本身使用的集群卷相同，因此原始数据
无需支付额外的存储费用。对克隆的后续更改使用copy-on-write protocol (p. 470)，并且会产生额外的存储
成本。
有关 Neptune 定价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Neptune 价格.

Neptune 存储最佳实践
由于某些类型的数据会消耗 Neptune 中的永久存储，因此请使用以下最佳做法来避免存储增长的大幅峰值：
• 设计图形数据模型时，应尽可能避免使用临时性质的属性键和面向用户的值。
• 如果您计划对数据模型进行更改，请不要使用新模型将数据加载到现有数据库集群中，直到您已使用快速
重置 (p. 453). 最好的办法通常是将使用新模型的数据加载到新的数据库集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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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大量数据进行操作的事务会生成相应的大量内部日志，这可能会永久增加内部日志空间的高水位线。例
如，删除数据库集群中所有数据的单个事务可能会生成庞大的内部日志，这将需要分配大量内部存储，从
而永久减少图形数据的可用空间。
为避免这种情况，请将大型事务拆分为较小的交易，并在它们之间留出时间，以便关联的内部日志有机会
过期并释放其内部存储以供后续日志重复使用。
• 要监控 Neptune 集群卷的增长，您可以设置一个 CloudWatch 上的警报VolumeBytesUsed CloudWatch
指标。如果数据达到集群卷的最大大小，这会特别有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 Amazon
CloudWatch 警报.
在拥有大量未使用的分配空间时，缩小数据库集群使用的存储空间的唯一方法是导出图表中的所有数据，然
后将其重新加载到新的数据库集群中。请参阅Neptune 的数据导出服务和实用程序 (p. 565)以获得从数据库
集群导出数据的简便方法，以及海王星的散装装载机 (p. 214)为将数据导回Neptune 的简便方法。

Note
创建和恢复快照 (p. 693)不会减少分配给数据库集群的存储量，因为快照会保留集群底层存储的原
始映像。如果未使用分配的大量存储空间，则缩小分配的存储空间的唯一方法是导出图形数据并将
其重新加载到新的数据库集群中。

Neptune 存储可靠性和高可用性
Amazon Neptune 的设计具有可靠、持久和容错的特点。
Neptune 数据的六个副本在三个可用区 (AZ) 中维护，这一事实确保了数据的存储具有很高的持久性，而且数
据丢失的可能性极低。无论可用区中是否有数据库实例，数据都会自动跨可用区进行复制过程，并且复制的
数量与集群中的数据库实例数量无关。
这意味着您可以快速添加只读副本，因为 Neptune 不会创建图形数据的新副本。相反，只读副本连接到已包
含数据的集群卷。同样，删除只读副本也不会删除任何基础数据。
只有在删除集群卷的所有数据库实例后，才能删除集群卷及其数据。
Neptune 还会自动检测集群卷包含的段中的故障。当区段中的数据副本损坏时，Neptune 会立即修复该段，
使用同一段中的其他数据副本来确保修复的数据是最新的。因此，Neptune 将避免数据丢失，并减少了执行
的需求 point-in-time 还原以从磁盘故障中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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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到Amazon Neptune 终端节点
Amazon Neptune 使用数据库实例集群而不是单个实例。每个 Neptune 连接均由特定的数据库实例处理。
在连接到 Neptune 集群时，您指定的主机名和端口将指向名为终端节点. 终端节点是包含主机地址和端口的
URL。Neptune 终端节点使用加密的传输层安全性/安全套接字层 (TLS/SSL) 连接。
Neptune 使用终端节点机制来抽象这些连接，以便在某些数据库实例不可用时对主机名进行硬编码或编写自
己的逻辑来重新路由连接。
通过使用终端节点，您可以根据使用案例将每个连接映射到相应的实例或实例组。自定义终端节点允许您连
接到数据库实例的子集。Neptune 数据库集群中可用的终端节点：
集群终端节点
集群终端节点是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一个终端节点，连接到该数据库集群的当前主数据库实例。每个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均有一个集群终端节点和一个主数据库实例。
集群终端节点为数据库集群的读取/写入连接提供故障转移支持。对数据库集群上的所有写入操作使用集
群终端节点，这些操作包括插入、更新、删除和数据定义语言 (DDL) 更改。您还可以对读取操作（如查
询）使用集群终端节点。
如果数据库集群的当前主数据库实例失败，Neptune 将自动故障转移到新的主数据库实例。在故障转移
期间，数据库集群将继续为从新的主数据库实例到集群终端节点的请求提供服务，对服务造成的中断最
少。
以下示例介绍了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集群终端节点。
mydbcluster.cluster-123456789012.us-east-1.neptune.amazonaws.com:8182
读取器终端节点
读取器终端节点是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可用的 Neptune 副本之一。每个 Neptune 数据库集群都具有
一个读取器终端节点。如果有多个Neptune副本，则读取器终端节点会将每个连接请求定向到Neptune副
本之一。
读取器终端节点为数据库集群的只读连接提供轮询路由。对读取操作 (如查询) 使用读取器终端节点。
除非您拥有单实例集群（没有只读副本的集群），否则您无法将读取器终端节点用于写入操作。当且仅
当在这种情况下，读取器可以用于写入操作以及读取操作。
读取器终端节点轮询路由的运行方式是更改 DNS 条目指向的主机。每次解析 DNS 时，您会获得不同的
IP 并且针对这些 IP 打开连接。建立连接之后，对于该连接的所有请求将发送到同一个主机。客户端必
须创建新连接并再次解析 DNS 记录，以获取到可能不同的只读副本的连接。

Note
WebSockets 连接通常可长时间保持活动状态。要获取不同的只读副本，请执行以下操作：
• 确保您的客户端在每次连接时都会解析 DNS 条目。
• 关闭连接，然后重新连接。
不同的客户端软件可能在解析 DNS 的方式上各有不同。例如，如果您的客户端解析 DNS，然后对于每
个连接使用该 IP，则它会将所有请求定向到单个主机。
客户端或代理的 DNS 缓存将 DNS 名称解析为缓存中的相同终端节点。这对于轮询路由和故障转移场景
都是一个问题。

Note
禁用任何 DNS 缓存设置以每次强制执行 DNS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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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集群在可用的 Neptune 副本之间分配对读取器终端节点的连接请求。如果数据库集群只包含
主数据库实例，则读取方终端节点从主数据库实例为连接请求提供服务。如果为该数据库集群创建了
Neptune 副本，则读取器终端节点将从新 Neptune 副本继续为针对读取器终端节点的连接请求提供服
务，对服务造成的中断最少。
以下示例介绍了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读取器终端节点。
mydbcluster.cluster-ro-123456789012.us-east-1.neptune.amazonaws.com:8182
实例终端节点
实例终端节点是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中数据库实例的一个终端节点，连接到该特定数据库实例。数据库
集群中的每个数据库实例具有自己的唯一实例终端节点，而不论具有何种实例类型。因此，数据库集群
的当前主数据库实例具有一个实例终端节点。数据库集群中的每个 Neptune 副本也都具有一个实例终端
节点。
对于可能不适合使用集群终端节点或读取器终端节点的场景，实例终端节点提供对与数据库集群连接的
直接控制。例如，您的客户端应用程序可能根据工作负载类型需要精细的负载均衡。在这种情况下，您
可以配置多个客户端以连接到数据库集群中的不同 Neptune 副本，以便分配读取取取取工作负载。
以下示例介绍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中数据库集群中数据库实例的实例终端节点。
mydbinstance.123456789012.us-east-1.neptune.amazonaws.com:8182
自定义终端节点
一个自定义终端节点Neptune 集群表示一组选定数据库实例。在连接到终端节点时，Neptune 会选择组
中的某个实例来处理连接。您可以定义此终端节点引用的实例，并确定此终端节点的用途。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在您创建自定义终端节点之前没有自定义终端节点，并且您可以为每个预配置的
Neptune 集群创建最多 5 个自定义终端节点。
自定义终端节点根据数据库实例的只读或读/写功能以外的条件提供负载均衡的数据库连接。由于连接可
以转到与终端节点关联的任何数据库实例，因此请确保该组中的所有实例共享相同的性能和内存容量特
性。在使用自定义终端节点时，通常不使用该集群的读取器终端节点。
此功能适用于具有特殊类型的工作负载的高级用户，在这些工作负载下，使集群中的所有 Neptune 副本
保持相同是不切实际的。利用自定义终端节点，您可以调整用于每个连接的数据库实例的容量。
例如，如果您定义了多个连接到具有不同实例类的实例组的自定义终端节点，则可以将具有不同性能需
求的用户引导至最适合其使用案例的终端节点。
以下示例介绍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中数据库集群中数据库实例的自定义终端节点：
myendpoint.cluster-custom-123456789012.us-east-1.neptune.amazonaws.com:8182

Neptune 终点注意事项
使用 Neptune 终端节点时，请考虑以下事项：
• 使用实例终端节点连接到数据库集群中的特定数据库实例之前，请考虑改为对数据库集群使用集群终端节
点或读取方终端节点。
集群终端节点和读取方终端节点可提供对高可用性场景的支持。如果数据库集群的主数据库实例失
败，Neptune 将自动故障转移到新的主数据库实例。它通过将现有 Neptune 副本提升为新的主数据库实例
或者创建新的主数据库实例来完成该操作。如果发生了故障转移，您可以使用集群终端节点连接到新提升
或新创建的主数据库实例，或者使用读取器终端节点重新连接到数据库集群中的其他 Neptune 副本之一。
如果未采用此方法，您仍可以确保连接到数据库集群中的合适数据库实例来执行目标操作。为此，您可以
在故障转移之后，以手动或以编程方式先搜索数据库集群中得到的可用数据库实例集，并确认其实例类
型，然后再使用特定数据库实例的实例终端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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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故障转移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容错能力 (p. 689)。
• 读取器终端节点仅将连接定向到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中的可用 Neptune 副本。它不会定向特定查询。

Important
Neptune 不会执行负载均衡。
如果您要实现查询的负载均衡以分配数据库集群的读取工作负载，则必须在应用程序中进行管理。您必须
使用实例终端节点直接连接到 Neptune 副本以进行负载平衡。
• 读取器终端节点轮询路由的运行方式是更改 DNS 条目指向的主机。客户端必须创建新连接并再次解析
DNS 记录，以获取到可能新的只读副本的连接。
• 在故障转移期间，在将 Neptune 副本提升为新的主数据库实例时，读取器终端节点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将连
接定向到数据库集群的新的主数据库实例。

自定义端点
在将数据库实例添加到自定义终端节点或将其从自定义终端节点中删除时，与该数据库实例的任何现有连接
都将保持活动状态。
您可以定义要包含在自定义终端节点中的数据库实例的列表 (静态的list），或者要从自定义终端节点中排除
的终端节点（.排除列表)。您可以使用包含/排除机制将数据库实例细分为多个组，并确保自定义终端节点涵
盖集群中的所有数据库实例。每个自定义终端节点只能包含其中一种列表类型。
在 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 中，该选项由 Attach future instances added to this cluster
(挂载以后添加到此集群的实例) 复选框表示。如果清除该复选框，则自定义终端节点将使用仅包含对话框中
指定的数据库实例的静态列表。选中此复选框后，自定义终端节点将使用排除列表。在这种情况下，自定义
终端节点表示集群中的所有数据库实例（包括您将future 添加的任何实例），但在对话框中未选中的实例除
外。
当数据库实例由于故障转移或升级而更改主实例和 Neptune 副本之间的角色时，Neptune 不会更改静态或排
除列表中指定的数据库实例。
您可以将一个数据库实例与多个自定义终端节点关联。例如，假设您将新数据库实例添加到集群。在这种情
况下，数据库实例将添加到它符合条件的所有自定义终端节点。为其定义的静态列表或排除列表决定了可以
向其添加的数据库实例。
如果终端节点包含数据库实例的静态列表，则新添加的 Neptune 副本不会添加到其中。相反，如果终端节点
具有排除列表，则新添加的 Neptune 副本将添加到该列表中，前提是它们未在排除列表中指定这些副本。
如果一个 Neptune 副本变得不可用，它仍将与其自定义终端节点关联。无论它处于不正常、已停止、重新启
动还是由于其他原因不可用，都是如此。但是，只要它保持不可用，您就无法通过任何终端节点连接到它。
由于新创建的 Neptune 集群没有自定义终端节点，因此，您必须自行创建和管理这些终端节点。从快照还原
的 Neptune 集群也是如此，因为自定义终端节点不包含在快照中。您在还原后再次创建它们，并在还原的集
群与原始集群位于同一区域时选择新的终端节点名称。

创建自定义终端节点
使用 Neptune 控制台管理自定义终端节点。为此，请导航到 Neptune 集群的详细信息页面，然后使用自定
义终端节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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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到Amazon管理控制台，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Amazon Neptune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neptune/home.
2. 导航到集群详细信息页面。
3. 选择Create custom endpoint在里面行动终端节点部分。
4. 为自定义终端节点选择一个名称，该名称对于用户 ID 和区域是唯一的。名称长度必须不超过 63 个字符，
并采用以下形式：
endpointName.cluster-custom-customerDnsIdentifier.dnsSuffix
由于自定义终端节点名称不包含集群的名称，因此，如果您重命名集群，则不必更改这些名称。但是，您
不能为同一区域中的多个集使用相同的自定义终端节点名称。为每个自定义终端节点指定一个名称，该名
称在特定区域内的用户 ID 所拥有的集群中是唯一的。
5. 要选择即使在集群扩展时也保持不变的数据库实例列表，请清除 Attach future instances added to this
cluster (挂载以后添加到此集群的实例) 复选框。如果选中该复选框，自定义终端节点将动态添加添加到集
群中的任何新实例。

查看自定义终端节点
1. 登录到Amazon管理控制台，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Amazon Neptune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neptune/home.
2. 导航到数据库集群的集群详细信息页面。
3. 这些区域有：终端节点部分仅包含有关自定义终端节点的信息（有关内置终端节点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详
细信息部分。要查看特定自定义终端节点的详细信息，请选择其名称以显示该终端节点的详细信息页。

编辑自定义终端节点
您可以编辑自定义终端节点的属性以更改与其关联的数据库实例。您也可以切换静态列表和排除列表。
当编辑操作的更改正在进行中时，您无法连接或使用自定义终端节点。在您进行更改后，在终端节点状态返
回Available你可以再次连接。
1. 登录到Amazon管理控制台，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Amazon Neptune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neptune/home.
2. 导航到集群详细信息页面。
3. 在终端节点部分中，选择要编辑的自定义终端节点的名称。
4. 在该终端节点的详情页面中，选择编辑action.

删除自定义终端节点
1. 登录到Amazon管理控制台，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Amazon Neptune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neptune/home.
2. 导航到集群详细信息页面。
3. 在终端节点部分中，选择要删除的自定义终端节点的名称。
4. 在该终端节点的详情页面中，选择Delet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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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定义 ID 注入到 Neptune Gremlin 或 SPARQL
查询中
默认情况下，Neptune 会分配一个唯一的queryId每个查询的值。您可以使用该 ID 获取有关正在运行的查
询的信息（请参阅 Gremlin 查询状态 API (p. 279) 或 SPARQL 查询状态 API (p. 387)），也可以取消查
询（请参阅 Gremlin 查询取消 (p. 280) 或 SPARQL 查询取消 (p. 388)）。
Neptune 还允许你自己指定queryIdGremlin 或 SPARQL 查询的值，在 HTTP 标头中，或者用于 SPARQL
查询queryId查询提示。分配自己的 queryID 可轻松跟踪查询来获取状态或取消查询。

Note
可以通过使用此功能1.0.1.0.200463.0 版本 (2019-10-15) (p. 801).

使用 HTTP 标头注入自定义 queryId 值
对于 Gremlin 和 SPARQL，都可以使用 HTTP 标头将您自己的 queryId 值注入到查询中。
Gremlin 示例
curl -XPOST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 \
-d "{\"gremlin\": \
\"g.V().limit(1).count()\" , \
\"queryId\":\"4d5c4fae-aa30-41cf-9e1f-91e6b7dd6f47\"

}"

SPARQL 示例
curl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sparql \
-d "query=SELECT * WHERE { ?s ?p ?o } " \
--data-urlencode \
"queryId=4d5c4fae-aa30-41cf-9e1f-91e6b7dd6f47"

使用 SPARQL 查询提示注入自定义 queryId 值
以下是使用 SPARQL queryId 查询提示将自定义 queryId 值注入到 SPARQL 查询中的示例：
curl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sparql \
-d "PREFIX hint: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QueryHints#> \
SELECT * WHERE { hint:Query hint:queryId \"4d5c4fae-aa30-41cf-9e1f-91e6b7dd6f47\" \
{?s ?p ?o}}"

使用 queryId 值检查查询状态
Gremlin 示例
curl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gremlin/status \
-d "queryId=4d5c4fae-aa30-41cf-9e1f-91e6b7dd6f47"

SPARQL 示例
curl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sparql/status \
-d "queryId=4d5c4fae-aa30-41cf-9e1f-91e6b7dd6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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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 实验室模式
你可以使用Amazon Neptune实验室模式启用当前 Neptune 引擎版本中新增但尚未准备好用于生产环境因而
默认未启用的功能。这让您能够在开发和测试环境中试用这些功能。

Note
可以通过使用此功能1.0.1.0.200463.0 版本 (2019-10-15) (p. 801).

使用Neptune 实验室模式
使用neptune_lab_mode数据库集群参数 (p. 445)以启用或禁用功能。为此，您可以在数据库集群参数组
的 neptune_lab_mode 参数值中包含 (feature name)=enabled 或 (feature name)=disabled。
例如，在该引擎版本中，您可以将 neptune_lab_mode 参数设置为 Streams=disabled,
ReadWriteConflictDetection=enabled。
有关如何编辑数据库的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的信息，请参阅 编辑参数组 (p. 443)。请注意，您无法编辑
默认的数据库集群参数组。如果使用默认组，则必须先创建一个新的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然后才能设置
neptune_lab_mode 参数。

Note
当您更改静态数据库集群参数（如neptune_lab_mode，您必须重新启动集群的主（写入程序）实
例，更改才会生效。优化前发布: 1.2.0.0 (2022-07-21) (p. 741)，则当主实例重启时，数据库集群
中的所有只读副本都将自动重启。
以开头发布: 1.2.0.0 (2022-07-21) (p. 741)，重启主实例不会导致任何副本重启。这意味着您必须
单独重启每个实例才能获得数据库集群参数更改（请参阅参数组 (p. 443))。

Important
目前，如果您提供了错误的实验室模式参数，或者您的请求由于其他原因而失败，则可能不会通知
您失败。您应始终通过调用状态 API (p. 658)如下所示：
curl -G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status

状态结果包括实验室模式信息，这些信息将显示是否进行了您请求的更改：
{

"status":"healthy",
"startTime":"Wed Dec 29 02:29:24 UTC 2021",
"dbEngineVersion":"development",
"role":"writer",
"dfeQueryEngine":"viaQueryHint",
"gremlin":{"version":"tinkerpop-3.5.2"},
"sparql":{"version":"sparql-1.1"},
"opencypher":{"version":"Neptune-9.0.20190305-1.0"},
"labMode":{
"ObjectIndex":"disabled",
"ReadWriteConflictDetection":"enabled"
},
"features":{
"LookupCache":{"status":"Available"},
"ResultCache":{"status":"disabled"},
"IAMAuthentication":"disabled",
"Streams":"disabled",
"AuditLog":"disabled"
},
"settings":{"clusterQueryTimeoutInMs":"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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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使用实验室模式访问以下功能：

OSGP 索引
Neptune 现在可以维护第四个索引，即 OSGP 索引，这对于具有大量谓词的数据集非常有用（请参阅启用
OSGP 索引 (p. 99))。

Note
功能，从开始于Neptune 引擎版本 1.0.2.1 (p. 790).
您可以通过设置在新的空白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中启用 OSGP 索引ObjectIndex=enabled中
的neptune_lab_mode数据库集群参数。OSGP 索引可以仅限在新的空数据库集群中启用。
默认情况下，OSGP 索引处于禁用状态。

Note
在设置neptune_lab_mode数据库集群参数为了启用 OSGP 索引，您必须重新启动集群的写入器
实例才能使更改生效。

Warning
如果您通过设置禁用已启用的 OSGP 索引ObjectIndex=disabled然后在添加更多数据后重新启
用它，索引将无法正确构建。不支持按需重建索引，因此只有在数据库为空时才应启用 OSGP 索
引。

形式化事务语义
Neptune 更新了并发事务的形式语义（请参阅Neptune 中的事务语义 (p. 103))。
在 neptune_lab_mode 参数中，将 ReadWriteConflictDetection 用作启用或禁用形式化事务语义的
功能名称。
默认情况下，已启用形式化事务语义。如果要恢复为以前的行为，请在为数据库集群 neptune_lab_mode
参数设置的值中包含 ReadWriteConflictDetection=dis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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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Neptune 替代查询引擎 (DFE)
Amazon Neptune 有一个名为 DFE 的替代查询引擎，它比原始 Neptune 引擎更高效地使用 CPU 内核、内存
和 I/O 等数据库实例资源。

Note
对 OpencyPher 的Support 取决于 Neptune 中的 DFE 查询引擎。
DFE 引擎首次在实验室模式下可用Neptune 引擎版本 1.0.3.0 (p. 779)，然后开始于Neptune 引擎
版本 1.0.5.0 (p. 763)，它默认处于启用状态，但仅用于查询提示和 OpencyPher 支持。
以开头Neptune 引擎版本 1.1.1.1.1.1.1.0 (p. 745)DFE 引擎不再处于实验室模式，现在使
用neptune_dfe_query_engine (p. 446)实例的数据库参数组中的实例参数。

Note
对于大型数据集，DFE 引擎可能无法在 t3 实例上正常运行。
DFE 引擎运行 SPARQL、Gremlin 和 OpencyPher 查询，并支持各种计划类型，包括左深、浓密和混合计
划。计划运算符可以调用计算操作（在一组预留的计算核心上运行）和 I/O 操作，后者在 I/O 线程池中各自
的线程上运行。
DFE 使用预生成的有关 Neptune 图形数据的统计信息，就如何构建查询做出明智的决策。请参阅DFE 统计
数据 (p. 124)了解如何生成这些统计信息。
计划类型和使用的计算线程数是根据预生成的统计数据和 Neptune 头节点中可用的资源自动选择的。对于具
有内部计算并行度的计划，结果的顺序不是预先确定的。

控制Neptune DFE 引擎的使用位置
默认情况下，neptune_dfe_query_engine (p. 446)实例的实例参数设置为viaQueryHint，这会导致 DFE
引擎仅用于 OpencyPher 查询以及显式包含useDFE查询提示设置为true.
您可以完全启用 DFE 引擎，以便尽可能使用它，方法是将neptune_dfe_query_engine实例参数更改
为enabled.
您还可以禁用 DFE，方法是将useDFE特定对象的查询提示Gremlin (p. 277)要么SPARQL 查询 (p. 386).
此查询提示允许您阻止 DFE 执行该特定查询。
您可以使用实例状态 (p. 658)打电话，如下所示：
curl -G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status

然后，状态响应指定 DFE 是否已启用：
{

"status":"healthy",
"startTime":"Wed Dec 29 02:29:24 UTC 2021",
"dbEngineVersion":"development",
"role":"writer",
"dfeQueryEngine":"viaQueryHint",
"gremlin":{"version":"tinkerpop-3.5.2"},
"sparql":{"version":"sparql-1.1"},
"opencypher":{"version":"Neptune-9.0.20190305-1.0"},
"labMode":{
"ObjectIndex":"disabled",
"ReadWriteConflictDetection":"en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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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eatures":{
"ResultCache":{"status":"disabled"},
"IAMAuthentication":"disabled",
"Streams":"disabled",
"AuditLog":"disabled"
},
"settings":{"clusterQueryTimeoutInMs":"120000"}

Gremlinexplain和profile结果会告诉您 DFE 是否正在执行查询。请参阅Gremlin 中包含的信
息explain报告 (p. 301)为了explain和DFEprofile报告 (p. 310)为了profile.
同样，SPARQLexplain告诉您 DFE 是否正在执行 SPARQL 查询。请参阅SPARQL 示例explain启用
DFE 时输出 (p. 399)和DFENode 运算符 (p. 406)了解更多信息。

Neptune DFE 支持的查询结构
目前，Neptune DFE 支持 SPARQL 和 Gremlin 查询结构的子集。
对于 SPARQL，这是连词的子集基本图形模式.
对于 Gremlin 来说，它通常是包含不包含一些更复杂步骤的遍历链的查询子集。
您可以按如下所示了解您的某个查询是由 DFE 全部执行还是部分执行：
• Gremlinexplain和profile结果会告诉您 DFE 正在执行查询的哪些部分（如果有）。请参阅Gremlin 中
包含的信息explain报告 (p. 301)为了explain和DFEprofile报告 (p. 310)为了profile. 另请参
阅使用调整 Gremlin 查询explain和profile (p. 314).
有关 Neptune 引擎对单个 Gremlin 步骤的支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Gremlin Step (p. 327).
• 同样，SPARQLexplain告诉您 DFE 是否正在执行 SPARQL 查询。请参阅SPARQL 示例explain启用
DFE 时输出 (p. 399)和DFENode 运算符 (p. 406)了解更多信息。

管理要使用的 Neptune DFE 的统计数据
Note
对 OpencyPher 的Support 取决于 Neptune 中的 DFE 查询引擎。
DFE 引擎首次在实验室模式下可用Neptune 引擎版本 1.0.3.0 (p. 779)，然后开始于Neptune 引擎
版本 1.0.5.0 (p. 763)，它默认处于启用状态，但仅用于查询提示和 OpencyPher 支持。
以开头Neptune 引擎版本 1.1.1.1.1.1.1.0 (p. 745)DFE 引擎不再处于实验室模式，现在使
用neptune_dfe_query_engine (p. 446)实例的数据库参数组中的实例参数。
在规划查询执行时，DFE 引擎使用有关 Neptune 图形中数据的信息进行有效的权衡。此信息采用统计的形
式，包括所谓的特征集和谓词统计量，可以指导查询规划。
目前，每当图表中超过 10% 的数据发生更改或最新统计数据超过 10 天时，都会重新生成这些 DFE 统计信
息。但是，这些触发因素future 可能会发生变化。
您可以通过以下终端节点之一管理 DFE 统计信息的生成：
• https://your-neptune-host:port/sparql/statistics （对于 SPARQL）。
• https://your-neptune-host:port/propertygraph/statistics（适用于 Gremlin 和
OpencyPher）及其替代版本：https://your-neptune-host:port/pg/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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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截至引擎版本 1.1.1.1.1.1.1.1 (p. 745)，Gremlin 统计终端节点 (https://Neptune-DNS:8182/
gremlin/statistics) 被弃用。它仍然支持向后兼容，但在将future 版本中可能会被删除。
在以下示例中，$STATISTICS_ENDPOINT代表这些终端节点 URL 中的任何一个。

Note
如果 DFE 统计终端节点位于读取器实例上，则它可以处理的唯一请求是状态请求 (p. 125). 其他请
求将失败，并显示ReadOnlyViolationException.

Note
统计数据生成功能已在上禁用T3和T4g实例，因为它可能会超出这些实例类型的内存容量。

生成 DFE 统计数据的大小限制
目前，如果达到以下任一大小限制，DFE 统计信息生成将停止：
• 生成的特征集的数量不得超过 50,000。
• 生成的谓词统计量数量不得超过一百万。
这些限制可能会改变。

DFE 统计的当前状态
您可以使用以下方式检查 DFE 统计的当前状态curl请求:
curl -G "$STATISTICS_ENDPOINT"

状态请求的响应包含以下字段：
• status― 请求的 HTTP 返回代码。如果请求成功，则代码为200. 请参阅常见错误 (p. 129)以获取常见错
误的列表。
• payload:
• autoCompute—（布尔值）指示是否启用自动统计数据生成。
• active—（布尔值）指示是否启用 DFE 统计信息生成。
• statisticsId — 报告当前统计数据生成运行的 ID。值为 -1 表示尚未生成任何统计信息。
• date— 最近生成 DFE 统计信息的 UTC 时间。
• note— 关于统计数据无效时出现问题的注释。
• summary-包含统计中生成的特征集的相关信息。这些通常不能直接采取行动：
• signatureCount— 所有特征集中的特征码总数。
• instanceCount— 特征集实例总数。
• predicateCount— 唯一谓语总数。
未生成统计信息时对状态请求的响应如下所示：

{

"status" : "200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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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load" : {
"autoCompute" : true,
"active" : false,
"statisticsId" : -1
}

如果有 DFE 统计信息，则响应类似于以下内容：
{

}

"status" : "200 OK",
"payload" : {
"autoCompute" : true,
"active" : true,
"statisticsId" : 1588893232718,
"date" : "2020-05-07T23:13Z",
"summary" : {
"signatureCount" : 5,
"instanceCount" : 1000,
"predicateCount" : 20
}
}

如果 DFE 统计数据生成失败，例如，因为它超过了统计数据大小限制 (p. 125)，响应类似于以下内容：
{

}

"status" : "200 OK",
"payload" : {
"autoCompute" : true,
"active" : false,
"statisticsId" : 1588713528304,
"date" : "2020-05-05T21:18Z",
"note" : "Limit reached: Statistics are not available"
}

禁用 DFE 统计信息的自动生成
默认情况下，启用 DFE 时会启用 DFE 统计信息的自动生成。
您可以按以下方式禁用自动生成：
curl -X POST "$STATISTICS_ENDPOINT" -d '{ "mode" : "disableAutoCompute" }'

如果请求成功，则 HTTP 响应代码为200响应如下：
{
}

"status" : "200 OK"

您可以通过发出状态 (p. 125)然后检查一下autoCompute响应中的 field 设置为false.
禁用自动生成统计信息不会终止正在进行的统计计算。
如果您请求禁用对读取器实例（而不是数据库集群的写入器实例）的自动生成，则请求会失败，并显示
HTTP 返回代码 400，并输出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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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etailedMessage" : "Writes are not permitted on a read replica instance",
"code" : "ReadOnlyViolationException",
"requestId":"8eb8d3e5-0996-4a1b-616a-74e0ec32d5f7"

请参阅常见错误 (p. 129)以获取其他常见错误的列表。

重新启用 DFE 统计信息的自动生成
默认情况下，启用 DFE 时已启用 DFE 统计信息的自动生成。如果禁用自动生成，您可在稍后按以下方式重
新启用自动生成：
curl -X POST "$STATISTICS_ENDPOINT" -d '{ "mode" : "enableAutoCompute" }'

如果请求成功，则 HTTP 响应代码为200响应如下：
{
}

"status" : "200 OK"

您可以通过发出状态 (p. 125)然后检查一下autoCompute响应中的 field 设置为true.

手动触发 DFE 统计信息的生成
您可以手动启动 DFE 统计信息生成，如下所示：
curl -X POST "$STATISTICS_ENDPOINT" -d '{ "mode" : "refresh" }'

如果请求成功，则输出如下所示，HTTP 返回代码为 200：
{

}

"status" : "200 OK",
"payload" : {
"statisticsId" : 1588893232718
}

这些区域有：statisticsId输出中是当前正在进行的统计数据生成运行的 ID。如果在发出请求时运行已在
处理中，则该请求将返回该运行的 ID，而不是启动新的运行。一次只能运行一次统计数据生成。
如果在生成 DFE 统计信息时发生故障转移，新的写入器节点将选取上次处理的检查点并从那里恢复运行的统
计信息。

使用StatsNumStatementsScanned CloudWatch 监控统计数据
计算的指标
这些区域有：StatsNumStatementsScanned CloudWatch metric 返回自服务器启动以来为统计信息计算
而扫描的语句总数。它会在每个统计计算切片上更新。
每次触发统计计算时，这个数字都会增加，当没有计算发生时，它保持不变。看一个情
节StatsNumStatementsScanned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值可以让你非常清楚地了解统计计算何时发生以
及速度有多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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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计算时，图表的斜率会显示速度有多快（斜率越陡峭，计算统计数据的速度就越快）。
如果图形只是一条位于 0 处的扁平线，则表示统计数据功能已启用，但根本没有计算任何统计数据。如果统
计数据功能已被禁用，或者您使用的引擎版本不支持统计计算，StatsNumStatementsScanned不存在。
如前所述，您可以使用统计 API 禁用统计信息计算，但将其禁用会导致统计信息不是最新的，这反过来又会
导致 DFE 引擎的查询计划生成效果不佳。
请参阅使用Amazon 监控 Neptune CloudWatch (p. 660)有关如何使用的信息 Cloud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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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使用 DFE 统计数
据终端节点进行 (IAM) 身份验证
您可以使用 IAM 身份验证安全地访问 DFE 统计终端节点awscurl或任何其他可与 HTTP 和 IAM 配合使用的
工具。传入访问密钥和私有密钥后，您可以使用 IAM 身份验证发出 DFE 统计请求。
例如，状态请求：
awscurl --service neptune-db "$STATISTICS_ENDPOINT"

或者，例如，您可以创建名为的 JSON 文件request.json其中包含：
{ "mode" : "refresh" }

然后，您可以手动启动统计数据生成，如下所示：
awscurl --service neptune-db "$STATISTICS_ENDPOINT" -X POST -d @request.json

删除 DFE 统计数据
您可以通过向统计终端节点发出 HTTP DELETE 请求来删除数据库中的所有统计信息：
curl -X "DELETE" "$STATISTICS_ENDPOINT"

有效的 HTTP 返回代码为：
• 200— 删除成功。
在这种情况下，典型的响应将如下所示：
{

}

"status" : "200 OK",
"payload" : {
"active" : false,
"statisticsId" : -1
}

• 204— 没有要删除的统计数据。
在此情况下，响应为空（无响应）。
如果您向读取器节点上的统计数据终端节点发送删除请求，ReadOnlyViolationException被抛出。

DFE 统计信息请求的常见错误代码
以下是向统计终端节点发出请求时可能发生的常见错误列表：
• AccessDeniedException–返回 400.消息： Missing Authentication Token.
• BadRequestException（代表 Gremlin）—返回 400.消息： Bad route: /pg/statistics.
• BadRequestException（对于 SPARQL）—返回 400.消息： Bad route: /sparql/statistics.
• InvalidParameterException–返回 400.消息： Statistics command parameter 'mode' has
unsupported value 'the invalid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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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singParameterException–返回 400.消息： Content-type header not specified..
• ReadOnlyViolationException–返回 400.消息： Writes are not permitted on a read
replica instance.
例如，如果在未启用 DFE 和统计信息时发出请求，您将收到类似以下内容的响应：
{

}

"code" : "BadRequestException",
"requestId" : "b2b8f8ee-18f1-e164-49ea-836381a3e174",
"detailedMessage" : "Bad route: /sparql/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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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Neptune JDBC 连接
Amazon Neptune 发布了开源 JDBC 驱动程序它支持 OpencyPher、Gremlin、SQL-Gremlin 和 SPARQL 查
询。借助 JDBC 连接，您可以通过 Tableau 等商业智能 (BI) 工具轻松连接到 Neptune。在 Neptune 中使用
JDBC 驱动程序不会产生额外费用，您仍然只需为消耗的Neptune 资源付费。
该驱动程序与 JDBC 4.2 兼容，并且至少需要 Java 8。请参阅JDBC API 文档有关如何使用 JDBC 驱动程序
的信息。
这些区域有： GitHub 项目，您可以在其中提交问题和打开功能请求，其中包含驱动程序的详细文档：

适用于Amazon Neptune 的 JDBC 驱动程序
• 通过 JDBC 驱动程序使用 SQL
• 通过 JDBC 驱动程序使用 Gremlin
• 通过 JDBC 驱动程序使用 OpencyPher
• 通过 JDBC 驱动程序使用 SPARQL

开始使用 Neptune JDBC 驱动程序
要使用 Neptune JDBC 驱动程序连接到 Neptune 实例，必须将 JDBC 驱动程序部署在与 Neptune 数据库集
群位于同一 VPC 中的 Amazon EC2 实例上，或者该实例必须通过 SSH 隧道或负载均衡器可用。SSH 隧道
可以在驱动程序内部设置，也可以在外部设置。
您可下载驱动程序这里. 该驱动程序打包为单个 JAR 文件，名称为neptune-jdbc-1.0.0-all.jar. 要使
用它，请将 JAR 文件放在classpath您的应用程序。或者，如果您的应用程序使用 Maven 或 Gradle，则
可以使用相应的 Maven 或 Gradle 命令从 JAR 安装驱动程序。
驱动程序需要一个 JDBC 连接 URL 才能与 Neptune 连接，格式如下所示：
jdbc:neptune:(connection type)://(host);property=value;property=value;...;property=value

中每种查询语言的部分 GitHub 项目描述了可以在该查询语言的 JDBC 连接 URL 中设置的属性。
如果 JAR 文件位于应用程序的classpath，无需进行其他配置。您可以使用 JDBC 连接驱动程
序DriverManager接口和一个 Neptune 连接字符串。例如，如果您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可通过终端节点
访问neptune-example.com在端口 8182 上，你可以像这样连接到 OpencyPher：
import java.sql.Connection;
import java.sql.DriverManager;
import java.sql.Statement;
void example() {
String url = "jdbc:neptune:opencypher://bolt://neptune-example:8182";
Connection connection = DriverManager.getConnection(url);
Statement statement = connection.createStatement();
}

connection.close();

中的文档部分 GitHub 每种查询语言的项目描述了在使用该查询语言时如何构造连接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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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Tableau 与 Neptune JDBC 驱动程序配合使用
要将 Tableau 与 Neptune JDBC 驱动程序配合使用，请先下载并安装最新版本的Tableau. 下载适用于
Neptune JDBC 驱动程序的 JAR 文件以及 Neptune Tableau 连接器文件 (a.taco文件)。

在 Mac 上连接到适用于 Neptune 的 Tableau
1.

将 Neptune JDBC 驱动程序 JAR 文件放在/Users/(your user name)/Library/Tableau/
Driversfolder。

2.

放置 Neptune Tableau 连接器.taco文件放在/Users/(your user name)/Documents/My
Tableau Repository/Connectorsfolder。

3.

如果您启用了 IAM 身份验证，请为其设置环境。请注意，环境变量设置
于.zprofile/、.zshenv/、.bash_profile，依此类推，将不起作用。必须设置环境变量，这样才
能被 GUI 应用程序加载。
设置凭证的方法之一是将您的访问密钥和私有密钥放在/Users/(your user name)/.aws/
credentials文件。
设置服务区域的一种简单方法是打开终端并输入以下命令，使用应用程序的区域（例如us-east-1):
launchctl setenv SERVICE_REGION region name

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设置重新启动后仍然存在的环境变量，但无论使用哪种技术，都必须设置 GUI 应用程
序可以访问的变量。
4.

要将环境变量加载到 Mac 上的 GUI 中，请在终端上输入以下命令：
/Applications/Tableau/Desktop/2021.1.app/Contents/MacOS/Tableau

在 Windows 计算机上连接到适用于 Neptune 的 Tableau
1.

将 Neptune JDBC 驱动程序 JAR 文件放在C:\Program Files\Tableau\Driversfolder。

2.

放置 Neptune Tableau 连接器.taco文件在C:\Users\(your user name)\Documents\My
Tableau Repository\Connectorsfolder。

3.

如果您启用了 IAM 身份验证，请为其设置环境。
这可以很简单，就像设置用户一样简单ACCESS_KEY、SECRET_KEY, 和SERVICE_REGION环境变量。

在 Tableau 打开的情况下，选择MORE在窗户的左侧。如果 Tableau 连接器文件位置正确，则可以选
择Amazon NeptuneAmazon在显示的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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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不必编辑端口或添加任何连接选项。输入您的 Neptune 终端节点并设置 IAM 和 SSL 配置（如果您使用的
是 IAM，则必须启用 S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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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选择登录，如果您的图形很大，则连接可能需要超过 30 秒。Tableau 正在收集顶点和边表，连接边上的
顶点，以及创建可视化效果。

对 JDBC 驱动程序连接进行故障排除
如果驱动程序无法连接到服务器，请使用isValidJDBC 函数Connection对象以检查连接是否有效。如果
该函数返回false，表示连接无效，请检查所连接的终端节点是否正确，是否位于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
VPC 中，或者您是否有通往该集群的有效 SSH 隧道。
如果你得到一个No suitable driver found for (connection string)来自的回
复DriverManager.getConnectioncall，您的连接字符串的开头可能存在问题。确保你的连接字符串是
这样开始的：
jdbc:neptune:opencypher://...

要收集有关该连接的更多信息，您可以添加一个LogLevel到你的连接字符串，如下所示：
jdbc:neptune:opencypher://(JDBC URL):(port);logLevel=trace

或者，您也可以添加properties.put("logLevel", "trace")在您的输入属性中记录跟踪信息。

API 版本 2020-12-18
134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Neptune 引擎更新

Amazon Neptune 引擎更新
Amazon Neptune 定期发布引擎更新。您可以使用实例状态 API (p. 658) 确定当前安装的引擎发行版本。
引擎版本在 Amazon Neptune 的引擎发布 (p. 736) 中列出，补丁在 最新更新 (p. 3) 中列出。
您可以在数据库中找到有关如何发布更新以及如何升级 Neptune 引擎的更多信息Neptune 引擎更
新 (p. 737). 例如，引擎版本编号的解释请参见Neptune 引擎版本编号 (p. 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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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Neptune 中的安全
Amazon 十分重视云安全性。作为 Amazon 客户，您将从专为满足大多数安全敏感型企业的要求而打造的数
据中心和网络架构中受益。
安全性是 Amazon 和您的共同责任。责任共担模型将其描述为云的安全性和云中的安全性：
• 云的安全性 – Amazon负责保护在Amazon云中运行Amazon服务的基础设施。Amazon还向您提供可安全
使用的服务。作为 Amazon 合规性计划的一部分，第三方审核人员将定期测试和验证安全性的有效性。要
了解适用于 Amazon Neptune 的合规性计划，请参阅Amazon合规性计划范围内的.
• 云中的安全性 - 您的责任由您使用的 Amazon 服务决定。您还需要对其它因素负责，包括您的数据的敏感
性、您公司的要求以及适用的法律法规。
该文档帮助您了解如何在使用 Neptune 时应用责任共担模型。以下主题说明如何配置 Neptune 以实现您的
安全性和合规性目标。您还将了解如何使用其他Amazon服务可帮助您监控和保护您的 Neptune 资源。
主题
• Amazon Neptune 中的数据保护 (p. 136)
• 概述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 在Amazon Neptune 中 (p. 140)
• 在 Neptune 中启用 IAM 数据库身份验证 (p. 143)
• 使用连接和签名Amazon签名版本 4 (p. 143)
• 使用 IAM 策略管理访问 (p. 158)
• 对 Neptune 使用服务相关角色 (p. 196)
• 使用临时凭证进行的 IAM 身份验证 (p. 199)
• 记录和监控 Amazon Neptune 资源 (p. 204)
• Amazon Neptune 合规性验证 (p. 204)
• Amazon Neptune 中的恢复能力 (p. 205)

Amazon Neptune 中的数据保护
这些区域有：Amazon 责任共担模式适用于Amazon Neptune 中的数据保护。如该模式中所述，Amazon 负
责保护运行所有 Amazon Web Services 云 的全球基础设施。您负责维护对托管在此基础设施上的内容的控
制。此内容包括您所使用的 Amazon Web Services 的安全配置和管理任务。有关数据隐私的更多信息，请
参阅数据隐私常见问题。
出于数据保护目的，我们建议您保护 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 凭证并使用 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设置单独的用户账户。这仅向每个用户授予履行其工作职责所需的权限。我们还建议您
通过以下方式保护您的数据：
• 对每个账户使用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MFA)。
• 使用 SSL/TLS 与 Amazon 资源进行通信。建议使用 TLS 1.2 或更高版本。
• 使用 Amazon CloudTrail 设置 API 和用户活动日志记录。
• 使用 Amazon 加密解决方案以及 Amazon 服务中的所有默认安全控制。
• 使用高级托管安全服务（例如 Amazon Macie），它有助于发现和保护存储在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中的个人数据。
• 如果在通过命令行界面或 API 访问 Amazon 时需要经过 FIPS 140-2 验证的加密模块，请使用 FIPS 终端
节点。有关可用的 FIPS 终端节点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美国联邦信息处理标准 (FIPS) 第 14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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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强烈建议您切勿将机密信息或敏感信息（例如您客户的电子邮件地址）放入标签或自由格式字段（例
如名称字段）。这包括与Neptune 或其他人合作时Amazon服务使用控制台、API、Amazon CLI，或者
Amazon开发工具包. 您在用于名称的标签或自由格式字段中输入的任何数据都可能会用于计费或诊断日志。
如果您向外部服务器提供 URL，我们强烈建议您不要在 URL 中包含凭证信息来验证您对该服务器的请求。
你用Amazon发布了 API 调用以通过网络管理 Neptune。客户端必须使用强密码套件支持传输层安全性
(TLS) 1.2 或更高版本，如中所述传输中加密 (p. 137). 大多数现代系统（如 Java 7 及更高版本）都支持这
些模式。
以下部分将进一步介绍如何保护 Neptune 数据。
主题
• 每个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都驻留在亚马逊 VPC 中 (p. 137)
• 传输中加密：使用 SQL/HTTPS 连接到 Neptune (p. 137)
• 静态加密Neptune 资源 (p. 138)

每个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都驻留在亚马逊
VPC 中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可以仅限在Amazon Virtual Private Cloud PC) 中创建，并且其终端节点只
能在该 VPC 中访问，并且其终端节点只能在该 VPC 中访问，通常从该 VPC 中运行的Amazon EElastic
Compute Cloud (Amazon EC2) 实例进行访问。
您可以通过限制对 Neptune 数据库集群所在的 VPC 的访问来保护您的 Neptune 数据，如中所述连接到您的
Amazon Neptune 图表 (p. 59).

传输中加密：使用 SQL/HTTPS 连接到 Neptune
从引擎版本开始1.0.4.0，Amazon Neptune 仅允许通过 HTTPS 连接到任何实例或集群终端节点的安全套
接字层 (SSL)。
Neptune 需要使用 TLS 1.2 版本，并使用以下强密码套件：
• TLS_ECDHE_RSA_WITH_AES_256_GCM_SHA384
• TLS_ECDHE_RSA_WITH_AES_128_GCM_SHA256
• TLS_ECDHE_RSA_WITH_AES_256_CBC_SHA384
• TLS_ECDHE_RSA_WITH_AES_128_CBC_SHA256
• TLS_ECDHE_RSA_WITH_AES_256_CBC_SHA
• TLS_ECDHE_RSA_WITH_AES_128_CBC_SHA
即使在早期引擎版本中允许 HTTP 连接，默认情况下，任何使用新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的数据库集群都必
须使用 SSL。要保护您的数据，我们建议您始终通过 SL 连接到 Neptune 终端节点，使用 HTTPS 而不是
HTTP。
Neptune 会自动为您的 Neptune 数据库实例提供 SSL 证书。您无需请求任何证书。证书在您创建新实例时
提供。
Neptune 将单个通配符 SSL 证书分配给每个Amazon区域。证书提供集群终端节点、集群只读终端节点和实
例终端节点的条目。
证书详细信息
以下条目包含在提供的证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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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群终端节点*.cluster-a1b2c3d4wxyz.region.neptune.amazonaws.com
• 只读终端节点 —*.cluster-ro-a1b2c3d4wxyz.region.neptune.amazonaws.com
• 实例终端节点 —*.a1b2c3d4wxyz.region.neptune.amazonaws.com
仅支持此处列出的条目。
代理连接
证书仅支持上一节中列出的主机名。
如果您使用的是负载均衡器或代理服务器（如 HAProxy），则必须使用 SSL 终止并在代理服务器上拥有您
自己的 SSL 证书。
SSL 传递不起作用，因为提供的 SSL 证书与代理服务器主机名不匹配。
根 CA 证书
Neptune 实例的证书一般将通过操作系统的本地信任存储或开发工具包（如 Java 开发工具包）来进行验
证。
如果您需要手动提供根证书，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下载Amazon Root CA以 PEM 格式从亚马逊信托服务政策存
储库.
更多信息
有关使用 SSL 连接到 Neptune 终端节点的更多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安装 Gremlin 控制
台” (p. 257)和the section called “HTTP REST” (p. 372).

静态加密Neptune 资源
Neptune 加密的实例通过防止对基础存储进行未经授权的访问来帮助保护您的数据，从而提供了额外的一层
数据保护。您可以使用 Neptune 加密来增强部署在云中的应用程序的数据保护。您还可以使用它来满足以下
要求的合规性要求 data-at-rest 加密进行存储。
要管理用于加密和解密 Neptune 资源的密钥，请使用Amazon Key Management Service(Amazon
KMS）.Amazon KMS将安全、高度可用的硬件和软件结合起来，提供可扩展到云的密钥管理系统。利用
Amazon KMS，您可创建加密密钥并定义控制这些密钥的使用方式的策略。Amazon KMS 支持 Amazon
CloudTrail，因此，您可审核密钥使用情况以验证密钥是否使用得当。你可以用你的Amazon KMS键与
Neptune 组合并受支持Amazon诸如Amazon SSimple Storage Service (Amazon S3)、AmaElastic Block
Store (Amazon EBS) agAmazon Redshift 有关支持 Amazon KMS 的服务的列表，请参阅 Amazon Key
Management Service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 Amazon 服务如何使用 Amazon KMS。
可为 Neptune 加密的实例加密所有日志、备份和快照。

为 Neptune 数据库实例启用加密
要为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启用加密，请选择是中的启用加密Neptune 控制台上的部分。有关创建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信息，请参阅创建新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 (p. 52).
在创建加密的 Neptune 数据库实例时，还可将Amazon KMS加密密钥的密钥标识符。如果您未指定Amazon
KMS密钥标识符，Neptune 使用您的默认 Amazon RDS 加密密钥 (aws/rds）用于您的新 Neptune 数据库
实例。Amazon KMS为 Neptune 创建的默认加密密钥Amazonaccount. 您的Amazon每个帐户都有一个不同
的默认加密密钥Amazon区域。
创建加密的 Neptune 数据库实例后，您无法更改该实例的加密密钥。因此，请确保先确定您的加密密钥要
求，然后再创建加密的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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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另一账户中的密钥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来加密 Neptune 数据库实例。如果您使用相同的
Neptune 数据库实例创建Amazon拥有的账户Amazon KMS用于加密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加密密钥
Amazon KMS你传递的密钥 ID 可以是Amazon KMS密钥别名，而不是密钥的 ARN。

Important
如果 Neptune 失去对 Neptune 实例的加密密钥的访问权（例如，在撤销对密钥的 Neptune 访问权
时），该加密的数据库实例将被置于最终状态且只能从备份进行还原。强烈建议您始终对加密的
NeptuneDB 实例启用备份以防止数据库中的加密数据丢失。

启用加密时所需的密钥权限
创建加密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 IAM 用户或角色必须至少具有 KMS 密钥的以下权限：
• "kms:Encrypt"
• "kms:Decrypt"
• "kms:GenerateDataKey"
• "kms:ReEncryptTo"
• "kms:GenerateDataKeyWithoutPlaintext"
• "kms:CreateGrant"
• "kms:ReEncryptFrom"
• "kms:DescribeKey"
以下是包含必要权限的密钥策略的示例：
{

"Version": "2012-10-17",
"Id": "key-consolepolicy-3",
"Statement": [
{
"Sid": "Enable Permissions for root principal",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AWS": "arn:aws:iam::123456789012:root"
},
"Action": "kms:*",
"Resource": "*"
},
{
"Sid": "Allow use of the key for Neptune",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AWS": "arn:aws:iam::123456789012:role/NeptuneFullAccess"
},
"Action": [
"kms:Encrypt",
"kms:Decrypt",
"kms:GenerateDataKey",
"kms:ReEncryptTo",
"kms:GenerateDataKeyWithoutPlaintext",
"kms:CreateGrant",
"kms:ReEncryptFrom",
"kms:DescribeKey"
],
"Resource":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kms:ViaService": "rds.us-east-1.amazonaws.co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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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Sid": "Deny use of the key for non Neptune",
"Effect": "Deny",
"Principal": {
"AWS": "arn:aws:iam::123456789012:role/NeptuneFullAccess"
},
"Action": [
"kms:*"
],
"Resource": "*",
"Condition": {
"StringNotEquals": {
"kms:ViaService": "rds.us-east-1.amazonaws.com"
}
}
}

• 此策略中的第一条语句是可选的。它提供对用户根主体的访问权限。
• 第二条语句提供对所有必需的Amazon KMS此角色的 API，范围缩小到 RDS 服务委托人。
• 第三条语句通过强制此角色不能将此密钥用于任何其他角色来进一步加强安全性Amazon服务。
你也可以确定范围createGrant通过添加以下内容进一步降低权限：
"Condition": {
"Bool": {
"kms:GrantIsForAWSResource": true
}
}

Neptune 加密的限制
加密 Neptune 集群存在以下限制：
• 您无法将未加密的数据库集群转换为加密的数据库集群。
但是，您可以将未加密的 数据库集群快照还原为加密的 数据库集群。为此，请在从未加密的数据库集群快
照还原时指定 KMS 加密密钥。
• 您无法将未加密的数据库实例转换为加密的数据库实例。您只能在创建数据库实例时为其启用加密。
• 此外，不能将已加密的数据库实例修改为禁用加密。
• 您无法拥有未加密数据库实例的加密只读副本或加密数据库实例的未加密只读副本。
• 加密的只读副本的加密密钥必须用与源数据库实例的相同。

概述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 在Amazon Neptune 中
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是一项 Amazon Web Service，可以帮助管理员安全地控制
对 Amazon 资源的访问。IAM 管理员控制谁可以成为身份验证（已签名）和授权（有权限）使用Neptune 资
源。IAM 是一项无需额外费用即可使用的 Amazon Web Service。
您可以使用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 以对您的 Neptune 数据库实例或数据库集群进
行身份验证。启用 IAM 数据库身份验证后，每个请求都必须使用Amazon签名版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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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签名版本 4 会将身份验证信息添加到Amazon请求。出于安全考虑，对启用了 IAM 身份验证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所有请求都必须使用访问密钥。此密钥由访问密钥 ID 和私有访问密钥组成。身份验证
在外部是使用 IAM 策略进行管理的。
Neptune 在连接时进行身份验证， WebSockets 连接它会定期验证权限以确保用户仍具有访问权限。

Note
• 不推荐撤消、删除或轮换与 IAM 用户关联的凭证，因为这样不会终止任何已打开的连接。
• 并发数量有限制 WebSocket 每个数据库实例的连接数以及连接可以保持打开的时间长短的信息。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WebSockets 限制 (p. 726)。

IAM 的用法取决于您的角色
你如何使用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 因您可以在Neptune 中执行的操作而异。
服务用户— 如果您使用 Neptune 服务来完成工作，则您的管理员会为您提供使用 Neptune 数据平面所需的
凭证和权限。由于您需要更多访问权限。访问权限。访问权限。访问权限。
服务管理员— 如果您在公司负责管理 Neptune 资源，您可能访问权限。Neptune 管理 API (p. 812). 确定
服务用户需要哪些 Neptune 数据访问操作和资源才能完成工作也可能是你的工作。然后，IAM 管理员可以应
用 IAM 策略来更改服务用户的权限。
IAM 管理员— 如果您是 IAM 管理员，则需要编写 IAM 管理策略以管理对 Neptune 的管理和数据访问。要
查看您可使用的基于身份的 Neptune 策略示例，请参阅使用不同类型的 IAM 策略来控制对 Neptune 的访
问 (p. 159).

使用身份进行身份验证
身份验证是您使用身份凭证登录 Amazon 的方法。有关使用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
登录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以 IAM 用户或根用户身份登录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
您必须作为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根用户、IAM 用户或代入 IAM 角色以进行身份验证（登录到
Amazon）。您还可以使用公司的单一登录身份验证方法，甚至使用 Google 或 Facebook 登录。在这些情况
下，您的管理员以前使用 IAM 角色设置了联合身份验证。在您使用来自其它公司的凭证访问 Amazon 时，您
间接地代入了角色。
要直接登录到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请将密码与根用户电子邮件地址或 IAM 用户名
一起使用。您可以使用根用户或 IAM 用户访问密钥以编程方式访问 Amazon。Amazon 提供了 SDK 和命令
行工具，可使用您的凭证对您的请求进行加密签名。如果您不使用 Amazon 工具，则必须自行对请求签名。
使用 Signature Version 4（用于对入站 API 请求进行验证的协议）完成此操作。有关验证请求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Amazon 一般参考》中的 Signature Version 4 签名流程。
无论使用何种身份验证方法，您可能还需要提供其它安全信息。例如，Amazon 建议您使用多重身份验证
(MFA) 来提高账户的安全性。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在 Amazon 中使用多重身份验
证 (MFA)。

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根用户
在创建时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最初使用的是一个对所有Amazon Web Services和账户中的资源。此
身份称为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根用户，使用您创建账户时所用的电子邮件地址和密码登录，即可获得
该身份。强烈建议您不使用根用户执行日常任务。保护根用户凭证，并使用这些凭证执行仅限根用户开展的
任务。有关需要您以根用户身份登录的任务的完整列表，请参阅需要根用户凭证的任务中的Amazon一般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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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M 用户和组
IAM 用户是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内对某个人员或应用程序具有特定权限的一个身份。IAM 用户可能具
有长期凭证，例如用户名和密码或一组访问密钥。要了解如何生成访问密钥，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 中的管理
IAM 用户的访问密钥。为 IAM 用户生成访问密钥时，请确保查看并安全保存密钥对。您以后无法找回秘密访
问密钥，而是必须生成新的访问密钥对。
IAM 组是一个指定一组 IAM 用户的身份。您不能使用组的身份登录。您可以使用组来一次性为多个用户指
定权限。如果有大量用户，使用组可以更轻松地管理用户权限。例如，您可能具有一个名为 IAMAdmins 的
组，并为该组授予权限以管理 IAM 资源。
用户与角色不同。用户唯一地与某个人员或应用程序关联，而角色旨在让需要它的任何人代入。用户具有永
久的长期凭证，而角色提供临时凭证。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何时创建 IAM 用户（而
不是角色）。

IAM 角色
IAM 角色是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中具有特定权限的身份。它类似于 IAM 用户，但与特定人员不关
联。您可以通过切换角色，在 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 中暂时代入 IAM 角色。您可以
调用 Amazon CLI 或 Amazon API 操作或使用自定义 URL 以代入角色。有关使用角色的方法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 中的使用 IAM 角色。
具有临时凭证的 IAM 角色在以下情况下很有用：
• 临时 IAM 用户权限 – IAM 用户可以代入 IAM 角色，以暂时获得不同的权限以执行特定的任务。
• 联合身份用户访问 – 您可以不创建 IAM 用户，而是使用来自 Amazon Directory Service、您的企业用
户目录或 Web 身份提供商的现有身份。这些用户被称为联合用户。在通过身份提供商请求访问权限
时，Amazon 将为联合身份用户分配角色。有关联合身份用户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 中的联合
身份用户和角色。
• 跨账户访问 – 您可以使用 IAM 角色以允许不同账户中的某个人（可信主体）访问您的账户中的资源。角色
是授予跨账户访问权限的主要方式。但是，对于某些 Amazon Web Services，您可以将策略直接附加到
资源（而不是使用角色作为代理）。要了解用于跨账户访问的角色和基于资源的策略之间的差别，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角色与基于资源的策略有何不同。
• 跨服务访问 – 某些 Amazon Web Services使用其它 Amazon Web Services中的功能。例如，当
您在某个服务中进行调用时，该服务通常会在 Amazon EC2 中运行应用程序或在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中存储对象。服务可能会使用发出调用的主体的权限、使用服务角色或使用服务相
关角色来执行此操作。
• 主体权限 – 当您使用 IAM 用户或角色在 Amazon 中执行操作时，您将被视为主体。策略向主体授予权
限。使用某些服务时，您可能会执行一个操作，此操作然后在不同服务中触发另一个操作。在这种情况
下，您必须具有执行这两个操作的权限。要查看某个操作是否需要策略中的其他相关操作，请参阅服务
授权参考。
• 服务角色 – 服务角色是服务代表您在您的账户中执行操作而担任的 IAM 角色。IAM 管理员可以在 IAM
中创建、修改和删除服务角色。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创建向 Amazon Web
Service 委派权限的角色。
• 服务相关角色 – 服务相关角色是与 Amazon Web Service关联的一种服务角色。服务可以代入代表您执
行操作的角色。服务相关角色显示在您的 IAM 账户中，并归该服务所有。IAM 管理员可以查看但不能编
辑服务相关角色的权限。
• 在 Amazon EC2 上运行的应用程序 – 您可以使用 IAM 角色管理在 EC2 实例上运行并发出 Amazon CLI 或
Amazon API 请求的应用程序的临时凭证。这优先于在 EC2 实例中存储访问密钥。要将 Amazon 角色分配
给 EC2 实例并使其对该实例的所有应用程序可用，您可以创建一个附加到实例的实例配置文件。实例配置
文件包含角色，并使 EC2 实例上运行的程序能够获得临时凭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
中的使用 IAM 角色为 Amazon EC2 实例上运行的应用程序授予权限。
要了解是使用 IAM 角色还是 IAM 用户，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何时创建 IAM 角色（而不是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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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eptune 中启用 IAM 数据库身份验证
默认情况下，创建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时禁用了 IAM 数据库身份验证。您可以使用 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 启用 IAM 数据库身份验证（或再次禁用它）。
要通过控制台创建使用 IAM 身份验证的新 Neptune 数据库集群，请按照中的说明创建 Neptune 数据库集
群。使用启动 Neptune 数据库集群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 (p. 448).
在创建过程的第二页上，对于启用 IAM 数据库身份验证，选择是.

为现有数据库实例或集群启用或禁用 IAM 身份验证
1.

登录到Amazon管理控制台，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Amazon Neptune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neptune/home.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Clusters。

3.
4.

选择要修改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然后选择集群操作. 然后选择 Modify cluster (修改集群)。
在 Database options (数据库选项) 部分中，对于 IAM DB Authentication (IAM 数据库身份验证)，选择
Enable IAM DB authorization (启用 IAM 数据库授权) 或 No (否)（禁用）。然后选择 Continue (继续)。

5.
6.

要立即应用更改，请选择立即应用。
选择修改集群。

使用连接和签名Amazon签名版本 4
启用了 IAM 数据库身份验证的 Amazon Neptune 资源需要使用对所有 HTTP 请求进行身份验证Amazon签名
版本 4。有关使用签署请求的一般信息Amazon签名版本 4，请参阅签名名名版本 4 流程.
Amazon签名版本 4 是将身份验证信息添加到的过程Amazon请求。出于安全考虑，大多数 Amazon 请求都
必须使用访问密钥（包括访问密钥 ID 和秘密访问密钥）进行签名。

Note
如果您使用的是临时凭证，这些凭证（包括会话令牌）将在指定时间间隔后到期。
在请求新凭证时，您必须更新您的会话令牌。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临时安全凭证请求访问
Amazon资源.

Important
使用基于 IAM 的身份验证访问 Neptune 需要创建 HTTP 请求并自己对这些请求签名。

签名版本 4 的工作原理
1.

您创建一个规范请求。

2.
3.
4.

您使用规范请求和一些其他信息来创建 string-to-sign.
你用你的Amazon秘密访问密钥来生成一个签名密钥，然后使用该签名密钥和 string-to-sign 创建签名。
您将生成的签名添加到 HTTP 请求的标头中或者作为查询字符串参数添加。

Neptune 收到请求后，将执行完成的相同步骤来计算签名。之后 Neptune 会将计算得到的签名与在请求中发
送的签名进行比较。如果签名匹配，则处理请求。如果签名不匹配，则拒绝请求。
有关使用签署请求的一般信息Amazon签名版本 4，请参阅签名名名版本 4 流程中的Amazon一般参考.
以下部分包含示例，演示如何将签名请求发送到启用了 IAM 身份验证的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 Gremlin 和
SPARQL 终端节点。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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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 Linux EC2 上的先决条件 (p. 144)
• 使用 Gremlin 控制台和签名版本 4 签名连接到 Neptune (p. 144)
• 使用 Java 和 Gremlin 及签名版本 4 签名签名连接到 Neptune (p. 147)
• 使用 Java 和 SPARQL 以及签名版本 4 签名（RDF4J 和 Jena）连接到 Neptune (p. 148)
• 使用 SPARQL 和 Node.js 及签名版本 4 签名连接到 Neptune (p. 150)
• 示例：使用 Python 及签名版本 4 签名连接到 Neptune (p. 151)

Amazon Linux EC2 上的先决条件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在 Amazon EC2 实例上安装 Apache Maven 和 Java 8。这些是 Amazon Neptune 签名版
本 4 身份验证示例所必需的。

在 EC2 实例上安装 Apache Maven 和 Java 8
1.

使用 SSH 客户端Connect 您的 Amazon EC2 实例。

2.

在您的 EC2 实例上安装 Apache Maven。首先，输入以下命令以添加具有 Maven 程序包的存储库。
sudo wget https://repos.fedorapeople.org/repos/dchen/apache-maven/epel-apachemaven.repo -O /etc/yum.repos.d/epel-apache-maven.repo

输入以下命令以设置该程序包的版本号。
sudo sed -i s/\$releasever/6/g /etc/yum.repos.d/epel-apache-maven.repo

然后，可以使用 yum 安装 Maven。
sudo yum install -y apache-maven

3.

Gremlin 库需要 Java 8。输入以下命令以在 EC2 实例上安装 Java 8。
sudo yum install java-1.8.0-devel

4.

输入以下命令以在 EC2 实例上将 Java 8 设置为默认运行时。
sudo /usr/sbin/alternatives --config java

在系统提示时，输入 Java 8 的数量。
5.

输入以下命令以在 EC2 实例上将 Java 8 设置为默认编译器。
sudo /usr/sbin/alternatives --config javac

在系统提示时，输入 Java 8 的数量。

使用 Gremlin 控制台和签名版本 4 签名连接到 Neptune
如何使用具有 Signature Version 4 身份验证的 Gremlin 控制台连接到 Amazon Neptune 取决于您是否在使
用 TinkerPop 版本3.4.11或更高版本，或更早的版本。在任一情况下，都需要以下前提条件：
• 您必须拥有对请求进行签名的 IAM 凭证。请参阅使用默认的凭证提供程序链中的Amazon SDK for Java开
发人员指南 的第一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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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必须安装与数据库集群所使用的 Neptune 引擎版本兼容的 Gremlin 控制台版本。
如果您使用的是临时凭证，这些凭证（如会话令牌一样）将在指定时间间隔后到期，因此所请求的新凭证时
必须更新会话令牌。请参阅使用临时安全凭证请求访问Amazon资源(在 IAM 用户指南中)。
有关使用 SSL/TLS 进行连接的帮助，请参阅SL/TLS 配置 (p. 266).

使用 TinkerPop 3.4.11 或更高版本通过 Sig4 签名连接到Neptune
与 TinkerPop 3.4.11 或更高版本，您将使用handshakeInterceptor()，它提供了一种将 Sigv4 签名者插
入 Sigv4 签名者建立的连接的方法:remote命令。与用于 Java 的方法一样，它要求您配置Cluster手动对
象，然后将其传递给:remote命令。
请注意，这与典型情况大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remote命令使用配置文件来形成连接。配置文件方法不起
作用，因为handshakeInterceptor()必须以编程方式设置，并且不能从文件加载其配置。

Connect Gremlin 控制台 (TinkerPop 3.4.11 及更高版本）使用 Sig4 签名
1.

启动 Gremlin 控制台：
$ bin/gremlin.sh

2.

在gremlin>提示时，安装amazon-neptune-sigv4-signer库（控制台只需要执行一次）：
:install com.amazonaws amazon-neptune-sigv4-signer 2.4.0

如果您在执行此步骤时遇到问题，请查阅TinkerPop 文档关于葡萄配置。
3.

将处理登录所需的类导入到handshakeInterceptor()：
:import com.amazonaws.auth.DefaultAWSCredentialsProviderChain
:import com.amazonaws.neptune.auth.NeptuneNettyHttpSigV4Signer

4.

如果您尚未以其他方式建立账户凭证，则可以按如下方式进行分配：
System.setProperty("aws.accessKeyId","(your access key)")
System.setProperty("aws.secretKey","(your secret key)")

5.

手动构造Cluster要连接到Neptune 的对象：

cluster = Cluster.build("(host name)")
.enableSsl(true)
.handshakeInterceptor{ r ->
def sigV4Signer = new NeptuneNettyHttpSigV4Signer("(Amazon region)",
new DefaultAWSCredentialsProviderChain())
sigV4Signer.signRequest(r)
return r }
.create()

有关查找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主机名的帮助，请参阅连接到Amazon Neptune 终端节点 (p. 115).
6.

建立:remote使用变量名进行连接Cluster上一个步骤中的对象：
:remote connect tinkerpop.server cluster

7.

输入以下命令以切换到远程模式。这会将所有 Gremlin 查询发送到远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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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te console

使用版本的 TinkerPop早于 3.4.11 以通过 Sig4 签名连接到
Neptune
与 TinkerPop 3.4.10 或更低版本，使用amazon-neptune-gremlin-java-sigv4由 Neptune 提供的库，
用于通过 Sigv4 签名将控制台连接到 Neptune，如下所述：

Connect Gremlin 控制台 (TinkerPop 3.4.11 之前的版本），带 Sig4 签名
1.

启动 Gremlin 控制台：
$ bin/gremlin.sh

2.

在gremlin>提示时，安装amazon-neptune-sigv4-signer库（控制台只需要执行一次）：
:install com.amazonaws amazon-neptune-sigv4-signer 2.4.0

如果您在执行此步骤时遇到问题，请查阅TinkerPop 文档关于葡萄配置。
3.

在conf提取的目录的子目录，创建名为的文件neptune-remote.yaml.
如果您将Amazon CloudFormation用于创建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模板，neptune-remote.yaml文
件将已经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您所要做的就是编辑现有文件以包含如下所示的通道器设置。
否则，将以下文本复制到此文件中，替换#####使用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请注
意，主机名以方括号 ([]) 括起是必需的。
hosts: [(host name)]
port: 8182
connectionPool: {
channelizer: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driver.SigV4WebSocketChannelizer,
enableSsl: true
}
serializer: { className: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driver.ser.GraphBinaryMessageSerializerV1,
config: { serializeResultToString: true }}

4.

Important
您必须提供 IAM 凭证才能对请求进行签名。输入以下命令以将您的凭证设置为环境变量，替换
与您的凭证相关的项目。
export AWS_ACCESS_KEY_ID=access_key_id
export AWS_SECRET_ACCESS_KEY=secret_access_key
export SERVICE_REGION=us-east-1 or us-east-2 or us-west-1 or us-west-2 or cacentral-1 or
sa-east-1 or eu-north-1 or eu-west-1 or eu-west-2 or euwest-3 or eu-central-1 or me-south-1 or af-south-1 or
ap-east-1 or ap-northeast-1 or ap-northeast-2 or apsoutheast-1 or ap-southeast-2 or ap-south-1 or
cn-north-1 or cn-northwest-1 or
us-gov-east-1 or us-gov-west-1

Neptune Version 4 Signer 使用默认凭证提供程序链。有关提供凭证的其他方法，请参阅使用
默认凭证提供程序链中的Amazon SDK for Java开发人员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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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_REGION 变量是必需的，即使在使用凭证文件时也是如此。
5.

建立:remote使用进行连接.yamlfile:
:remote connect tinkerpop.server conf/neptune-remote.yaml

6.

输入以下命令以切换到远程模式，这会将所有 Gremlin 查询发送到远程连接：
:remote console

使用 Java 和 Gremlin 及签名版本 4 签名签名连接到
Neptune
使用 TinkerPop 3.4.11 或更高版本通过 Sig4 签名连接到Neptune
以下是如何在使用 Sig4 签名时使用 Gremlin Java () 连接到 Neptune 的示例 TinkerPop 3.4.11 或更高版本
（它假定有关使用 Maven 的一般知识）。首先，将依赖关系定义为pom.xmlfile:
<dependency>
<groupId>com.amazonaws</groupId>
<artifactId>amazon-neptune-sigv4-signer</artifactId>
<version>2.4.0</version>
</dependency>

然后，使用如下代码：
import com.amazonaws.auth.DefaultAWSCredentialsProviderChain;
import com.amazonaws.neptune.auth.NeptuneNettyHttpSigV4Signer;
...
System.setProperty("aws.accessKeyId","your-access-key");
System.setProperty("aws.secretKey","your-secret-key");
...
Cluster = Cluster.build((your cluster name))
.enableSsl(true)
.handshakeInterceptor( r ->
{
NeptuneNettyHttpSigV4Signer sigV4Signer = new
NeptuneNettyHttpSigV4Signer(region,
new DefaultAWSCredentialsProviderChain());
sigV4Signer.signRequest(r);
return r;
}
).create();
Client client = cluster.connect();
client.submit("g.V().has('code','IAD')").all().get();

Note
如果你要从3.4.11，移除对amazon-neptune-gremlin-java-sigv4库. 使用时不再需要执行
此操作handshakeInterceptor()如上例所示。请勿尝试使用handshakeInterceptor()与通
道器一起使用（SigV4WebSocketChannelizer.class），因为它会产生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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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版本的 TinkerPop早于 3.4.11 以通过 Sig4 签名连接到
Neptune
TinkerPop 在3.4.11没有支持handshakeInterceptor()配置显示在前一节 (p. 147)因此
必须依靠amazon-neptune-gremlin-java-sigv4程序包。这是一个 Neptune 库，其中包
含SigV4WebSocketChannelizer类，它取代了标准 TinkerPop 带有可以自动注入 SiGv4 签名的通道
化器。如果可能，请升级到 TinkerPop 3.4.11 或更高版本，因为amazon-neptune-gremlin-javasigv4库已被弃用。
以下是如何在使用 Sig4 签名时使用 Gremlin Java () 连接到 Neptune 的示例 TinkerPop 3.4.11 之前的版本
（它假定有关如何使用 Maven 的一般知识）。
首先，将依赖关系定义为pom.xmlfile:
<dependency>
<groupId>com.amazonaws</groupId>
<artifactId>amazon-neptune-gremlin-java-sigv4</artifactId>
<version>2.4.0</version>
</dependency>

上面的依赖项将包含 Gremlin 驱动程序版本3.4.10. 尽管可以使用较新的 Gremlin 驱动程序版本（直
到3.4.13），3.4.10 以后的驱动程序的升级应包括使用handshakeInterceptor()描述的型号以
上 (p. 147).
这些区域有：gremlin-driver然后，应在 Java 代码中按如下方式配置集群对象：
import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driver.SigV4WebSocketChannelizer;
...
Cluster cluster = Cluster.build(your cluster)
.enableSsl(true)
.channelizer(SigV4WebSocketChannelizer.class)
.create();
Client client = cluster.connect();
client.submit("g.V().has('code','IAD')").all().get();

使用 Java 和 SPARQL 以及签名版本 4 签名（RDF4J
和 Jena）连接到 Neptune
本部分演示如何使用 RDF4J 或 Apache Jena 以及签名版本 4 身份验证连接到 Neptune。

先决条件
• Java 8 或更高版本。
• Apache Maven 3.3 或更高版本。
有关在运行 Amazon Linux 的 EC2 实例上安装这些先决条件的信息，请参阅 Amazon Linux EC2 上的先决
条件 (p. 144)。
• 用于对请求进行签名的 IAM 凭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默认凭证提供程序链中的Amazon SDK
for Java开发人员指南.

Note
如果您使用的是临时凭证，这些凭证（包括会话令牌）将在指定时间间隔后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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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请求新凭证时，您必须更新您的会话令牌。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使用临时
安全凭证以请求对 Amazon 资源的访问权限。
• 设置SERVICE_REGION变量更改为以下内容之一，以指示您的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区域：
• 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部）：us-east-1
• 美国东部（俄亥俄）：us-east-2
• 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北部）：us-west-1
• 美国西部（俄勒冈）：us-west-2
• 加拿大（中部）：ca-central-1
• 南美洲（圣保罗）：sa-east-1
• 欧洲（斯德哥尔摩）：eu-north-1
• 欧洲（爱尔兰）：eu-west-1
• 欧洲（伦敦）：eu-west-2
• 欧洲（巴黎）：eu-west-3
• 欧洲（法兰克福）：eu-central-1
• 中东（巴林）：me-south-1
• 非洲（开普敦）：af-south-1
• 亚太地区（香港）：ap-east-1
• 亚太地区（东京）：ap-northeast-1
• 亚太地区（首尔）：ap-northeast-2
• 亚太地区（新加坡）：ap-southeast-1
• 亚太地区（悉尼）：ap-southeast-2
• 亚太地区（孟买）：ap-south-1
• 中国（北京）：cn-north-1
• 中国（宁夏）：cn-northwest-1
• Amazon GovCloud （美国西部）us-gov-west-1
• Amazon GovCloud （美国东部）us-gov-east-1

使用 RDF4J 或 Apache Jena 以及签名版本 4 签名连接到 Neptune
1.

从克隆示例存储库 GitHub.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aws/amazon-neptune-sparql-java-sigv4.git

2.

更改到克隆的目录中。
cd amazon-neptune-sparql-java-sigv4

3.

通过检出具有最新标签的分支获取项目的最新版本。
git checkout $(git describe --tags `git rev-list --tags --max-count=1`)

4.

输入以下命令之一以编译和运行示例代码。
Replaceyour-neptune-endpoint使用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默认端口为 8182。

Note
有关查找您的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主机名的信息，请参阅连接到Amazon Neptune 终端节
点 (p. 1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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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以下内容以运行 RDF4J 示例。
mvn compile exec:java \
-Dexec.mainClass="com.amazonaws.neptune.client.rdf4j.NeptuneRdf4JSigV4Example" \
-Dexec.args="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

Apache Jena
输入以下内容以运行 Apache Jena 示例。
mvn compile exec:java \
-Dexec.mainClass="com.amazonaws.neptune.client.jena.NeptuneJenaSigV4Example" \
-Dexec.args="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

5.

要查看示例的源代码，请参阅 src/main/java/com/amazonaws/neptune/client/ 目录中的示
例。

要在您自己的 Java 应用程序中使用 SigV4 签名驱动程序，请将 amazon-neptune-sigv4-signer
Maven 程序包添加到 pom.xml 的 <dependencies> 部分。我们建议您从示例开始着手。

使用 SPARQL 和 Node.js 及签名版本 4 签名连接到
Neptune
以下是有关如何使用具有签名版本 4 身份验证的 Node.js 连接到 Neptune SPARQL 的示例：
var AWS = require('aws-sdk');
var region = 'us-west-2'; // e.g. us-west-1
var neptune_endpoint = 'your-Neptune-cluster-endpoint'; // like: 'clusterid.region.neptune.amazonaws.com'
var query = `query=PREFIX rdf: <http://www.w3.org/1999/02/22-rdf-syntax-ns#>
PREFIX class: <http://aws.amazon.com/neptune/csv2rdf/class/>
PREFIX resource: <http://aws.amazon.com/neptune/csv2rdf/resource/>
PREFIX prop: <http://aws.amazon.com/neptune/csv2rdf/datatypeProperty/>
PREFIX objprop: <http://aws.amazon.com/neptune/csv2rdf/objectProperty/>
SELECT ?movies ?title WHERE {
?jel prop:name "James Earl Jones" .
?movies ?p2 ?jel .
?movies prop:title ?title
} LIMIT 10`;
runQuery(query);
function runQuery(q) {
var endpoint = new AWS.Endpoint(neptune_endpoint);
endpoint.port = 8182;
var request = new AWS.HttpRequest(endpoint, region);
request.path += 'sparql';
request.body = encodeURI(query);
request.headers['Content-Type'] =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request.headers['host'] = neptune_endpoint;
request.method = 'POST';
var credentials = new AWS.CredentialProviderChain();
credentials.resolve((err, cred)=>{
var signer = new AWS.Signers.V4(request, 'neptune-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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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igner.addAuthorization(cred, new Date());

var client = new AWS.HttpClient();
client.handleRequest(request, null, function(response) {
console.log(response.statusCode + ' ' + response.statusMessage);
var responseBody = '';
response.on('data', function (chunk) {
responseBody += chunk;
});
response.on('end', function (chunk) {
console.log('Response body: ' + responseBody);
});
}, function(error) {
console.log('Error: ' + error);
});

示例：使用 Python 及签名版本 4 签名连接到 Neptune
此节显示了用 Python 编写的示例程序，这些程序阐释如何针对 Amazon Neptune 使用签名版本 4。此示例
基于其中一个而创建签名名名版本 4 流程的部分Amazon Web Services 一般参考.
要使用此示例程序，您需要：
• 计算机上安装有 Python 3.x，您可以从 Python 站点获取。这些程序已使用 Python 3.6 测试过。
• Python 请求库，示例脚本使用此库发出 Web 请求。一种方便的 Python 程序包安装方法是使用 pip，
它可从 Python 程序包索引站点获取程序包。然后，您可以在命令行上运行 requests 来安装 pip
install requests。
• 环境变量中名为 AWS_ACCESS_KEY_ID 和 AWS_SECRET_ACCESS_KEY 的访问密钥（访问密钥 ID 和私有
访问密钥）。作为最佳实践，我们建议您不要在代码中嵌入凭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亚马逊云科技一
般参考中的管理Amazon访问密钥的最佳实践。
名为的环境变量中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区域SERVICE_REGION.
如果您使用的是临时凭证，则除了 AWS_ACCESS_KEY_ID、AWS_SECRET_ACCESS_KEY 和
SERVICE_REGION 之外，您还必须指定 AWS_SESSION_TOKEN。

Note
如果您使用的是临时凭证，这些凭证（包括会话令牌）将在指定时间间隔后到期。
在请求新凭证时，您必须更新您的会话令牌。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临时安全凭证请求访
问Amazon资源.
以下示例演示如何使用 Python 对 Neptune 发出签名请求。此请求发出一个 GET 或 POST 请求。身份验证
信息是通过 Authorization 请求标头传递的。
此示例也可用作 Amazon Lambda 函数。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设置
Lambda” (p. 202)。

对 Gremlin 和 SPARQL Neptune 终端节点发出签名请求
1.

创建一个名为 neptunesigv4.py 的新文件并在文本编辑器中打开它。

2.

复制以下代码并将其粘贴到 neptunesigv4.py 文件中：
# Amazon Neptune version 4 signing example (version v3)
# The following script requires python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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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do yum install python36 python36-virtualenv python36-pip)
# => the reason is that we're using urllib.parse() to manually encode URL
#
parameters: the problem here is that SIGV4 encoding requires whitespaces
#
to be encoded as %20 rather than not or using '+', as done by previous/
#
default versions of the library.
# See: https://docs.aws.amazon.com/general/latest/gr/sigv4_signing.html
import sys, datetime, hashlib, hmac
import requests # pip3 install requests
import urllib
import os
import json
from botocore.auth import SigV4Auth
from botocore.awsrequest import AWSRequest
from botocore.credentials import ReadOnlyCredentials
from types import SimpleNamespace
from argparse import RawTextHelpFormatter
from argparse import ArgumentParser
# Configuration. https is required.
protocol = 'https'
# The following lines enable debugging at httplib level (requests->urllib3>http.client)
# You will see the REQUEST, including HEADERS and DATA, and RESPONSE with HEADERS but
without DATA.
#
# The only thing missing will be the response.body which is not logged.
#
# import logging
# from http.client import HTTPConnection
# HTTPConnection.debuglevel = 1
# logging.basicConfig()
# logging.getLogger().setLevel(logging.DEBUG)
# requests_log = logging.getLogger("requests.packages.urllib3")
# requests_log.setLevel(logging.DEBUG)
# requests_log.propagate = True
# Read AWS access key from env. variables. Best practice is NOT
# to embed credentials in code.
access_key = os.getenv('AWS_ACCESS_KEY_ID', '')
secret_key = os.getenv('AWS_SECRET_ACCESS_KEY', '')
region = os.getenv('SERVICE_REGION', '')
# AWS_SESSION_TOKEN is optional environment variable. Specify a session token only if
you are using temporary
# security credentials.
session_token = os.getenv('AWS_SESSION_TOKEN', '')
### Note same script can be used for AWS Lambda (runtime = python3.6).
## Steps to use this python script for AWS Lambda
# 1. AWS_ACCESS_KEY_ID, AWS_SECRET_ACCESS_KEY and AWS_SESSION_TOKEN and AWS_REGION
variables are already part of Lambda's Execution environment
#
No need to set them up explicitly.
# 3. Create Lambda deployment package https://docs.aws.amazon.com/lambda/latest/dg/
lambda-python-how-to-create-deployment-package.html
# 4. Create a Lambda function in the same VPC and assign an IAM role with neptune
access
def lambda_handler(event, context):
# sample_test_input = {
#
"host": "END_POINT:8182",
#
"method": "GET",
#
"query_type": "grem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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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query": "g.V().count()"

# Lambda uses AWS_REGION instead of SERVICE_REGION
global region
region = os.getenv('AWS_REGION', '')
host = event['host']
method = event['method']
query_type = event['query_type']
query = event['query']
return make_signed_request(host, method, query_type, query)
def validate_input(method, query_type):
# Supporting GET and POST for now:
if (method != 'GET' and method != 'POST'):
print('First parameter must be "GET" or "POST", but is "' + method + '".')
sys.exit()
# SPARQL UPDATE requires POST
if (method == 'GET' and query_type == 'sparqlupdate'):
print('SPARQL UPDATE is not supported in GET mode. Please choose POST.')
sys.exit()
def get_canonical_uri_and_payload(query_type, query, method):
# Set the stack and payload depending on query_type.
if (query_type == 'sparql'):
canonical_uri = '/sparql/'
payload = {'query': query}
elif (query_type == 'sparqlupdate'):
canonical_uri = '/sparql/'
payload = {'update': query}
elif (query_type == 'gremlin'):
canonical_uri = '/gremlin/'
payload = {'gremlin': query}
if (method == 'POST'):
payload = json.dumps(payload)
elif (query_type == 'openCypher'):
canonical_uri = '/openCypher/'
payload = {'query': query}
elif (query_type == "loader"):
canonical_uri = "/loader/"
payload = json.loads(query)
elif (query_type == "status"):
canonical_uri = "/status/"
payload = {}
elif (query_type == "gremlin/status"):
canonical_uri = "/gremlin/status/"
payload = {}
elif (query_type == "openCypher/status"):
canonical_uri = "/openCypher/status/"
payload = {}
elif (query_type == "sparql/status"):
canonical_uri = "/sparql/status/"
payload = {}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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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
'Third parameter should be from ["gremlin", "sparql", "sparqlupdate",
"loader", "status] but is "' + query_type + '".')
sys.exit()
## return output as tuple
return canonical_uri, payload
def make_signed_request(host, method, query_type, query):
service = 'neptune-db'
endpoint = protocol + '://' + host
print()
print('+++++ USER INPUT +++++')
print('host = ' + host)
print('method = ' + method)
print('query_type = ' + query_type)
print('query = ' + query)
# validate input
validate_input(method, query_type)
# get canonical_uri and payload
canonical_uri, payload = get_canonical_uri_and_payload(query_type, query, method)
print('payload = {}'.format(payload))
# assign payload to data or params
data = payload if method == 'POST' else None
params = payload if method == 'GET' else None
# create request URL
request_url = endpoint + canonical_uri
# create and sign request
creds = SimpleNamespace(
access_key=access_key, secret_key=secret_key, token=session_token,
region=region,
)
request = AWSRequest(method=method, url=request_url, data=data, params=params)
SigV4Auth(creds, service, region).add_auth(request)
r = None
# ************* SEND THE REQUEST *************
if (method == 'GET'):
print('++++ BEGIN GET REQUEST +++++')
print('Request URL = ' + request_url)
r = requests.get(request_url, headers=request.headers, verify=False,
params=params)
elif (method == 'POST'):
print('\n+++++ BEGIN POST REQUEST +++++')
print('Request URL = ' + request_url)
r = requests.post(request_url, headers=request.headers, verify=False,
data=data)
else:
print('Request method is neither "GET" nor "POST", something is wrong here.')
if r:
print()
print('+++++ RESPONSE +++++')
print('Response code: %d\n' % r.status_code)
response = r.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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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lose()
print(response)
return response
help_msg =
export
export
export
export

'''
AWS_ACCESS_KEY_ID=[MY_ACCESS_KEY_ID]
AWS_SECRET_ACCESS_KEY=[MY_SECRET_ACCESS_KEY]
AWS_SESSION_TOKEN=[MY_AWS_SESSION_TOKEN]
SERVICE_REGION=[us-east-1|us-east-2|us-west-2|eu-west-1]

python version >=3.6 is required.
Examples: For help
python3 program_name.py -h
Examples: Queries
python3 program_name.py -ho your-neptune-endpoint -p 8182 -a GET -q status
python3 program_name.py -ho your-neptune-endpoint -p 8182 -a GET -q sparql/status
python3 program_name.py -ho your-neptune-endpoint -p 8182 -a GET -q sparql -d
"SELECT ?s WHERE { ?s ?p ?o }"
python3 program_name.py -ho your-neptune-endpoint -p 8182 -a POST -q sparql -d
"SELECT ?s WHERE { ?s ?p ?o }"
python3 program_name.py -ho your-neptune-endpoint -p 8182 -a POST -q sparqlupdate d "INSERT DATA { <https://s> <https://p> <https://o> }"
python3 program_name.py -ho your-neptune-endpoint -p 8182 -a GET -q gremlin/status
python3 program_name.py -ho your-neptune-endpoint -p 8182 -a GET -q gremlin -d
"g.V().count()"
python3 program_name.py -ho your-neptune-endpoint -p 8182 -a POST -q gremlin -d
"g.V().count()"
python3 program_name.py -ho your-neptune-endpoint -p 8182 -a GET -q openCypher/
status
python3 program_name.py -ho your-neptune-endpoint -p 8182 -a GET -q openCypher -d
"MATCH (n1) RETURN n1 LIMIT 1;"
python3 program_name.py -ho your-neptune-endpoint -p 8182 -a POST -q openCypher -d
"MATCH (n1) RETURN n1 LIMIT 1;"
python3 program_name.py -ho your-neptune-endpoint -p 8182 -a GET -q loader -d
'{"loadId": "68b28dcc-8e15-02b1-133d-9bd0557607e6"}'
python3 program_name.py -ho your-neptune-endpoint -p 8182 -a GET -q loader -d '{}'
python3 program_name.py -ho your-neptune-endpoint -p 8182 -a POST -q loader -d
'{"source": "source", "format" : "csv", "failOnError": "fail_on_error", "iamRoleArn":
"iam_role_arn", "region": "region"}'
Environment variables must be defined as AWS_ACCESS_KEY_ID, AWS_SECRET_ACCESS_KEY
and SERVICE_REGION.
You should also set AWS_SESSION_TOKEN environment variable if you are using
temporary credentials (ex. IAM Role or EC2 Instance profile).
Current Limitations:
- Query mode "sparqlupdate" requires POST (as per the SPARQL 1.1 protocol)
'''
def exit_and_print_help():
print(help_msg)
exit()
def parse_input_and_query_neptune():
parser = ArgumentParser(description=help_msg, formatter_class=RawTextHelpFormatter)
group_host = parser.add_mutually_exclusive_group()
group_host.add_argument("-ho", "--host", type=str)
group_port = parser.add_mutually_exclusive_group()
group_port.add_argument("-p", "--port", type=int, help="port ex. 8182,
default=8182", default=8182)
group_action = parser.add_mutually_exclusive_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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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_action.add_argument("-a", "--action", type=str, help="http action, default =
GET", default="GET")
group_endpoint = parser.add_mutually_exclusive_group()
group_endpoint.add_argument("-q", "--query_type", type=str, help="query_type,
default = status ", default="status")
group_data = parser.add_mutually_exclusive_group()
group_data.add_argument("-d", "--data", type=str, help="data required for the http
action", default="")
args = parser.parse_args()
print("parsed input: ")
print(args)
# Read command line parameters
host = args.host
port = args.port
method = args.action
query_type = args.query_type
query = args.data
if (access_key == ''):
print('!!! ERROR: Your AWS_ACCESS_KEY_ID environment variable is undefined.')
exit_and_print_help()
if (secret_key == ''):
print('!!! ERROR: Your AWS_SECRET_ACCESS_KEY environment variable is
undefined.')
exit_and_print_help()
if (region == ''):
print('!!! ERROR: Your SERVICE_REGION environment variable is undefined.')
exit_and_print_help()
if host is None:
print('!!! ERROR: Neptune DNS is missing')
exit_and_print_help()
host = host + ":" + str(port)
make_signed_request(host, method, query_type, query)
if __name__ == "__main__":
print('here')
parse_input_and_query_neptune()

3.

在终端中，导航到 neptunesigv4.py 文件的位置。

4.

输入以下命令，使用正确的值替换访问密钥、私有密钥和区域。
export AWS_ACCESS_KEY_ID=MY_ACCESS_KEY_ID
export AWS_SECRET_ACCESS_KEY=MY_SECRET_ACCESS_KEY
export SERVICE_REGION=us-east-1 or us-east-2 or us-west-1 or us-west-2 or ca-central-1
or
sa-east-1 or eu-north-1 or eu-west-1 or eu-west-2 or eu-west-3 or
eu-central-1 or me-south-1 or af-south-1 or
ap-east-1 or ap-northeast-1 or ap-northeast-2 or ap-southeast-1
or ap-southeast-2 or ap-south-1 or
cn-north-1 or cn-northwest-1 or
us-gov-east-1 or us-gov-west-1

如果您使用的是临时凭证，则除了 AWS_ACCESS_KEY_ID、AWS_SECRET_ACCESS_KEY 和
SERVICE_REGION 之外，您还必须指定 AWS_SESSION_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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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rt AWS_SESSION_TOKEN=MY_AWS_SESSION_TOKEN

Note
如果您使用的是临时凭证，这些凭证（包括会话令牌）将在指定时间间隔后到期。
在请求新凭证时，您必须更新您的会话令牌。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临时安全凭证请求
访问Amazon资源.
5.

输入以下命令之一以将签名请求发送给 Neptune 数据库实例。这些示例使用 Python 版本 3.6.
终端节点状态
python3.6 neptunesigv4.py -ho your-neptune-endpoint -a GET -q status

Gremlin
python3.6 neptunesigv4.py -ho your-neptune-endpoint -p 8182 -a GET -q gremlin -d
"g.V().count()"
python3.6 neptunesigv4.py -ho your-neptune-endpoint -p 8182 -a POST -q gremlin -d
"g.V().count()"

Gremlin
python3.6 neptunesigv4.py -ho your-neptune-endpoint -p 8182 -a GET -q gremlin/status

SPARQL
python3.6 neptunesigv4.py -ho your-neptune-endpoint -p 8182 -a GET -q sparql -d
"SELECT ?s WHERE { ?s ?p ?o }"

SPARQL UPDATE
python3.6 neptunesigv4.py -ho your-neptune-endpoint -p 8182 -a POST -q sparql -d
"SELECT ?s WHERE { ?s ?p ?o }" -p 8182 -a POST -q sparqlupdate -d "INSERT DATA
{ <https://s> <https://p> <https://o> }"

SPARQL 状态
python3.6 neptunesigv4.py -ho your-neptune-endpoint -p 8182 -a GET -q sparql/status

OpencyPher
python3.6 neptunesigv4.py -ho your-neptune-endpoint -p 8182 -a GET -q openCypher -d
"MATCH (n1) RETURN n1 LIMIT 1;"
python3.6 neptunesigv4.py -ho your-neptune-endpoint -p 8182 -a POST -q openCypher -d
"MATCH (n1) RETURN n1 LIMIT 1;"

OpencyPypher 状态
python3.6 neptunesigv4.py -ho your-neptune-endpoint -p 8182 -a GET -q openCypher/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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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程序
python3.6 neptunesigv4.py -ho your-neptune-endpoint -p 8182 -a GET -q loader -d
'{"loadId": "68b28dcc-8e15-02b1-133d-9bd0557607e6"}'
python3.6 neptunesigv4.py -ho your-neptune-endpoint -p 8182 -a GET -q loader -d '{}'
python3.6 neptunesigv4.py -ho your-neptune-endpoint -p 8182 -a POST -q loader -d
'{"source": "source", "format" : "csv", "failOnError": "fail_on_error", "iamRoleArn":
"iam_role_arn", "region": "region"}'

6.

运行 Python 脚本的语法如下所示：
python3.6 neptunesigv4.py -ho your-neptune-endpoint -p port -a GET|POST -q gremlin|
sparql|sparqlupdate|loader|status -d "string0data"

SPARQL UPDATE 需要 POST。

使用 IAM 策略管理访问
IAM policy是定义使用操作和资源的权限的 JSON 对象。
您可以控制访问Amazon方法是创建策略并将其附加到Amazon身份或资源。策略是其中的一个对象Amazon
在与标识或资源相关联时，定义它们的权限。Amazon在委托人 (用户、根用户或角色会话) 发出请求时，将
评估这些策略。策略中的权限确定是允许还是拒绝请求。大多数策略在 Amazon 中存储为 JSON 文档。有关
JSON 策略文档的结构和内容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 中的 JSON 策略概览。
管理员可以使用 Amazon JSON 策略来指定谁有权访问什么内容。也就是说，哪个主体 可以对什么资源 执
行操作，以及在什么条件 下执行。
每个 IAM 实体（用户或角色）最初没有任何权限。默认情况下，用户什么都不能做，甚至不能更改他们自
己的密码。要为用户授予执行某些操作的权限，管理员必须将权限策略附加到用户。或者，管理员可以将用
户添加到具有预期权限的组中。当管理员为某个组授予访问权限时，该组内的全部用户都会获得这些访问权
限。
IAM policy 定义操作的权限，无关乎您使用哪种方法执行操作。例如，假设您有一个允许 iam:GetRole
操作的策略。具有该策略的用户可以从 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Amazon CLI 或
Amazon API 获取角色信息。

基于身份的策略
基于身份的策略是可附加到身份（如 IAM 用户、用户组或角色）的 JSON 权限策略文档。这些策略控制用
户和角色可在何种条件下对哪些资源执行哪些操作。要了解如何创建基于身份的策略，请参阅《IAM 用户指
南》中的创建 IAM policy。
基于身份的策略可以进一步归类为内联策略或托管式策略。内联策略直接嵌入单个用户、组或角色中。托
管式策略是可以附加到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中的多个用户、组和角色的独立策略。托管式策略包括
Amazon 托管式策略和客户托管式策略。要了解如何在托管式策略和内联策略之间进行选择，请参阅 IAM 用
户指南 中的在托管式策略与内联策略之间进行选择。

将服务控制策略 (SCP) 与结合使用Amazon组织
服务控制策略 (SCP) 是指定组织或组织单位 (OU) 的最大权限的 JSON 策略Amazon Organizations.Amazon
Organizations是用于分组和集中管理多个Amazon您的企业拥有的账户。如果在组织内启用了所有功能，则
可对任意或全部账户应用服务控制策略 (SCP)。SCP 限制成员账户中实体的权限，包括每个Amazon账户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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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有关 Organizations 和 SCP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SCP 的工作方式中的Amazon Organizations用户指
南。
客户将Amazon Neptune 部署在Amazon账户位于Amazon组织可以利用 SCP 来控制哪些账户可以使
用 Neptune。要确保在成员账户中访问 Neptune，请务必使用允许访问控制平面和数据平面 IAM 操
作neptune:*和neptune-db:*分别。

使用 Amazon Neptune 控制台所需的权限
对于要使用 Amazon Neptune 控制台的用户，该用户必须拥有一组最低权限。这些权限允许用户描述他们的
Neptune 资源Amazon账户并提供其他相关信息（包括 Amazon EC2 安全和网络信息）。
如果创建比必需的最低权限更为严格的 IAM policy，对于附加了该 IAM policy 的用户， 控制台将无法按预期
正常运行。为确保这些用户仍可使用 Neptune 控制台，还请附加NeptuneReadOnlyAccess针对用户的托
管策略，Amazon适用于Amazon Neptune 的托管（预定义）策略 (p. 161).
对于只需要调用到Amazon CLI或Amazon Neptune API。

将 IAM 策略附加到 IAM 用户
要应用托管或自定义策略，请将其附加到 IAM 用户。有关此主题的教程，请参阅。创建和附加您的第一个客
户托管策略中的IAM 用户指南.
在演练此教程时，您可以使用此部分中显示的策略示例之一作为起点并根据您的需求进行定制。在教程结束
时，您将有一个 IAM 用户，该用户具有可使用 neptune-db:* 操作的附加策略。

Important
• 对 IAM 策略的更改将需要长达 10 分钟才能应用于指定 Neptune 资源。
• 应用于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 IAM 策略将应用于集群中的所有实例。

使用不同类型的 IAM 策略来控制对 Neptune 的访问
要提供对 Neptune 管理操作或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中数据的访问权限，您可以将策略附加到 IAM 用户或角
色。有关如何将 IAM 策略附加到用户的信息，请参阅将 IAM 策略附加到 IAM 用户 (p. 159). 有关将策略附
加到角色的信息，请参阅添加和删除 IAM 策略中的IAM 用户指南.
要获得Neptune 的一般访问权限，你可以使用海王星的其中一个托管策略 (p. 161). 要获得更多限制的访问
权限，您可使用管理操作 (p. 169)和资源 (p. 179)Neptune 支持的...
在自定义 IAM 策略中，您可以使用两种不同的策略语句来控制对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不同访问模式：
• 行政策略语句 (p. 169)— 管理政策声明提供对Neptune 管理 API (p. 812)用于创建、配置和管理数据库
集群及其实例。
由于 Neptune 与 Amazon RDS 共享功能，因此 Neptune 策略中的管理操作、资源和条件密钥使
用rds:设计使然。
• 数据访问政策声明 (p. 184)— 数据访问政策声明使用数据访问操作 (p. 186)、资源 (p. 191), 和条件
键 (p. 192)控制对数据库集群包含的数据的访问权限。
Neptune 数据访问操作、资源和条件键使用neptune-db:prefix.

使用 Amazon Neptune 中的 IAM 条件上下文键
您可以在 IAM 策略语句中指定控制对 Neptune 的访问权限的条件。仅当条件为 True 时，策略语句才会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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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您可能希望策略语句仅在特定日期后生效，或者仅在请求中存在特定值时才允许访问。
要表示条件，您可以在Condition政策声明的要素，以及IAM 条件策略运算符例如等于或小于。
如果您在一个语句中指定多个 Condition 元素，或在单个 Condition 元素中指定多个键，则 Amazon 使
用逻辑 AND 运算评估它们。如果您为单个条件键指定多个值，则 Amazon 使用逻辑 OR 运算来评估条件。在
授予语句的权限之前必须满足所有的条件。
在指定条件时，您也可以使用占位符变量。例如，只有在使用 IAM 用户名标记 IAM 用户时，您才能为其授
予访问资源的权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策略元素：变量和标签中的IAM 用户指南.
条件键的数据类型确定您可以使用哪些条件运算符以将请求中的值与策略语句中的值进行比较。如果您使用
与该数据类型不兼容的条件。
Neptune 支持管理策略语句与数据访问策略语句不同的条件键集：
• 管理策略声明的条件键 (p. 180)
• 数据访问策略语句的条件键 (p. 192)

Support Amazon Neptune 中的 IAM 策略和访问控制功
能
下表显示了 Neptune 支持的管理策略语句和数据访问策略语句的 IAM 功能：

可与 Neptune 一起使用的 IAM 功能
IAM 功能

管理

数据访问

基于身份的策略 (p. 158)

是

是

基于资源的策略

否

否

策略操作

是

是

策略资源

是

是

全局条件键

是

（一个子集）

基于标签的条件键 (p. 181)

是

否

访问控制列表 (ACL)

否

否

服务控制策略 (SCP) (p. 158)

是

是

服务相关角色 (p. 196)

是

否

IAM 策略限制
对 IAM 策略的更改将需要长达 10 分钟才能应用于指定 Neptune 资源。
应用于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 IAM 策略将应用于集群中的所有实例。
Neptune 当前不支持跨账户访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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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适用于Amazon Neptune 的托管（预定义）策
略
Amazon通过提供由创建和管理的独立 IAM policy来满足许多常用案例的要求。Amazon托管式策略可授予常
用案例的必要权限，因此，您可以免去调查都需要哪些权限的工作。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
的Amazon托管策略。
以下Amazon托管策略（您可以将它们附加到您账户中的用户）针对使用 Amazon Neptune 管理 API：
• NeptuneReadOnlyAccess (p. 161)— 出于管理和数据访问目的，授予对所有 Neptune 资源的只读访问权
限Amazonaccount.
• NeptuneFullAccess (p. 163)— 为根目录中的管理和数据访问目的授予对所有 Neptune 资源的完全访问
权限Amazonaccount. 如果您需要通过 Neptune 的完全访问权限，则建议这样做Amazon CLI或 SDK，但
不适用于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访问。
• NeptuneConsoleFullAccess (p. 165)-授予对根的完全访问权限Amazon记入所有 Neptune 管理操作和
资源，但不包括任何数据访问操作或资源。它还包含简化通过控制台的访问权限（包括有限的 IAM 和
Amazon EC2 (VPC) 权限）。
Neptune IAM 角色和策略授予对 Amazon RDS 资源的部分访问权限，因为 Neptune 与 Amazon RDS 共享
用于特定管理功能的操作技术。这包括管理 API 权限，这就是为什么 Neptune 管理操作有一个rds:prefix.

Neptune 更新Amazon托管策略
下表跟踪从 Neptune 开始跟踪这些更改之时起对 Neptune 托管策略的更新：
策略

说明

日期

NeptuneReadOnlyAccess (p. 161)（已
为新的全局数据库 API 添加了数
添加权限）
据访问权限和权限。

202 年 7 月 3 日

NeptuneFullAccess (p. 163)（已
添加权限）

为新的全局数据库 API 添加了数
据访问权限和权限。

202 年 7 月 28 日

NeptuneConsoleFullAccess (p. 165)（已
添加了新的全局数据库 API 的权
添加权限）
限。

202 年 7 月 21 日

Neptune 开始跟踪更改

202 年 7 月 21 日

Neptune 开始追踪它的变化
Amazon托管策略。

NeptuneReadOnlyAccess 管理的策略Amazon
这些区域有：NeptuneReadOnlyAccess下面的托管策略授予对所有 Neptune 操作和资源的只读访问权限，
用于管理和数据访问目的。

Note
此策略已于 2022-07-21 更新，包括只读数据访问权限和只读管理权限，并包括全局数据库操作的权
限。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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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s:DescribeAccountAttributes",
"rds:DescribeCertificates",
"rds: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Groups",
"rds: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s",
"rds:Describe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s",
"rds:DescribeDBClusterSnapshots",
"rds:DescribeDBClusters",
"rds:DescribeDBEngineVersions",
"rds:DescribeDBInstances",
"rds:DescribeDBLogFiles",
"rds:DescribeDBParameterGroups",
"rds:DescribeDBParameters",
"rds:DescribeDBSubnetGroups",
"rds:DescribeEventCategories",
"rds:DescribeEventSubscriptions",
"rds:DescribeEvents",
"rds:DescribeGlobalClusters",
"rds:DescribeOrderableDBInstanceOptions",
"rds:DescribePendingMaintenanceActions",
"rds:DownloadDBLogFilePortion",
"rds:ListTagsForResource"

],
"Resource":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cloudwatch:GetMetricStatistics",
"cloudwatch:ListMetrics"
],
"Resource":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ec2:DescribeAccountAttributes",
"ec2:DescribeAvailabilityZones",
"ec2:DescribeInternetGateways",
"ec2:DescribeSecurityGroups",
"ec2:DescribeSubnets",
"ec2:DescribeVpcAttribute",
"ec2:DescribeVpcs"
],
"Resource":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kms:ListKeys",
"kms:ListRetirableGrants",
"kms:ListAliases",
"kms:ListKeyPolicies"
],
"Resource":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logs:DescribeLogStreams",
"logs:GetLogEvents"
],
"Resource": [
"arn:aws:logs:*:*:log-group:/aws/rds/*:log-stream:*",
"arn:aws:logs:*:*:log-group:/aws/neptune/*:log-strea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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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neptune-db:Read*",
"neptune-db:Get*",
"neptune-db:List*"
],
"Resource": [
"*"
]

NeptuneFullAccess 管理的策略Amazon
这些区域有：NeptuneFullAccess下面的托管策略授予出于管理和数据访问目的对所有 Neptune 操作和资源
的完全访问权限。如果您需要通过完全访问的话，则建议这样做。Amazon CLI或者来自 SDK，但不是来自
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

Note
此策略已于 2022-07-21 更新，包括完全数据访问权限和完全管理权限，并包括全局数据库操作的权
限。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rds:CreateDBCluster",
"rds:CreateDBInstance"
],
"Resource": [
"arn:aws:rds:*:*:*"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rds:DatabaseEngine": ["graphdb","neptune"]
}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rds:AddRoleToDBCluster",
"rds:AddSourceIdentifierToSubscription",
"rds:AddTagsToResource",
"rds:ApplyPendingMaintenanceAction",
"rds:CopyDBClusterParameterGroup",
"rds:CopyDBClusterSnapshot",
"rds:CopyDBParameterGroup",
"rds:CreateDBClusterEndpoint",
"rds:CreateDBClusterParameterGroup",
"rds:CreateDBClusterSnapshot",
"rds:CreateDBParameterGroup",
"rds:CreateDBSubnetGroup",
"rds:CreateEventSubscription",
"rds:CreateGlobalCluster",
"rds:DeleteDBCluster",
"rds:DeleteDBClusterEndpoint",
"rds:DeleteDBClusterParameterGroup",
"rds:DeleteDBClusterSnap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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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s:DeleteDBInstance",
"rds:DeleteDBParameterGroup",
"rds:DeleteDBSubnetGroup",
"rds:DeleteEventSubscription",
"rds:DeleteGlobalCluster",
"rds:DescribeDBClusterEndpoints",
"rds:DescribeAccountAttributes",
"rds:DescribeCertificates",
"rds: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Groups",
"rds: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s",
"rds:Describe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s",
"rds:DescribeDBClusterSnapshots",
"rds:DescribeDBClusters",
"rds:DescribeDBEngineVersions",
"rds:DescribeDBInstances",
"rds:DescribeDBLogFiles",
"rds:DescribeDBParameterGroups",
"rds:DescribeDBParameters",
"rds:DescribeDBSecurityGroups",
"rds:DescribeDBSubnetGroups",
"rds:DescribeEngineDefaultClusterParameters",
"rds:DescribeEngineDefaultParameters",
"rds:DescribeEventCategories",
"rds:DescribeEventSubscriptions",
"rds:DescribeEvents",
"rds:DescribeGlobalClusters",
"rds:DescribeOptionGroups",
"rds:DescribeOrderableDBInstanceOptions",
"rds:DescribePendingMaintenanceActions",
"rds:DescribeValidDBInstanceModifications",
"rds:DownloadDBLogFilePortion",
"rds:FailoverDBCluster",
"rds:FailoverGlobalCluster",
"rds:ListTagsForResource",
"rds:ModifyDBCluster",
"rds:ModifyDBClusterEndpoint",
"rds:ModifyDBClusterParameterGroup",
"rds:Modify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
"rds:ModifyDBInstance",
"rds:ModifyDBParameterGroup",
"rds:ModifyDBSubnetGroup",
"rds:ModifyEventSubscription",
"rds:ModifyGlobalCluster",
"rds:PromoteReadReplicaDBCluster",
"rds:RebootDBInstance",
"rds:RemoveFromGlobalCluster",
"rds:RemoveRoleFromDBCluster",
"rds:RemoveSourceIdentifierFromSubscription",
"rds:RemoveTagsFromResource",
"rds:ResetDBClusterParameterGroup",
"rds:ResetDBParameterGroup",
"rds:RestoreDBClusterFromSnapshot",
"rds:RestoreDBClusterToPointInTime",
"rds:StartDBCluster",
"rds:StopDBCluster"

],
"Resource": [
"*"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cloudwatch:GetMetricStatistics",
"cloudwatch:ListMetrics",
"ec2:DescribeAccountAttrib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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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2:DescribeAvailabilityZones",
"ec2:DescribeSecurityGroups",
"ec2:DescribeSubnets",
"ec2:DescribeVpcAttribute",
"ec2:DescribeVpcs",
"kms:ListAliases",
"kms:ListKeyPolicies",
"kms:ListKeys",
"kms:ListRetirableGrants",
"logs:DescribeLogStreams",
"logs:GetLogEvents",
"sns:ListSubscriptions",
"sns:ListTopics",
"sns:Publish"

],
"Resource": [
"*"
]
},
{
"Effect": "Allow",
"Action": "iam:PassRole",
"Resource":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iam:passedToService": "rds.amazonaws.com"
}
}
},
{
"Effect": "Allow",
"Action": "iam:CreateServiceLinkedRole",
"Resource": "arn:aws:iam::*:role/aws-service-role/rds.amazonaws.com/
AWSServiceRoleForRDS",
"Condition": {
"StringLike": {
"iam:AWSServiceName": "rds.amazonaws.com"
}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neptune-db:*"
],
"Resource": [
"*"
]
}
]
}

NeptuneConsoleFullAccess 管理的策略Amazon
这些区域有：NeptuneConsoleFullAccess下面的托管策略授予出于管理目的而对所有 Neptune 操作和资
源的完全访问权限，但不是出于数据访问目的。它还包含简化通过控制台的访问权限（包括有限的 IAM 和
Amazon EC2 (VPC) 权限）。

Note
此策略已于 2022-07-21 更新，包括全局数据库操作的权限。
{

"Version": "2012-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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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rds:CreateDBCluster",
"rds:CreateDBInstance"
],
"Resource": [
"arn:aws:rds:*:*:*"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rds:DatabaseEngine": ["graphdb","neptune"]
}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rds:AddRoleToDBCluster",
"rds:AddSourceIdentifierToSubscription",
"rds:AddTagsToResource",
"rds:ApplyPendingMaintenanceAction",
"rds:CopyDBClusterParameterGroup",
"rds:CopyDBClusterSnapshot",
"rds:CopyDBParameterGroup",
"rds:CreateDBClusterEndpoint",
"rds:CreateDBClusterParameterGroup",
"rds:CreateDBClusterSnapshot",
"rds:CreateDBParameterGroup",
"rds:CreateDBSubnetGroup",
"rds:CreateEventSubscription",
"rds:CreateGlobalCluster",
"rds:DeleteDBCluster",
"rds:DeleteDBClusterEndpoint",
"rds:DeleteDBClusterParameterGroup",
"rds:DeleteDBClusterSnapshot",
"rds:DeleteDBInstance",
"rds:DeleteDBParameterGroup",
"rds:DeleteDBSubnetGroup",
"rds:DeleteEventSubscription",
"rds:DeleteGlobalCluster",
"rds:DescribeDBClusterEndpoints",
"rds:DescribeAccountAttributes",
"rds:DescribeCertificates",
"rds: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Groups",
"rds: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s",
"rds:Describe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s",
"rds:DescribeDBClusterSnapshots",
"rds:DescribeDBClusters",
"rds:DescribeDBEngineVersions",
"rds:DescribeDBInstances",
"rds:DescribeDBLogFiles",
"rds:DescribeDBParameterGroups",
"rds:DescribeDBParameters",
"rds:DescribeDBSecurityGroups",
"rds:DescribeDBSubnetGroups",
"rds:DescribeEngineDefaultClusterParameters",
"rds:DescribeEngineDefaultParameters",
"rds:DescribeEventCategories",
"rds:DescribeEventSubscriptions",
"rds:DescribeEvents",
"rds:DescribeGlobalClusters",
"rds:DescribeOptionGroups",
"rds:DescribeOrderableDBInstanceOptions",
"rds:DescribePendingMaintenance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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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s:DescribeValidDBInstanceModifications",
"rds:DownloadDBLogFilePortion",
"rds:FailoverDBCluster",
"rds:FailoverGlobalCluster",
"rds:ListTagsForResource",
"rds:ModifyDBCluster",
"rds:ModifyDBClusterEndpoint",
"rds:ModifyDBClusterParameterGroup",
"rds:Modify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
"rds:ModifyDBInstance",
"rds:ModifyDBParameterGroup",
"rds:ModifyDBSubnetGroup",
"rds:ModifyEventSubscription",
"rds:ModifyGlobalCluster",
"rds:PromoteReadReplicaDBCluster",
"rds:RebootDBInstance",
"rds:RemoveFromGlobalCluster",
"rds:RemoveRoleFromDBCluster",
"rds:RemoveSourceIdentifierFromSubscription",
"rds:RemoveTagsFromResource",
"rds:ResetDBClusterParameterGroup",
"rds:ResetDBParameterGroup",
"rds:RestoreDBClusterFromSnapshot",
"rds:RestoreDBClusterToPointInTime",
"rds:StartDBCluster",
"rds:StopDBCluster"

],
"Resource": [
"*"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cloudwatch:GetMetricStatistics",
"cloudwatch:ListMetrics",
"ec2:AllocateAddress",
"ec2:AssignIpv6Addresses",
"ec2:AssignPrivateIpAddresses",
"ec2:AssociateAddress",
"ec2:AssociateRouteTable",
"ec2:AssociateSubnetCidrBlock",
"ec2:AssociateVpcCidrBlock",
"ec2:AttachInternetGateway",
"ec2:AttachNetworkInterface",
"ec2:CreateCustomerGateway",
"ec2:CreateDefaultSubnet",
"ec2:CreateDefaultVpc",
"ec2:CreateInternetGateway",
"ec2:CreateNatGateway",
"ec2:CreateNetworkInterface",
"ec2:CreateRoute",
"ec2:CreateRouteTable",
"ec2:CreateSecurityGroup",
"ec2:CreateSubnet",
"ec2:CreateVpc",
"ec2:CreateVpcEndpoint",
"ec2:CreateVpcEndpoint",
"ec2:DescribeAccountAttributes",
"ec2:DescribeAccountAttributes",
"ec2:DescribeAddresses",
"ec2:DescribeAvailabilityZones",
"ec2:DescribeAvailabilityZones",
"ec2:DescribeCustomerGateways",
"ec2:DescribeInstances",
"ec2:DescribeNatGate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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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2:DescribeNetworkInterfaces",
"ec2:DescribePrefixLists",
"ec2:DescribeRouteTables",
"ec2:DescribeSecurityGroupReferences",
"ec2:DescribeSecurityGroups",
"ec2:DescribeSecurityGroups",
"ec2:DescribeSubnets",
"ec2:DescribeSubnets",
"ec2:DescribeVpcAttribute",
"ec2:DescribeVpcAttribute",
"ec2:DescribeVpcEndpoints",
"ec2:DescribeVpcs",
"ec2:DescribeVpcs",
"ec2:ModifyNetworkInterfaceAttribute",
"ec2:ModifySubnetAttribute",
"ec2:ModifyVpcAttribute",
"ec2:ModifyVpcEndpoint",
"iam:ListRoles",
"kms:ListAliases",
"kms:ListKeyPolicies",
"kms:ListKeys",
"kms:ListRetirableGrants",
"logs:DescribeLogStreams",
"logs:GetLogEvents",
"sns:ListSubscriptions",
"sns:ListTopics",
"sns:Publish"

],
"Resource": [
"*"
]
},
{
"Effect": "Allow",
"Action": "iam:PassRole",
"Resource":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iam:passedToService": "rds.amazonaws.com"
}
}
},
{
"Effect": "Allow",
"Action": "iam:CreateServiceLinkedRole",
"Resource": "arn:aws:iam::*:role/aws-service-role/rds.amazonaws.com/
AWSServiceRoleForRDS",
"Condition": {
"StringLike": {
"iam:AWSServiceName": "rds.amazonaws.com"
}
}
}
]
}

Amazon Neptune 支持的 IAM 条件上下文键
您可以在 IAM 策略中指定条件，以控制对 Neptune 管理操作和资源的访问。仅当条件为 True 时，策略语句
才会生效。
例如，您可能希望策略语句仅在特定日期后生效，或者仅在 API 请求中存在特定值来允许访问。
要表示条件，您可以在Condition政策声明的要素，以及IAM 条件策略运算符例如等于或小于。
API 版本 2020-12-18
168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行政策略语句

如果您在一个语句中指定多个 Condition 元素，或在单个 Condition 元素中指定多个键，则 Amazon 使
用逻辑 AND 运算评估它们。如果您为单个条件键指定多个值，则 Amazon 使用逻辑 OR 运算来评估条件。在
授予语句的权限之前必须满足所有的条件。
在指定条件时，您也可以使用占位符变量。例如，只有在使用 IAM 用户名标记 IAM 用户时，您才能为其授
予访问资源的权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策略元素：变量和标签中的IAM 用户指南.
条件键的数据类型确定您可以使用哪些条件运算符以将请求中的值与策略语句中的值进行比较。如果您使用
与该数据类型不兼容的条件。

Neptune 管理策略声明的 IAM 条件键
• 全局条件键— 你可以使用大多数AmazonNeptune 管理策略声明中的全局条件键。
• 特定于服务的条件键 (p. 180)— 这些是为特定定义的键Amazon服务。Neptune 支持的管理政策声明列
于在 Neptune IAM 管理策略声明中可用的条件键 (p. 180).

Neptune 数据访问策略声明的 IAM 条件键
• 全局条件键— Neptune 在数据访问策略语句中支持的这些密钥的子集列于AmazonNeptune 在数据访问策
略语句中支持的全局条件上下文键 (p. 191).
• Neptune 为数据访问策略语句定义的特定于服务的条件键列在条件键 (p. 191).

Amazon Neptune 的自定义 IAM 管理政策声明
通过管理策略声明，您可以控制 IAM 用户可以执行哪些操作来管理 Neptune 数据库。
Neptune 管理策略语句授予对一个或多个的访问权限管理操作 (p. 169)和管理资源 (p. 179)Neptune 支持
的。您还可以使用条件键 (p. 180)以使管理权限更具体。

Note
由于 Neptune 与 Amazon RDS 共享功能，因此管理策略声明中的管理操作、资源和特定于服务的
条件键使用rds:设计使然。
主题
• Neptune IAM 管理策略声明中可用的操作 (p. 169)
• IAM Neptune 管理政策声明中可用的资源类型 (p. 179)
• 在 Neptune IAM 管理策略声明中可用的条件键 (p. 180)
• Neptune 的 IAM 管理政策声明示例 (p. 182)

Neptune IAM 管理策略声明中可用的操作
您可以使用下面列出的管理操作ActionIAM 策略声明的元素，用于控制对Neptune 管理 API (p. 812). 您
在策略中使用一项操作时，通常使用相同的名称允许或拒绝对 API 操作或 CLI 命令的访问。但在某些情况
下，单一动作可控制对多项操作的访问。还有某些操作需要多种不同的动作。
这些区域有：Resource type字段指示每项操作是否支持资源级权限。如果该字段中没有任何值，您必须
在Resource你的政策声明的要素。如果该列包含一种资源类型，则可以在含有该操作的语句中指定该类型
的资源 ARN。Neptune 管理资源类型列在此页 (p. 179).
必需资源在以下列表中以星号 (*) 表示。如果在使用该操作的语句中指定资源级权限 ARN，则它必须属于该
类型。某些操作支持多种资源类型。如果资源类型是可选的（换句话说，没有用星号标记），则不必包括
它。
有关此处所列字段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操作表中的IAM 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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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s.AddRoleToDBCluster
AddRoleToDBCluster (p. 845)将 IAM 角色与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关联。
访问级别： Write.
有操作 iam:PassRole.
资源类型： 聚集 (p. 179)(required).

rds.AddSourceIdentifierToSubscription
AddSourceIdentifierToSubscription (p. 955)将源标识符添加到现有的 Neptune 事件通知订阅。
访问级别： Write.
资源类型： es (p. 180)(required).

rds.AddTagsToResource
AddTagsToResource (p. 964)将 IAM 角色与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关联。
访问级别： Write.
资源类型：
• db (p. 180)
• es (p. 180)
• pg (p. 180)
• 集群快照 (p. 179)
• Subsidrp (p. 180)
条件键：
• aws:RequestTag/### (p. 181)
• aws:TagKeys (p. 181)

rds.ApplyPendingMaintenanceAction
ApplyPendingMaintenanceAction (p. 966)将挂起的维护操作应用到资源。
访问级别： Write.
资源类型： db (p. 180)(required).

rds: copyDBClusterParameterGroup
CopyDBClusterParameterGroup (p. 902)复制指定的数据库集群参数组。
访问级别： Write.
资源类型： 集集集集集集集 (p. 179)(required).

rds: copyDBClusterSnapshot
CopyDBClusterSnapshot (p. 928)复制数据库集群的快照。
访问级别： Write.
资源类型： 集群快照 (p. 179)(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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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s: copyDBParameterGroup
CopyDBParameterGroup (p. 901)复制指定的数据库参数组。
访问级别： Write.
资源类型： pg (p. 180)(required).

rds: createdbCluster
CreateDBCluster (p. 820)创建新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
访问级别： Tagging.
有操作 iam:PassRole.
资源类型：
• 聚集 (p. 179)(required).
• 集集集集集集集 (p. 179)(required).
• Subsidrp (p. 180)(required).
条件键：
• aws:RequestTag/### (p. 181)
• aws:TagKeys (p. 181)
• neptune-rds_DatabaseEngine (p. 180)

rds: createDBClusterParameterGroup
CreateDBClusterParameterGroup (p. 905)创建新的数据库集群参数组。
访问级别： Tagging.
资源类型： 集集集集集集集 (p. 179)(required).
条件键：
• aws:RequestTag/### (p. 181)
• aws:TagKeys (p. 181)

rds: createDBClusterSnapshot
CreateDBClusterSnapshot (p. 924)创建数据库集群的快照。
访问级别： Tagging.
资源类型：
• 聚集 (p. 179)(required).
• 集群快照 (p. 179)(required).
条件键：
• aws:RequestTag/### (p. 181)
• aws:TagKeys (p.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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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s: createdbInstance
CreateDBInstance (p. 870)创建新的数据库实例。
访问级别： Tagging.
有操作 iam:PassRole.
资源类型：
• db (p. 180)(required).
• pg (p. 180)(required).
• Subsidrp (p. 180)(required).
条件键：
• aws:RequestTag/### (p. 181)
• aws:TagKeys (p. 181)

rds: createDBParameterGroup
CreateDBParameterGroup (p. 903) 创建一个新的数据库参数组。
访问级别： Tagging.
资源类型： pg (p. 180)(required).
条件键：
• aws:RequestTag/### (p. 181)
• aws:TagKeys (p. 181)

rds: createDBSubnetGroup
CreateDBSubnetGroup (p. 917)创建新的数据库子网组。
访问级别： Tagging.
资源类型： Subsidrp (p. 180)(required).
条件键：
• aws:RequestTag/### (p. 181)
• aws:TagKeys (p. 181)

rds.CreateEventSubscription
CreateEventSubscription (p. 949)创建了 Neptune 事件通知订阅。
访问级别： Tagging.
资源类型： es (p. 180)(required).
条件键：
• aws:RequestTag/### (p. 181)
• aws:TagKeys (p.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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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s: deletedbCluster
DeleteDBCluster (p. 827)删除现有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
访问级别： Write.
资源类型：
• 聚集 (p. 179)(required).
• 集群快照 (p. 179)(required).

rds: deletedBClusterParameterGroup
DeleteDBClusterParameterGroup (p. 907)删除指定的数据库集群参数组。
访问级别： Write.
资源类型： 集集集集集集集 (p. 179)(required).

rds: deletedBClusterSnapshot
DeleteDBClusterSnapshot (p. 926)删除数据库集群快照。
访问级别： Write.
资源类型： 集群快照 (p. 179)(required).

rds: deletedbInstance
DeleteDBInstance (p. 879)删除指定的数据库实例。
访问级别： Write.
资源类型： db (p. 180)(required).

rds: deletedBParameterGroup
DeleteDBParameterGroup (p. 906)删除指定的数据库ParameterGroup.
访问级别： Write.
资源类型： pg (p. 180)(required).

rds: deletedBSubnetGroup
DeleteDBSubnetGroup (p. 919)删除数据库子网组。
访问级别： Write.
资源类型： Subsidrp (p. 180)(required).

rds.DeleteEventSubscription
DeleteEventSubscription (p. 951)删除事件通知订阅。
访问级别： Write.
资源类型： es (p. 180)(required).

rds: 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Groups
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Groups (p. 914)返回数据库的列表ClusterParameterGroup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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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级别： List.
资源类型： 集集集集集集集 (p. 179)(required).

rds: 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s
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s (p. 913)返回特定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的详细参数列表。
访问级别： List.
资源类型： 集集集集集集集 (p. 179)(required).

rds: describe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s
Describe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s (p. 946)返回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的数据库集群快照属性
名称和值的列表。
访问级别： List.
资源类型： 集群快照 (p. 179)(required).

rds: describedBClusterSnapshots
DescribeDBClusterSnapshots (p. 944)返回有关数据库集群快照的信息。
访问级别： Read.

rds：描述过的 bClusters
DescribeDBClusters (p. 854)返回有关预配置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信息。
访问级别： List.
资源类型： 聚集 (p. 179)(required).

rds: describedBEngineVersions
describedBEngineVersions (p. 967)返回可用数据库引擎的列表。
访问级别： List.
资源类型： pg (p. 180)(required).

rds：描述过的实例
DescribeDBInstances (p. 895)返回有关数据库实例的信息。
访问级别： List.
资源类型： es (p. 180)(required).

rds: describedBParameterGroups
DescribeDBParameterGroups (p. 912)返回数据库的列表ParameterGroup 描述。
访问级别： List.
资源类型： pg (p. 180)(required).

rds：描述过的参数
DescribeDBParameters (p. 911)返回特定数据库参数组的详细参数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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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级别： List.
资源类型： pg (p. 180)(required).

rds: describedBSubnetGroups
DescribeDBSubnetGroups (p. 920)返回数据库的列表SubnetGroup 描述。
访问级别： List.
资源类型： Subsidrp (p. 180)(required).

rds.DescribeEventCategories
DescribeEventCategories (p. 959)返回所有事件源类型的类别列表；或如果指定，则返回指定源类
型的类别列表。
访问级别： List.

rds.DescribeEventSubscriptions
DescribeEventSubscriptions (p. 954)列出客户账户的所有订阅描述。
访问级别： List.
资源类型： es (p. 180)(required).

rds.DescribeEvents
DescribeEvents (p. 957)返回过去 14 天与数据库实例、数据库安全组和数据库参数组相关的事件。
访问级别： List.
资源类型： es (p. 180)(required).

rds.DescribeOrderableDBInstanceOptions
DescribeOrderableDBInstanceOptions (p. 897)返回指定引擎的可订购数据库实例选项的列表。
访问级别： List.

rds.DescribePendingMaintenanceActions
DescribePendingMaintenanceActions (p. 966)返回具有至少一个挂起的维护操作的资源（例如，
数据库实例）的列表。
访问级别： List.
资源类型： db (p. 180)(required).

rds.DescribeValidDBInstanceModifications
DescribeValidDBInstanceModifications (p. 898)列出了可以对数据库实例进行的修改。
访问级别： List.
资源类型： db (p. 180)(required).

rds: failoverDBClust
FailoverDBCluster (p. 846)强制数据库集群故障转移。
访问级别： W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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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类型： 聚集 (p. 179)(required).

rds.ListTagsForResource
ListTagsForResource (p. 964)列出了Neptune资源上的所有标签。
访问级别： Read.
资源类型：
• 集群快照 (p. 179)
• db (p. 180)
• es (p. 180)
• pg (p. 180)
• Subsidrp (p. 180)

rds: modifyDBCluster
ModifyDBCluster (p. 831)
修改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设置。
访问级别： Write.
有操作 iam:PassRole.
资源类型：
• 聚集 (p. 179)(required).
• 集集集集集集集 (p. 179)(required).

rds: modifyDBClusterParameterGroup
ModifyDBClusterParameterGroup (p. 908)修改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的参数。
访问级别： Write.
资源类型： 集集集集集集集 (p. 179)(required).

rds: modify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
Modify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 (p. 931)向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添加属性和值，或者从中删除
属性和值。
访问级别： Write.
资源类型： 集群快照 (p. 179)(required).

rds: 修改数据库实例
ModifyDBInstance (p. 883)修改数据库实例的设置。
访问级别： Write.
有操作 iam:PassRole.
资源类型：
• db (p. 180)(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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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g (p. 180)(required).

rds: modifyDBParameterGroup
ModifyDBParameterGroup (p. 907)修改数据库参数组的参数。
访问级别： Write.
资源类型： pg (p. 180)(required).

rds: modifyDBSubnetGroup
ModifyDBSubnetGroup (p. 919)修改现有的数据库子网组。
访问级别： Write.
资源类型： Subsidrp (p. 180)(required).

rds.ModifyEventSubscription
ModifyEventSubscription (p. 952)修改现有的 Neptune 事件通知订阅。
访问级别： Write.
资源类型： es (p. 180)(required).

rds: rebootDBinstance
RebootDBInstance (p. 891)重新启动实例的数据库引擎服务。
访问级别： Write.
资源类型： db (p. 180)(required).

rds.RemoveRoleFromDBCluster
RemoveRoleFromDBCluster (p. 846)取消关联Amazon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中的 Identity and
Acess Manement (IAM
访问级别： Write.
有操作 iam:PassRole.
资源类型： 聚集 (p. 179)(required).

rds.RemoveSourceIdentifierFromSubscription
RemoveSourceIdentifierFromSubscription (p. 956)从现有 Neptune 事件通知订阅中删除源标识
符。
访问级别： Write.
资源类型： es (p. 180)(required).

rds.RemoveTagsFromResource
RemoveTagsFromResource (p. 965)从 Neptune 资源中删除元数据标签。
访问级别： Tagging.
资源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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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群快照 (p. 179)
•
•
•
•

db (p. 180)
es (p. 180)
pg (p. 180)
Subsidrp (p. 180)

条件键：
• aws:RequestTag/### (p. 181)
• aws:TagKeys (p. 181)

rds: resetDBClusterParameterGroup
ResetDBClusterParameterGroup (p. 910)将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的参数修改为默认值。
访问级别： Write.
资源类型： 集集集集集集集 (p. 179)(required).

rds: resetDBParameterGroup
ResetDBParameterGroup (p. 909)将数据库参数组的参数修改为引擎/系统默认值。
访问级别： Write.
资源类型： pg (p. 180)(required).

rds: restoredBClusterFromSnapshot
RestoreDBClusterFromSnapshot (p. 932)从数据库集群快照中创建新的数据库集群。
访问级别： Write.
有操作 iam:PassRole.
资源类型：
• 聚集 (p. 179)(required).
• 集群快照 (p. 179)(required).
条件键：
• aws:RequestTag/### (p. 181)
• aws:TagKeys (p. 181)

rds: restoredBClusterToPointInTime
RestoreDBClusterToPointInTime (p. 938)将数据库集群还原到任意时间点。
访问级别： Write.
有操作 iam:PassRole.
资源类型：
• 聚集 (p. 179)(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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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sidrp (p. 180)(required).
条件键：
• aws:RequestTag/### (p. 181)
• aws:TagKeys (p. 181)

rds: startdbClust
StartDBCluster (p. 837)启动指定的数据库集群。
访问级别： Write.
资源类型： 聚集 (p. 179)(required).

rds: stopdbCluster
StopDBCluster (p. 841)停止指定的数据库集群。
访问级别： Write.
资源类型： 聚集 (p. 179)(required).

IAM Neptune 管理政策声明中可用的资源类型
Neptune 支持下表中的资源类型，用于ResourceIAM 管理策略声明的元素。有关的更多信息Resource元
素，请参阅IAM JSON 策略元素：资源.
这些区域有：Neptune 管理操作列表 (p. 169)标识了可使用每个操作指定的资源类型。您也可以在策略中包
含条件键，如下表最后一列中所指定，从而确定资源类型。
这些区域有：ARN列指定，在引用该类型的资源时必须使用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格式。前面有 a 的部
分 $ 必须替换为您的方案的实际值。例如，如果您看到$user-name在 ARN 中，您必须将该字符串替换为
实际 IAM 用户名的策略变量。有关 ARN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ARN, 和在Amazon Neptune 中使用管理
ARN (p. 684).
这些区域有： Condition Keys 列指定条件上下文键，只有在 IAM 策略语句中同时包含该资源和兼容的
支持操作时，才能在该语句中包含这些键。
资源类型

ARN

条件键

cluster

arn:partition:rds:region:accountid:cluster:instance-name

aws:ResourceTag/##
# (p. 181)

（数据库集群）

cluster-pg
（数据库集群参
数组）
clustersnapshot

rds: cluster-tag/##
# (p. 181)
arn:partition:rds:region:account-id:clusterpg:neptune-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

aws:ResourceTag/##
# (p. 181)

arn:partition:rds:region:account-id:clustersnapshot:neptune-DBClusterSnapshotName

aws:ResourceTag/##
# (p. 181)

（数据库集群快
照）

rds.cluster-snapshottag/### (p.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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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类型

ARN

条件键

db

arn:partition:rds:region:accountid:db:neptune-DbInstanceName

aws:ResourceTag/##
# (p. 181)

（数据库实例）

rds.DatabaseClass (p. 180)
rds.DatabaseEngine (p. 180)
rds: db-tag/##
# (p. 181)

es
（事件订阅）

pg
（数据库参数
组）
subgrp
（数据库子网
组）

arn:partition:rds:region:accountid:es:neptune-CustSubscriptionId

aws:ResourceTag/##
# (p. 181)
rds: es-tag/##
# (p. 181)

arn:partition:rds:region:accountid:pg:neptune-ParameterGroupName

aws:ResourceTag/##
# (p. 181)
rds: pg-tag/##
# (p. 182)

arn:partition:rds:region:accountid:subgrp:neptune-DBSubnetGroupName}

aws:ResourceTag/##
# (p. 181)
rds: subgrp-tag/##
# (p. 182)

在 Neptune IAM 管理策略声明中可用的条件键
使用条件键 (p. 159)，您可以在 IAM 策略语句中指定条件，以便该语句仅在条件为真时才生效。您可以在
Neptune 管理策略语句中使用的条件键分为以下几类：
• 全局条件键— 这些定义为Amazon一般用于Amazon服务。大多数可以用在 Neptune 的管理政策声明中。
• 管理资源属性条件键 (p. 180)— 这些钥匙，已列出下面 (p. 180)基于管理资源的属性。
• 基于标签的访问条件键 (p. 181)— 这些钥匙，已列出下面 (p. 181)，基于Amazon标签附属于行政资
源。

Neptune 管理资源属性条件键
条件键

描述

类型

按数据库实例类的类型筛选访问。
rds:DatabaseClass

字符串

按数据库引擎筛选访问。有关可能的值，请参阅
rds:DatabaseEngine
CreateDBInstance API 中的引擎参数

字符串

rds:DatabaseName按数据库实例上的数据库的用户定义名称筛选访问

字符串

rds:EndpointType按终端节点类型筛选访问。以下之一：读者、作家、自定义

字符串

rds:Vpc

指定数据库实例是否在 Amazon Virtual Private Cloud (Amazon 布尔值
VPC) 中运行的值筛选访问。要指示数据库实例在 Amazon
VPC 中运行，请指定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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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管理标签的条件键
Amazon Neptune 支持在 IAmazon Neptune 策略中使用自定义标签指定条件，以通过Neptune 管理
API (p. 812).
例如，如果您添加名为environment到您的数据库实例，其值如beta、staging, 和production，则可
创建一个策略来根据标签的值以仅允许对实例的访问。

Important
如果您使用标签管理对 Neptune 资源的访问，请确保对标签的访问。您可通过为创建策略限制对标
签的访问AddTagsToResource和RemoveTagsFromResource行动。
例如，您可以使用以下策略拒绝用户为所有资源添加或删除标签。之后，您可创建策略来允许特定
用户添加或删除标签。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Sid": "DenyTagUpdates",
"Effect": "Deny",
"Action": [
"rds:AddTagsToResource",
"rds:RemoveTagsFromResource"
],
"Resource":"*"
}
]
}

以下基于标记的条件键仅适用于管理策略语句中的管理资源。

基于标记的管理条件键
条件键
aws:RequestTag/
${TagKey}

描述

类型

根据在请求中是否具有标签键值对以筛选访问权限。

字符串

根据附加到资源的标签键值对筛选访问。
aws:ResourceTag/
${TagKey}

字符串

aws:TagKeys

根据在请求中是否具有标签键以筛选访问权限。

字符串

rds:clusterpg-tag/
${TagKey}

按附加到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的标签筛选访问。

字符串

rds:clustersnapshot-tag/
${TagKey}

按附加到数据库快照的标签筛选访问。

字符串

rds:clustertag/${TagKey}

按附加到数据库集群的标签筛选访问。

字符串

rds:db-tag/
${TagKey}

按附加到数据库实例的标签筛选访问。

字符串

rds:es-tag/
${TagKey}

按附加到事件订阅的标签筛选访问。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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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键

描述

类型

rds:pg-tag/
${TagKey}

按附加到数据库参数组的标签筛选访问。

字符串

rds:req-tag/
${TagKey}

按可用于标记资源的一组标签键和值筛选访问。

字符串

rds:secgrptag/${TagKey}

按附加到数据库安全组的标签筛选访问。

字符串

rds:snapshottag/${TagKey}

按附加到数据库快照的标签筛选访问。

字符串

rds:subgrptag/${TagKey}

按附加到数据库子网组的标签筛选访问

字符串

Neptune 的 IAM 管理政策声明示例
一般管理政策示例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创建 Neptune 管理策略以授予对数据库集群执行各种管理操作的权限。

防止 IAM 用户删除指定数据库实例的策略
以下是阻止 IAM 用户删除指定的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示例策略：
{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DenyDeleteOneInstance",
"Effect": "Deny",
"Action": "rds:DeleteDBInstance",
"Resource": "arn:aws:rds:us-west-2:123456789012:db:my-instance-name"
}
]

授予创建新数据库实例的权限的策略
以下是允许 IAM 用户在指定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中创建数据库实例的示例策略：
{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AllowCreateInstance",
"Effect": "Allow",
"Action": "rds:CreateDBInstance",
"Resource": "arn:aws:rds:us-west-2:123456789012:cluster:my-cluster"
}
]

授予创建使用特定数据库参数组的新数据库实例的权限的策略
以下是允许 IAM 用户在指定数据库集群中创建数据库实例的示例策略（此处us-west-2) 在仅使用指定的数
据库参数组的指定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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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AllowCreateInstanceWithPG",
"Effect": "Allow",
"Action": "rds:CreateDBInstance",
"Resource": [
"arn:aws:rds:us-west-2:123456789012:cluster:my-cluster",
"arn:aws:rds:us-west-2:123456789012:pg:my-instance-pg"
]
}
]

授予描述任何资源的权限的策略
下面是一个允许 IAM 用户描述任何 Neptune 资源的示例策略。
{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AllowDescribe",
"Effect": "Allow",
"Action": "rds:Describe*",
"Resource": *
}
]

基于标签的管理策略示例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创建 Neptune 管理策略来标记以筛选数据库集群上各种管理操作的权限。

示例 1：使用可采用多个值的自定义标签授予权限以允许对资源执行操作
以下策略允许使用ModifyDBInstance、CreateDBInstance要么DeleteDBInstance任何数据库实例
上的 APIenv标记设置为任一dev要么test：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AllowDevTestAccess",
"Effect": "Allow",
"Action": [
"rds:ModifyDBInstance",
"rds:CreateDBInstance",
"rds:DeleteDBInstance"
],
"Resource":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rds:db-tag/env": [
"dev",
"test"
],
"rds:DatabaseEngine": "neptun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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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示例 2：限制可用于对资源进行标记的一组标签键和值的值
此策略使用Conditionkey 以允许具有该密钥的标签env值为test、qa，或者dev要添加到资源中：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AllowTagAccessForDevResources",
"Effect": "Allow",
"Action": [
"rds:AddTagsToResource",
"rds:RemoveTagsFromResource"
],
"Resource":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rds:req-tag/env": [
"test",
"qa",
"dev"
],
"rds:DatabaseEngine": "neptune"
}
}
}
]
}

示例 3：允许完全访问Neptune 资源基于aws:ResourceTag
以下策略与上面的第一个示例类似，但使用aws:ResourceTag相反：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AllowFullAccessToDev",
"Effect": "Allow",
"Action": [
"rds:*"
],
"Resource":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aws:ResourceTag/env": "dev",
"rds:DatabaseEngine": "neptune"
}
}
}
]
}

适用于 Amazon Neptune 的自定义 IAM 数据访问策略
声明
Neptune 数据访问政策声明使用数据访问操作 (p. 186)、资源 (p. 191), 和条件键 (p. 192)，所有前面都
有一个neptune-db:pre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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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在 Neptune 数据访问策略声明中使用查询操作 (p. 185)
• Neptune IAM 数据访问策略声明中可用的操作 (p. 186)
• 在 Neptune IAM 数据访问策略声明中指定资源 (p. 191)
• Neptune IAM 数据访问策略声明中可用的条件键 (p. 191)
• Neptune IAM 数据访问策略示例 (p. 192)

在 Neptune 数据访问策略声明中使用查询操作
有三种 Neptune 查询操作可以在数据访问策略语句中使用，
即ReadDataViaQuery、WriteDataViaQuery, 和DeleteDataViaQuery. 一个特定的查询可能需要权
限才能执行这些操作中的多个操作，而且为了运行查询，必须允许这些操作的哪种组合并不总是很明显。
在运行查询之前，Neptune 会确定运行查询的每个步骤所需的权限，并将这些权限组合到查询所需的完整权
限集中。请注意，这整套权限包括查询的所有操作可能perform，这不一定是查询在数据上运行时实际执行的
一组操作。
这意味着，要允许运行给定的查询，您必须为该查询可能执行的每个操作提供权限，无论它是否实际执行这
些操作。
以下是一些Gremlin查询示例，其中对此进行了更详细的解释：
•

g.V().count()

g.V()和count()只需要读取权限，因此整个查询只需要ReadDataViaQuery访问。
•

g.addV()

addV()在插入新顶点之前，需要检查具有给定ID的顶点是否存在。这意味着它同时需
要ReadDataViaQuery和WriteDataViaQuery访问。
•

g.V('1').as('a').out('created').addE('createdBy').to('a')

g.V('1').as('a')和out('created')只需要读取权限，但是addE().from('a')需要读写访问权
限addE()需要阅读from和to顶点，然后在添加新边之前检查具有相同 ID 的边是否已经存在。因此，整
个查询需要两者ReadDataViaQuery和WriteDataViaQuery访问。
•

g.V().drop()

g.V()仅需要读取访问权限。drop()需要读取和删除访问权限，因为它需要在删除顶点或边之前读取顶点
或边，因此整个查询需要两者ReadDataViaQuery和DeleteDataViaQuery访问。
•

g.V('1').property(single, 'key1', 'value1')

g.V('1')只需要读取权限，但是property(single, 'key1', 'value1')需要读取、写入和删除权
限。此处property()如果顶点中尚不存在键和值，step 会插入它们，但如果它们已经存在，则会删除现
有属性值并在其位置插入一个新值。因此，整个查询需要ReadDataViaQuery、WriteDataViaQuery,
和DeleteDataViaQuery访问。
任何包含property()步骤将需要ReadDataViaQuery、WriteDataViaQuery,
和DeleteDataViaQuery权限。
下面是一些 OpencyPher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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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CH (n)
RETURN n

此查询读取数据库中的所有节点并返回它们，这只需要ReadDataViaQuery访问。
•

MATCH (n:Person)
SET n.dept = 'AWS'

此查询需要ReadDataViaQuery、WriteDataViaQuery, 和DeleteDataViaQuery访问。它读取所有
带有 “Person” 标签的节点，并使用键添加一个新属性deptValueAWS给他们，或者如果dept属性已经存
在，它会删除旧值并插入AWS相反。另外，如果要设置的值是null、SET完全删除该属性。
由于SET子句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删除现有值，它总是需求DeleteDataViaQuery权限以
及ReadDataViaQuery和WriteDataViaQuery权限。
•

MATCH (n:Person)
DETACH DELETE n

这个查询需要ReadDataViaQuery和DeleteDataViaQuery权限。它会找到所有带有 The 标签的节
点Person并删除它们以及连接到这些节点的边以及任何关联的标签和属性。
•

MERGE (n:Person {name: 'John'})-[:knows]->(:Person {name: 'Peter'})
RETURN n

这个查询需要ReadDataViaQuery和WriteDataViaQuery权限。这些区域有：MERGE子句要么匹配指
定的模式，要么创建它。因为，如果模式不匹配，则可能发生写入，因此需要写权限和读取权限。

Neptune IAM 数据访问策略声明中可用的操作
请注意，Neptune 数据访问操作具有前缀neptune-db:，而 Neptune 中的管理操作有前缀rds:.
IAM 数据资源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与创建时分配给集群的 ARN 不同。您必须构造 ARN，如中所
示指定数据资源 (p. 191). 此类数据资源 ARN 可使用通配符以包含多个资源。
数据访问策略声明还可以包括neptune-db：QueryLanguage (p. 192)通过查询语言限制访问的条件键。
启动发布: 1.2.0.0 (2022-07-21) (p. 741)，Neptune 支持将权限限制为一个或多个Neptune 的特定动作. 这
提供了比以前更精细的访问控制。

Important
• 对 IAM 策略的更改将需要长达 10 分钟才能应用于指定 Neptune 资源。
• 应用于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 IAM 策略将应用于集群中的所有实例。

基于查询的数据访问操作
Note
运行给定查询需要什么权限并不总是很明显，因为查询可能会根据其处理的数据执行多个操作。参
阅 使用查询操作 (p. 185) 了解更多信息。

neptune-db:ReadDataViaQuery
ReadDataViaQuery允许用户通过提交查询从 Neptune 数据库中读取数据。
操作组：读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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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上下文键： neptune-db:QueryLanguage.
所需的资源：数据库。

neptune-db:WriteDataViaQuery
WriteDataViaQuery允许用户通过提交查询将数据写入 Neptune 数据库。
操作组：Read-write。
操作上下文键： neptune-db:QueryLanguage.
所需的资源：数据库。

neptune-db:DeleteDataViaQuery
DeleteDataViaQuery允许用户通过提交查询从 Neptune 数据库中删除数据。
操作组：Read-write。
操作上下文键： neptune-db:QueryLanguage.
所需的资源：数据库。

neptune-db:GetQueryStatus
GetQueryStatus允许用户检查所有活动查询的状态。
操作组：读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
操作上下文键： neptune-db:QueryLanguage.
所需的资源：数据库。

neptune-db:GetStreamRecords
GetStreamRecords允许用户从 Neptune 获取流记录。
操作组：Read-write。
操作上下文键： neptune-db:QueryLanguage.
所需的资源：数据库。

neptune-db:CancelQuery
CancelQuery允许用户取消查询。
操作组：Read-write。
所需的资源：数据库。

常规数据访问操作
neptune-db:GetEngineStatus
GetEngineStatus允许用户检查 Neptune 引擎的状态。
操作组：读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
所需的资源：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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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db:GetStatisticsStatus
GetStatisticsStatus允许用户检查正在为数据库收集的统计信息的状态。
操作组：读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
所需的资源：数据库。

neptune-db:ManageStatistics
ManageStatistics允许用户管理数据库的统计信息收集。
操作组：Read-write。
所需的资源：数据库。

neptune-db:DeleteStatistics
DeleteStatistics允许用户删除数据库中的所有统计信息。
操作组：Read-write。
所需的资源：数据库。

neptune-db:ResetDatabase
ResetDatabase允许用户获取重置和重置 Neptune 数据库所需的令牌。
操作组：Read-write。
所需的资源：数据库。

批量加载器数据访问操作
neptune-db:StartLoaderJob
StartLoaderJob允许用户启动批量加载器作业。
操作组：Read-write。
所需的资源：数据库。

neptune-db:GetLoaderJobStatus
GetLoaderJobStatus允许用户检查批量加载程序任务的状态。
操作组：读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
所需的资源：数据库。

neptune-db:ListLoaderJobs
ListLoaderJobs允许用户列出所有批量加载程序任务。
操作组：仅列表、只读、读写。
所需的资源：数据库。

neptune-db:CancelLoaderJob
CancelLoaderJob允许用户取消加载器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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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组：Read-write。
所需的资源：数据库。

机器学习数据访问操作
neptune-db:StartMLDataProcessingJob
StartMLDataProcessingJob允许用户启动 Neptune 机器学习数据处理作业。
操作组：Read-write。
所需的资源：数据库。

neptune-db:StartMLModelTrainingJob
StartMLModelTrainingJob允许用户启动 ML 模型训练作业。
操作组：Read-write。
所需的资源：数据库。

neptune-db:StartMLModelTransformJob
StartMLModelTransformJob允许用户启动 ML 模型转换作业。
操作组：Read-write。
所需的资源：数据库。

neptune-db:CreateMLEndpoint
CreateMLEndpoint允许用户创建 Neptune 机器学习终端节点。
操作组：Reads (读/写)。
所需的资源：数据库。

neptune-db:GetMLDataProcessingJobStatus
GetMLDataProcessingJobStatus允许用户检查 Neptune ML 数据处理作业的状态。
操作组：读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
所需的资源：数据库。

neptune-db:GetMLModelTrainingJobStatus
GetMLModelTrainingJobStatus允许用户检查 Neptune ML 模型训练作业的状态。
操作组：读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
所需的资源：数据库。

neptune-db:GetMLModelTransformJobStatus
GetMLModelTransformJobStatus允许用户检查 Neptune ML 模型转换作业的状态。
操作组：读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
所需的资源：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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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db:GetMLEndpointStatus
GetMLEndpointStatus允许用户检查 Neptune ML 终端节点的状态。
操作组：读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写
所需的资源：数据库。

neptune-db:ListMLDataProcessingJobs
ListMLDataProcessingJobs允许用户列出所有 Neptune ML 数据处理任务。
操作组：仅列表、只读、读写。
所需的资源：数据库。

neptune-db:ListMLModelTrainingJobs
ListMLModelTrainingJobs允许用户列出所有 Neptune 机器学习模型训练作业。
操作组：仅列表、只读、读写。
所需的资源：数据库。

neptune-db:ListMLModelTransformJobs
ListMLModelTransformJobs允许用户列出所有 ML 模型转换作业。
操作组：仅列表、只读、读写。
所需的资源：数据库。

neptune-db:ListMLEndpoints
ListMLEndpoints允许用户列出所有 Neptune 机器学习端点。
操作组：仅列表、只读、读写。
所需的资源：数据库。

neptune-db:CancelMLDataProcessingJob
CancelMLDataProcessingJob允许用户取消 Neptune 机器学习数据处理作业。
操作组：Reads (读/写)。
所需的资源：数据库。

neptune-db:CancelMLModelTrainingJob
CancelMLModelTrainingJob允许用户取消 Neptune 机器学习模型训练作业。
操作组：Reads (读/写)。
所需的资源：数据库。

neptune-db:CancelMLModelTransformJob
CancelMLModelTransformJob允许用户取消 Neptune 机器学习模型转换作业。
操作组：Reads (读/写)。
所需的资源：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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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db:DeleteMLEndpoint
DeleteMLEndpoint允许用户删除 Neptune ML 终端节点。
操作组：Reads (读/写)。
所需的资源：数据库。

在 Neptune IAM 数据访问策略声明中指定资源
数据资源，如数据操作，有一个neptune-db:prefix.
在 Neptune 数据访问策略中，您可以使用以下格式在 ARN 中指定要授予访问权限的数据库集群：
arn:aws:neptune-db:region:account-id:cluster-resource-id/*

此类资源 ARN 包含以下部分：
• region是Amazon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区域。
• account-id是Amazon数据库集群的账号。
• cluster-resource-id 是数据库集群的资源 ID。

Important
cluster-resource-id 不同于集群标识符。在 Neptune 中查找集群资源 ID 的步骤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看看配置部分，了解有问题的数据库集群。

Neptune IAM 数据访问策略声明中可用的条件键
使用条件键 (p. 159)，您可以在 IAM 策略语句中指定条件，以便该语句仅在条件为真时才生效。
您可以在 Neptune 数据访问策略语句中使用的条件键分为以下几类：
• 全局条件键— 的子集Amazon列出了 Neptune 在数据访问策略语句中支持的全局条件键下面 (p. 191).
• 特定于服务的条件键 (p. 192)— 这些是由 Neptune 定义的、专门用于数据访问策略语句的密钥。目前只
有一个规则组，neptune-db：QueryLanguage (p. 192)，仅当使用特定查询语言时授予访问权限。

AmazonNeptune 在数据访问策略语句中支持的全局条件上下文键
下表列出了的子集Amazon全局条件上下文键Amazon Neptune 支持用于数据访问策略声明：

可以在数据访问策略语句中使用的全局条件键
条件键

描述

类型

aws:CurrentTime 按请求的当前日期和时间筛选访问。
aws:EpochTime

按以 UNIX 纪元值表示的请求的日期和时间筛选访问权限。

String
Numeric

筛选请求委托人所属账户的访问。
aws:PrincipalAccount

String

aws:PrincipalArn根据发出请求的委托人的 ARN 筛选访问权限。

String

仅在呼叫是由Amazon服务委托操作。
aws:PrincipalIsAWSService

Boolean

按中的组织标识符筛选访问Amazon请求委托人所属的
aws:PrincipalOrgID
Organizations。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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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键

描述

类型

筛选访问权限Amazon发出请求的委托人的Organizations 路
aws:PrincipalOrgPaths
径。

String

aws:PrincipalTag按附加到发出请求的委托人的标签筛选访问。

String

按发出请求的委托人的类型筛选访问。
aws:PrincipalType

String

筛选访问权限Amazon请求中调用的区域。
aws:RequestedRegion

String

仅当使用 SSL 发送请求时才允许访问。
aws:SecureTransport

Boolean

aws:SourceIp

按请求者的 IP 地址筛选访问权限。

按颁发临时安全凭证时的日期和时间筛选访问。
aws:TokenIssueTime

String
String

aws:UserAgent

按请求者的客户端应用程序筛选访问。

String

aws:userid

按请求者的委托人标识符筛选访问。

String

仅当存在以下情况时才允许访问Amazon服务代表您提出了请
aws:ViaAWSService
求。

Boolean

Neptune 特定于服务的条件键
Neptune 为 IAM 策略支持以下特定于服务的条件键：

Neptune 特定于服务的条件键
条件键

描述

类型

按所使用的查询语言筛选数据访问权限。
neptunedb:QueryLanguage
有效值包括 gremlin、sparql 和 opencypher。

String

支持的操作
有ReadDataViaQuery、WriteDataViaQuery、DeleteDataViaQuery、GetQueryStatus,
和CancelQuery.

Neptune IAM 数据访问策略示例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创建自定义 IAM 策略，这些策略使用数据访问操作以特定的精细方式控制对 Neptune 数
据库集群中数据的访问。

允许对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中的数据进行无限制访问的策略示例
以下示例策略允许 IAM 用户使用 IAM 数据库身份验证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并使用”*“匹配所有可用
动作的字符。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neptune-db:*",
"Resource": "arn:aws:neptune-db:us-east-1:123456789012:clusterABCD1234EFGH5678IJKL90MN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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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以上示例包含采用特定于 Neptune IAM 身份验证的格式的资源 ARN。如需构造 ARN，请参阅指定数据资
源 (p. 191). 请注意，用于 IAM 授权的 ARNResource与创建时分配给集群的 ARN 不同。

策略示例允许对 Neptune 数据库集群进行只读访问
以下策略授予对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中数据进行完全只读访问的权限：
{

"Version":"2012-10-17",
"Statement":[
{
"Effect": "Allow",
"Action": [
"neptune-db:Read*",
"neptune-db:Get*",
"neptune-db:List*"
],
"Resource": "arn:aws:neptune-db:us-east-1:123456789012:clusterABCD1234EFGH5678IJKL90MNOP/*"
}
]
}

策略示例拒绝对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所有访问
默认 IAM 操作为拒绝对数据库集群的访问，除非Allow Effect被授予了。但是，以下策略拒绝对特定数据库
集群的所有访问Amazon账户和区域，然后优先于任何Allow效果。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Deny",
"Action": "neptune-db:*",
"Resource": "arn:aws:neptune-db:us-east-1:123456789012:clusterABCD1234EFGH5678IJKL90MNOP/*"
}
]
}

通过查询授予读取权限的策略示例
以下策略仅授予使用查询从 Neptune 数据库集群进行读取的权限：
{

"Version":"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neptune-db:ReadDataViaQuery",
"Resource": "arn:aws:neptune-db:us-east-1:123456789012:clusterABCD1234EFGH5678IJKL90MNOP/*"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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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允许 Gremlin 查询的策略示例
以下策略使用neptune-db:QueryLanguage条件键授予仅使用 Gremlin 查询语言查询 Neptune 的权限：
{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neptune-db:ReadDataViaQuery",
"neptune-db:WriteDataViaQuery",
"neptune-db:DeleteDataViaQuery"
],
"Resource":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neptune-db:QueryLanguage": "Gremlin"
}
}
}
]

允许除 Neptune 机器学习模型管理之外的所有访问权限的策略示例
以下策略授予对 Neptune 图形操作的完全访问权限，但 Neptune ML 模型管理功能除外：
{

"Version":"2012-10-17",
"Statement":[
{
"Effect": "Allow",
"Action": [
"neptune-db:CancelLoaderJob",
"neptune-db:CancelQuery",
"neptune-db:DeleteDataViaQuery",
"neptune-db:DeleteStatistics",
"neptune-db:GetEngineStatus",
"neptune-db:GetLoaderJobStatus",
"neptune-db:GetQueryStatus",
"neptune-db:GetStatisticsStatus",
"neptune-db:GetStreamRecords",
"neptune-db:ListLoaderJobs",
"neptune-db:ManageStatistics",
"neptune-db:ReadDataViaQuery",
"neptune-db:ResetDatabase",
"neptune-db:StartLoaderJob",
"neptune-db:WriteDataViaQuery"
],
"Resource": "arn:aws:neptune-db:us-east-1:123456789012:clusterABCD1234EFGH5678IJKL90MNOP/*"
}
]
}

允许访问 Neptune 机器学习模型管理的策略示例
此策略授予对 Neptune 机器学习模型管理功能的访问权限：
{

"Version":"2012-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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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ect": "Allow",
"Action": [
"neptune-db:CancelMLDataProcessingJob",
"neptune-db:CancelMLModelTrainingJob",
"neptune-db:CancelMLModelTransformJob",
"neptune-db:CreateMLEndpoint",
"neptune-db:DeleteMLEndpoint",
"neptune-db:GetMLDataProcessingJobStatus",
"neptune-db:GetMLEndpointStatus",
"neptune-db:GetMLModelTrainingJobStatus",
"neptune-db:GetMLModelTransformJobStatus",
"neptune-db:ListMLDataProcessingJobs",
"neptune-db:ListMLEndpoints",
"neptune-db:ListMLModelTrainingJobs",
"neptune-db:ListMLModelTransformJobs",
"neptune-db:StartMLDataProcessingJob",
"neptune-db:StartMLModelTrainingJob",
"neptune-db:StartMLModelTransformJob"
],
"Resource": "arn:aws:neptune-db:us-east-1:123456789012:clusterABCD1234EFGH5678IJKL90MNOP/*"
}
]
}

授予完全查询访问权限的策略示例
以下策略授予对 Neptune 图形查询操作的完全访问权限，但不授予快速重置、流、批量加载器、Neptune
ML 模型管理等功能的完全访问权限：
{

"Version":"2012-10-17",
"Statement":[
{
"Effect": "Allow",
"Action": [
"neptune-db:ReadDataViaQuery",
"neptune-db:WriteDataViaQuery",
"neptune-db:DeleteDataViaQuery",
"neptune-db:GetEngineStatus",
"neptune-db:GetQueryStatus",
"neptune-db:CancelQuery"
],
"Resource": "arn:aws:neptune-db:us-east-1:123456789012:clusterABCD1234EFGH5678IJKL90MNOP/*"
}
]
}

仅授予 Gremlin 查询完全访问权限的策略示例
以下策略授予使用 Gremlin 查询语言对 Neptune 图形查询操作的完全访问权限，但不授予其他语言查询的完
全访问权限，也不授予快速重置、流、批量加载器、Neptune ML 模型管理等功能的完全访问权限：
{

"Version":"2012-10-17",
"Statement":[
{
"Effect": "Allow",
"Action": [
"neptune-db:ReadDataVia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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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db:WriteDataViaQuery",
"neptune-db:DeleteDataViaQuery",
"neptune-db:GetEngineStatus",
"neptune-db:GetQueryStatus",
"neptune-db:CancelQuery"

}

]

}

],
"Resource": [
"arn:aws:neptune-db:us-east-1:123456789012:cluster-ABCD1234EFGH5678IJKL90MNOP/*"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neptune-db:QueryLanguage":"Gremlin"
}
}

策略示例授予除快速重置之外的完全访问权限
以下策略授予对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完全访问权，但使用快速重置除外：
{

"Version":"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neptune-db:*",
"Resource": "arn:aws:neptune-db:us-east-1:123456789012:clusterABCD1234EFGH5678IJKL90MNOP/*"
},
{
"Effect": "Deny",
"Action": "neptune-db:ResetDatabase",
"Resource": "arn:aws:neptune-db:us-east-1:123456789012:clusterABCD1234EFGH5678IJKL90MNOP/*"
}
]
}

对 Neptune 使用服务相关角色
Amazon Neptune 使用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服务相关角色. 服务相关角色是一种
独特类型的 IAM 角色，它与 Neptune 直接相关。服务相关角色由 Neptune 预定义，并包含服务调用其他服
务所需的一切权限Amazon代表您提供的服务。

Important
对于某些管理功能，Amazon Neptune 使用与 Amazon RDS 共享的操作技术。这包括服务相关角色
和管理 API 权限。
服务相关角色可让您更轻松地使用 Neptune，因为您不必手动添加必要的权限。Neptune 定义其服务相关角
色的权限，除非另外定义，否则只有 Neptune 可以代入其角色。定义的权限包括信任策略和权限策略，以及
不能附加到任何其它 IAM 实体的权限策略。
只有在首先删除角色的相关资源后，才能删除角色。这将保护您的 Neptune 资源，因为您不会无意中删除对
资源的访问权限。
有关支持服务相关角色的其他服务的信息，请参阅Amazon与 IAM 结合使用的服务，然后寻找具有是中的服
务相关角色column. 请选择 Yes 与查看该服务的服务相关角色文档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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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 Neptune 的服务相关角色权限
Neptune 使用AWSServiceRoleForRDS允许 Neptune 和 Amazon RDS 调用的服务相关角色Amazon代表
您的数据库实例的服务。AWSServiceRoleForRDS 服务相关角色信任 rds.amazonaws.com 服务来代入
角色。
角色权限策略允许 Neptune 对指定资源完成以下操作：
• 对 ec2 的操作：
• AssignPrivateIpAddresses
• AuthorizeSecurityGroupIngress
• CreateNetworkInterface
• CreateSecurityGroup
• DeleteNetworkInterface
• DeleteSecurityGroup
• DescribeAvailabilityZones
• DescribeInternetGateways
• DescribeSecurityGroups
• DescribeSubnets
• DescribeVpcAttribute
• DescribeVpcs
• ModifyNetworkInterfaceAttribute
• RevokeSecurityGroupIngress
• UnassignPrivateIpAddresses
• 对 sns 的操作：
• ListTopic
• Publish
• 对 cloudwatch 的操作：
• PutMetricData
• GetMetricData
• CreateLogStream
• PullLogEvents
• DescribeLogStreams
• CreateLogGroup

Note
必须配置权限，允许 IAM 实体（如用户、组或角色）创建、编辑或删除服务相关角色。您可能会遇
到以下错误消息：
Unable to create the resource. Verify that you have permission to create service linked role.
Otherwise wait and try again later.
如果您看到此消息，请确保您已启用以下权限：
{

"Action": "iam:CreateServiceLinkedRole",
"Effect": "Allow",
"Resource": "arn:aws:iam::*:role/aws-service-role/rds.amazonaws.com/
AWSServiceRoleForRDS",
"Condition": {
"StringLik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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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iam:AWSServiceName":"rds.amazonaws.com"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服务相关角色权限。

为 Neptune 创建服务相关角色
无需手动创建服务相关角色。当您创建实例或集群时，Neptune 将为您创建服务相关角色。

Important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我的 IAM 账户中出现新角色中的IAM 用户指南.
如果删除此服务相关角色然后需要再次创建它，则可以使用相同的流程在您的账户中重新创建此角色。创建
实例或集群时，Neptune 将再次为您创建服务相关角色。

编辑 Neptune 的服务相关角色
Neptune 不允许您编辑AWSServiceRoleForRDS服务相关角色。创建服务相关角色后，将无法更改角色名
称，因为可能有多个实体引用该角色。但是可以使用 IAM 编辑角色说明。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IAM 用户
指南》中的编辑服务相关角色。

删除 Neptune 的服务相关角色
如果不再需要使用某个需要服务相关角色的功能或服务，我们建议您删除该角色。这样您就没有未被主动监
控或维护的未使用实体。但是，您必须先删除所有实例和群集才能删除关联的服务相关角色。

在删除之前清除服务相关角色
必须先确认服务相关角色没有活动会话并删除该角色使用的任何资源，然后才能使用 IAM 删除服务相关角
色。

在 IAM 控制台中检查服务相关角色是否具有活动会话
1.

登录 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打开 IAM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iam/。

2.

在 IAM 控制台的导航窗格中，选择角色。然后选择 AWSServiceRoleForRDS 角色的名称（不是复选
框）。

3.

在所选角色的 Summary 页面上，选择 Access Advisor 选项卡。

4.

在访问顾问选项卡查看服务相关角色的近期活动。

Note
如果你不确定Neptune 是否在使用AWSServiceRoleForRDS角色，可以尝试删除该角色。如
果服务正在使用该角色，则删除操作会失败，并且您可以查看正在使用该角色的 区域。如果该
角色已被使用，则您必须等待会话结束，然后才能删除该角色。您无法撤销服务相关角色对会
话的权限。
如果您要删除 AWSServiceRoleForRDS 角色，必须首先删除您的所有实例和集群。

删除所有实例
使用以下过程之一删除每个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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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一个实例 (控制台)
1.

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Amazon RDS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rds/。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Instances (实例)。

3.

在实例列表中，选择要删除的实例。

4.

选择实例操作，然后选择删除。

5.

如果系统提示您 Create final Snapshot? (是否创建最终快照?)，请选择 Yes (是) 或 No (否)。

6.

如果您在上一步中选择了 Yes (是)，请为 Final snapshot name (最终快照名称) 输入最终快照的名称。

7.

选择 Delete（删除）。

删除实例 (Amazon CLI)
请参阅 Amazon CLI Command Reference 中的 delete-db-instance。
删除一个实例 (API)
请参阅 DeleteDBInstance。

删除所有集群
使用以下过程之一删除单个集群，然后对您的每个集群重复该过程。

删除一个集群 (控制台)
1.

登录到Amazon管理控制台，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Amazon Neptune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neptune/home.

2.

在 Clusters 列表中，选择要删除的群集。

3.

选择 Cluster Actions，然后选择 Delete。

4.

选择 Delete（删除）。

删除一个集群 (CLI)
请参阅 Amazon CLI Command Reference 中的 delete-db-cluster。
删除一个集群 (API)
请参阅 DeleteDBCluster。
使用 IAM 控制台、IAM CLI 或 IAM API 删除AWSServiceRoleForRDS服务相关角色。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见 IAM 用户指南中的删除服务相关角色。

使用临时凭证进行的 IAM 身份验证
Amazon Neptune 支持使用临时凭证进行 IAM 身份验证。
您可以使用代入的角色通过 IAM 身份验证策略（如上面各节中的示例策略之一）进行身份验证。
如果您使用的是临时凭证，则除了 AWS_ACCESS_KEY_ID、AWS_SECRET_ACCESS_KEY 和
SERVICE_REGION 之外，您还必须指定 AWS_SESSION_TOKEN。

Note
临时凭证（包括会话令牌）将在指定时间间隔后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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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请求新凭证时，您必须更新您的会话令牌。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临时安全凭证请求访问
Amazon资源.
以下各节介绍如何允许访问和检索临时凭证。

使用临时凭证进行身份验证
1.

创建有权访问 Neptune 集群的 IAM 角色。有关创建此角色的信息，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IAM 策略
的类型” (p. 159)。

2.

向角色添加允许访问凭证的信任关系。
检索临时凭证（包括 AWS_ACCESS_KEY_ID、AWS_SECRET_ACCESS_KEY 和
AWS_SESSION_TOKEN）。

3.

Connect Neptune 集群并使用临时凭证签署请求。有关连接和签名请求的更多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连接和签名” (p. 143)。

可通过多种方法检索临时凭证，具体取决于环境。
主题
• 使用 Amazon CLI 获取临时凭证 (p. 200)
• 设置Amazon适用于Neptune 的 Lambda IAM 身份验证 (p. 202)
• 设置 Amazon EC2 以进行 Neptune IAM 身份验证 (p. 203)

使用 Amazon CLI 获取临时凭证
使用Amazon Command Line Interface(Amazon CLI），首先，您需要添加信任关系，该信任关系向Amazon
用户将运行Amazon CLI命令。
向 Neptune IAM 身份验证角色添加以下信任关系。如果您没有 Neptune IAM 身份验证角色，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IAM 策略的类型” (p. 159).
{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AWS": "arn:aws:iam::123456789012:user/test"
},
"Action": "sts:AssumeRole"
}
]

有关向角色添加信任关系的信息，请参阅编辑现有角色的信任关系中的Amazon Directory Service管理指南.
如果 Neptune 策略尚未附加到角色，请创建一个新的角色。附加 Neptune IAM 身份验证策略，然后添加信
任策略。有关创建新角色的信息，请参阅创建新角色。

Note
以下部分假设您已安装 Amazon CLI。

手动运行 Amazon CLI
1.

使用 Amazon CLI 输入以下命令以请求凭证。将角色 ARN、会话名称和配置文件替换为您自己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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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sts assume-role --role-arn arn:aws:iam::123456789012:role/NeptuneIAMAuthRole -role-session-name test --profile testprofile

2.

下面是此命令中的示例输出。Credentials 部分包含您需要的值。

Note
记录 Expiration 值，因为在此次之后您将需要获取新凭证。
{

"AssumedRoleUser": {
"AssumedRoleId": "AROA3XFRBF535PLBIFPI4:s3-access-example",
"Arn": "arn:aws:sts::123456789012:assumed-role/xaccounts3access/s3-accessexample"
},
"Credentials": {
"SecretAccessKey": "9drTJvcXLB89EXAMPLELB8923FB892xMFI",
"SessionToken": "AQoXdzELDDY//////////
wEaoAK1wvxJY12r2IrDFT2IvAzTCn3zHoZ7YNtpiQLF0MqZye/
qwjzP2iEXAMPLEbw/m3hsj8VBTkPORGvr9jM5sgP+w9IZWZnU+LWhmg
+a5fDi2oTGUYcdg9uexQ4mtCHIHfi4citgqZTgco40Yqr4lIlo4V2b2Dyauk0eYFNebHtYlFVgAUj
+7Indz3LU0aTWk1WKIjHmmMCIoTkyYp/k7kUG7moeEYKSitwQIi6Gjn+nyzM
+PtoA3685ixzv0R7i5rjQi0YE0lf1oeie3bDiNHncmzosRM6SFiPzSvp6h/32xQuZsjcypmwsPSDtTPYcs0+YN/8BRi2/
IcrxSpnWEXAMPLEXSDFTAQAM6Dl9zR0tXoybnlrZIwMLlMi1Kcgo5OytwU=",
"Expiration": "2016-03-15T00:05:07Z",
"AccessKeyId": "ASIAJEXAMPLEXEG2JICEA"
}
}

3.

使用返回的凭证设置环境变量。
export AWS_ACCESS_KEY_ID=ASIAJEXAMPLEXEG2JICEA
export AWS_SECRET_ACCESS_KEY=9drTJvcXLB89EXAMPLELB8923FB892xMFI
export AWS_SESSION_TOKEN=AQoXdzELDDY//////////
wEaoAK1wvxJY12r2IrDFT2IvAzTCn3zHoZ7YNtpiQLF0MqZye/
qwjzP2iEXAMPLEbw/m3hsj8VBTkPORGvr9jM5sgP+w9IZWZnU+LWhmg
+a5fDi2oTGUYcdg9uexQ4mtCHIHfi4citgqZTgco40Yqr4lIlo4V2b2Dyauk0eYFNebHtYlFVgAUj
+7Indz3LU0aTWk1WKIjHmmMCIoTkyYp/k7kUG7moeEYKSitwQIi6Gjn+nyzM
+PtoA3685ixzv0R7i5rjQi0YE0lf1oeie3bDiNHncmzosRM6SFiPzSvp6h/32xQuZsjcypmwsPSDtTPYcs0+YN/8BRi2/
IcrxSpnWEXAMPLEXSDFTAQAM6Dl9zR0tXoybnlrZIwMLlMi1Kcgo5OytwU=
export SERVICE_REGION=us-east-1 or us-east-2 or us-west-1 or us-west-2 or ca-central-1
or
sa-east-1 or eu-north-1 or eu-west-1 or eu-west-2 or eu-west-3 or
eu-central-1 or me-south-1 or af-south-1 or
ap-east-1 or ap-northeast-1 or ap-northeast-2 or ap-southeast-1
or ap-southeast-2 or ap-south-1 or
cn-north-1 or cn-northwest-1 or
us-gov-east-1 or us-gov-west-1

4.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进行连接。
• the section called “Gremlin 控制台” (p. 144)
• the section called “Gremlin Java” (p. 147)
• the section called “SPARQL Java（RDF4J 和 Jena）” (p. 148)
• the section called “Python 示例” (p. 151)

使用脚本获取凭证
1.

运行以下命令以安装 jq 命令。脚本使用此命令解析 Amazon CLI 命令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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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do yum -y install jq

2.

在文本编辑器中创建一个名为 credentials.sh 的文件并添加以下文本。将服务区域、角色 ARN、会
话名称和配置文件替换为您自己的值。
#!/bin/bash
creds_json=$(aws sts assume-role --role-arn arn:aws:iam::123456789012:role/
NeptuneIAMAuthRole --role-session-name test --profile testprofile)
export AWS_ACCESS_KEY_ID=$(echo "$creds_json" | jq .Credentials.AccessKeyId |tr -d '"')
export AWS_SECRET_ACCESS_KEY=$(echo "$creds_json" | jq .Credentials.SecretAccessKey| tr
-d '"')
export AWS_SESSION_TOKEN=$(echo "$creds_json" | jq .Credentials.SessionToken|tr -d '"')
export SERVICE_REGION=us-east-1 or us-east-2 or us-west-1 or us-west-2 or ca-central-1
or
sa-east-1 or eu-north-1 or eu-west-1 or eu-west-2 or eu-west-3 or
eu-central-1 or me-south-1 or af-south-1 or
ap-east-1 or ap-northeast-1 or ap-northeast-2 or ap-southeast-1
or ap-southeast-2 or ap-south-1 or
cn-north-1 or cn-northwest-1 or
us-gov-east-1 or us-gov-west-1

3.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进行连接。
• the section called “Gremlin 控制台” (p. 144)
• the section called “Gremlin Java” (p. 147)
• the section called “SPARQL Java（RDF4J 和 Jena）” (p. 148)
• the section called “Python 示例” (p. 151)

设置Amazon适用于Neptune 的 Lambda IAM 身份验证
Amazon Lambda在每次运行 Lambda 函数时自动包括凭证。
首先，您添加信任关系，该信任关系向 Lambda 服务授予代入此角色的权限。
向 Neptune IAM 身份验证角色添加以下信任关系。如果您没有 Neptune IAM 身份验证角色，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IAM 策略的类型” (p. 159).
{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lambda.amazonaws.com"
},
"Action": "sts:AssumeRole"
}
]

有关向角色添加信任关系的信息，请参阅编辑现有角色的信任关系中的Amazon Directory Service管理指南.
如果 Neptune 策略尚未附加到角色，请创建一个新的角色。附加 Neptune IAM 身份验证策略，然后添加信
任策略。有关创建新角色的信息，请参阅创建新角色中的Amazon Directory Service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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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Lambda 访问 Neptune
1.

登录到 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Amazon Lambda 控制
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lambda/。

2.

为 Python 版本 3.6 创建新的 Lambda 函数。

3.

将 AWSLambdaVPCAccessExecutionRole 角色分配给 Lambda 函数。这是访问 Neptune 资源（仅
VPC）所必需的。

4.

将 Neptune 身份验证 IAM 角色分配给 Lambda 函数。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Lambda 权限中的Amazon Lambda开发人员指南.

5.

将 IAM 身份验证 Python 示例复制到 Lambda 函数代码中。
有关示例和示例代码的更多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Python 示例” (p. 151)。

设置 Amazon EC2 以进行 Neptune IAM 身份验证
Amazon EC2 允许您使用实例配置文件自动提供凭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实例配置文件中的IAM
用户指南.
首先，您添加信任关系，该信任关系向 Amazon EC2 服务授予代入此角色的权限。
向 Neptune IAM 身份验证角色添加以下信任关系。如果您没有 Neptune IAM 身份验证角色，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IAM 策略的类型” (p. 159).
{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ec2.amazonaws.com"
},
"Action": "sts:AssumeRole"
}
]

有关向角色添加信任关系的信息，请参阅编辑现有角色的信任关系中的Amazon Directory Service管理指南.
如果 Neptune 策略尚未附加到角色，请创建一个新的角色。附加 Neptune IAM 身份验证策略，然后添加信
任策略。有关创建新角色的信息，请参阅创建新角色中的Amazon Directory Service管理指南.

使用脚本获取凭证
1.

运行以下命令以安装 jq 命令。脚本使用此命令解析 curl 命令的输出。
sudo yum -y install jq

2.

在文本编辑器中创建一个名为 credentials.sh 的文件并添加以下文本。将服务区域替换为您自己的
值。
role_name=$( curl -s http://169.254.169.254/latest/meta-data/iam/securitycredentials/ )
creds_json=$(curl -s http://169.254.169.254/latest/meta-data/iam/security-credentials/
${role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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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rt AWS_ACCESS_KEY_ID=$(echo "$creds_json" | jq .AccessKeyId |tr -d '"')
export AWS_SECRET_ACCESS_KEY=$(echo "$creds_json" | jq .SecretAccessKey| tr -d '"')
export AWS_SESSION_TOKEN=$(echo "$creds_json" | jq .Token|tr -d '"')
export SERVICE_REGION=us-east-1 or us-east-2 or us-west-1 or us-west-2 or ca-central-1
or
sa-east-1 or eu-north-1 or eu-west-1 or eu-west-2 or eu-west-3 or
eu-central-1 or me-south-1 or af-south-1 or
ap-east-1 or ap-northeast-1 or ap-northeast-2 or ap-southeast-1
or ap-southeast-2 or ap-south-1 or
cn-north-1 or cn-northwest-1 or
us-gov-east-1 or us-gov-west-1

3.

使用 source 命令在 bash shell 中运行脚本：
source credentials.sh

更好的办法是将此脚本中的命令添加到 EC2 实例上的 .bashrc 文件中，以便在您登录时自动调用这些
命令，从而使临时凭证可用于 Gremlin 控制台。
4.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进行连接。
• the section called “Gremlin 控制台” (p. 144)
• the section called “Gremlin Java” (p. 147)
• the section called “SPARQL Java（RDF4J 和 Jena）” (p. 148)
• the section called “Python 示例” (p. 151)

记录和监控 Amazon Neptune 资源
Amazon Neptune 支持多种用于监控性能和使用情况的方法。
• 集群状态— 检查 Neptune 集群的图形数据库引擎的运行状况。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实例状态” (p. 658)。
• 亚马逊 CloudWatch— Neptune 会自动将指标发送到 CloudWatch 也支持 CloudWatch Alarms。有关更多
信息，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使用 CloudWatch” (p. 660)。
• 审计日志文件— 使用 Neptune 控制台来查看、下载或监控数据库日志文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Neptune 审核日志” (p. 669)。
• 将日志发布到 Amazon CloudWatch 日志— 您可以配置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以将审计日志数据发布到
Amazon 中的日志组 CloudWatch 日志。与 CloudWatch Logs，可以对日志数据进行实时分析并使用
CloudWatch 创建警报和查看指标，并使用 CloudWatch Logs 用于在高持久性存储中存储日志记录。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阅 Neptune CloudWatch 日志 (p. 670)。
• Amazon CloudTrail— Neptune 支持 API 日志记录 CloudTrail.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使用记录 Neptune API 调用Amazon CloudTrail” (p. 671)。
• 标记— 使用标签向您的 Neptune 资源添加元数据并基于标签跟踪使用情况。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为Neptune 资源添加标签” (p. 681)。

Amazon Neptune 合规性验证
作为多个 Amazon 合规性计划的一部分，第三方审核员将评估 Amazon Web Services的安全性与合规性，例
如 SOC、PCI、FedRAMP 和 HIPAA。
要了解此服务或其他 Amazon Web Services 是否在特定合规性计划范围内，请参阅合规性计划范围内的
Amazon Web Services。有关常规信息，请参阅Amazon Web Services合规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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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 Amazon Artifact 下载第三方审计报告。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Amazon Artifact 中下载报
告。
您使用 Amazon Web Services 的合规性责任取决于您数据的敏感度、贵公司的合规性目标以及适用的法律
法规。Amazon 提供以下资源来帮助满足合规性：
• 安全性与合规性快速入门指南安全性与合规性快速入门指南 – 这些部署指南讨论了架构注意事项，并提供
了在Amazon上部署注重安全性和合规性的基准环境的步骤。
• Amazon Web Services 上的 HIPAA 安全性和合规性架构设计– 该白皮书介绍了公司如何使用 Amazon
Web Services 创建符合 HIPAA 标准的应用程序。

Note
并非所有 Amazon Web Services都符合 HIPAA 要求。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符合 HIPAA 要求的
服务参考。
• Amazon合规性资源 – 此业务手册和指南集合可能适用于您的行业和位置。
• Amazon Config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使用规则评估资源 – 此 Amazon Config 服务评估您的资源配置对内部实
践、行业指南和法规的遵循情况。
• Amazon Security Hub：此 Amazon Web Service 提供了 Amazon 中安全状态的全面视图，可帮助您检查
是否符合安全行业标准和最佳实践规范。

Amazon Neptune 中的恢复能力
Amazon全球基础设施围绕Amazon区域和可用区构建。Amazon区域提供多个在物理上独立且隔离的可用
区，这些可用区通过延迟低、吞吐量高且冗余性高的网络连接在一起。利用可用区，您可以设计和操作在可
用区之间无中断地自动实现故障转移的应用程序和数据库。与传统的单个或多个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相比，可
用区具有更高的可用性、容错性和可扩展性。
只能在 Amazon VPC 中创建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该集群在至少两个可用区中包含至少两个子
网。通过跨至少两个可用区分配您的集群实例，Neptune 可帮助确保数据库集群中有可用的可用的可用的实
例，避免出现可用区故障。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集群卷始终跨三个可用区提供持久性存储，数据丢失的可
能性很小。
有关 Amazon 区域和可用区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全球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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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现有图表迁移到 Amazon Neptune
有许多工具和技术可以帮助您将现有图表数据从另一个数据存储迁移到 Amazon Neptune。
简单的迁移工作流程涉及到以下步骤：
• 将数据从现有商店导出到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Amazon S3)。
• 清理并格式化以便导入。
• 使用将其加载到 Neptune 数据库集群Neptune 散装载机 (p. 214).
• 将 Gremlin 或 SPARQL 应用程序配置为使用 Neptune 提供的相应终端节点。

Note
你的 Neptune 集群必须在应用程序可以访问的 VPC 中运行。
有几种方法可以简化和自动化这些步骤中的一些步骤，具体取决于数据的存储位置：
主题
• 将现有图表从 Apache TinkerPop Gremlin 服务器迁移到 Amazon Neptune (p. 207)
• 将现有图表从 RDF 三层商店迁移到 Amazon Neptune (p. 208)
• 使用Amazon Database Migration Service(Amazon DMS) 从关系数据库或 NoSQL 数据库迁移到
Amazon Neptune (p. 209)
• 从 Neo4j 迁移到 Amazon Neptune。 (p. 210)
• 从 Blazepragraph 迁移到 Amazon Neptune (p.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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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现有图表从 Apache TinkerPop Gremlin 服务器迁
移到 Amazon Neptune
如果您想迁移到 Amazon Neptune 的 Apache TinkerPop Gremlin 服务器中有图表数据，则需要采取以下步
骤：
1. 从 Gremlin 服务器导出数据到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Amazon S3)。
2. 将导出的数据转换为Neptune 批量加载器可以导入的 CSV 格式 (p. 218).
3. 使用Neptune 散装载机 (p. 214)中，将数据导入您准备好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中。
4. 修改现有应用程序以连接到 Neptune 的 Gremlin 终端节点，并进行必要的更改以符合Neptune Gremlin 实
现差异 (p.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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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现有图表从 RDF 三层商店迁移到 Amazon
Neptune
如果您在 RDF/SPARQL 中有图表数据要迁移到 Amazon Neptune，则需要采取以下步骤：
1. 从 RDF 三重存储中导出数据。
2. 将导出的数据转换为Neptune 批量加载器可以导入的格式 (p. 226).
3. 将要导入的数据存储在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Amazon S3) 中。
4. 使用Neptune 散装载机 (p. 214)中，将 Amazon S3 中的数据导入您已准备好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
中。
5. 修改现有应用程序以连接到 Neptune 的 SPARQL 终端节点。
如果你想尝试将属性图 CSV 数据迁移到 RDF 中，可以使用Amazon Neptune CSV 转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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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Amazon Database Migration Service(Amazon
DMS) 从关系数据库或 NoSQL 数据库迁移到
Amazon Neptune
Amazon Database Migration Service (Amazon DMS) 是一项云服务，可轻松迁移关系数据库、数据仓
库、NoSQL 数据库及其他类型的数据存储。如果你有图形数据存储在其中一个关系或 NoSQL那些数据库
Amazon DMS支持、Amazon DMS可以帮助您快速安全地迁移到 Neptune，而无需从当前数据库停机时间。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Amazon Database Migration Service将数据从其他数据存储加载到 Amazon
Neptune 中 (p. 247)。
迁移数据流使用Amazon DMS如下所示：
• 创建Amazon DMS表映射对象。此 JSON 对象指定应从源数据库读取哪些表、按何种顺序读取以及如何命
名它们的列。它还可以筛选正在复制的行，并提供简单的值转换，例如转换为小写或舍入。
• 创建 NeptuneGraphMappingConfig指定如何将从源数据库中提取的数据加载到 Neptune。
• 对于 RDF 数据（使用 SPARQL 查询），GraphMappingConfig 使用 W3 的标准 R2RML 映射语言编
写。
• 对于属性图形数据（使用 Gremlin 进行查询），GraphMappingConfig如中所述的那样，是 JSON 对
象GraphMappingConfig 属性图形/Gremlin 数据的布局 (p. 249)
• 创建Amazon DMS与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相同的 VPC 中的复制实例，执行迁移。
• 创建一个 Amazon S3 存储桶，用作中间存储，暂存要迁移的数据。
• 运行Amazon DMS迁移任务。
请参阅使用Amazon Database Migration Service将数据从其他数据存储加载到 Amazon Neptune
中 (p. 247)有关详细信息，还有克里斯·史密斯的四篇博客文章：“使用AmazonDatabase Migration Service
(DMS)：”
• 第 1 部分：设置阶段
• 第 2 部分：设计属性图模型
• 第 3 部分：设计 RDF 模型
• 第 4 部分：组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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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Neo4j 迁移到 Amazon Neptune。
从 Neo4j 迁移— Neptune 提供了一个neo4j-to-neptune命令行实用程序和示例AmazonCDK 应用程序以简化
迁移。
请参阅通过全自动实用工具将 Neo4j 图形数据库迁移到 Amazon Neptune，具有中的Amazon数据库博客为
了一个完整的， step-by-step 演示练。
迁移后，您可能还需要捕获正在进行的更新并复制到 Neptune 中的 Neo4j 数据库。博客文章，将数据捕获从
Neo4j 更改为 Amazon Neptune。此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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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Blazepragraph 迁移到 Amazon Neptune
如果你在开源中有图表BlazegrapRDF 三重存储，您可以使用以下步骤将图形数据迁移到 Amazon
Neptune：
• 预置Amazon基础设施。首先使用配置所需的 Neptune 基础架构Amazon CloudFormation 模板（参见创建
数据库集群 (p. 52))。
• 从 Blazepragraph 中导出数据 从 Blazegraph 导出数据有两种主要方法，即使用 SPARQL CONSTRUCT
查询或使用 Blazegraph 导出实用程序。
•
此方法通常也适用于从其他 RDF 三存储数据库迁移。

Blazegraph 与Neptune 的兼容性
在将图形数据迁移到 Neptune 之前，Blazegraph 和 Neptune 之间存在几个显著差异，您应该注意。这些差
异可能需要更改查询、应用程序架构或两者，甚至使迁移变得不切实际：
• Full-text search— 在 Blazegraph 中，您可以通过与 Apache Solr 的集成使用内部全文搜索或外部全
文搜索功能。如果您使用这些功能中的任何一个，请随时了解Neptune支持的全文搜索功能的最新更新。
请参阅 Neptune 全文搜索 (p. 500)。
• Query hints— Blazegraph 和 Neptune 都使用查询提示的概念扩展 SPARQL。在迁移过程中，您
需要迁移所使用的任何查询提示。有关 Neptune 支持的最新查询提示的信息，请参阅SPARQL 查询提
示 (p. 379).
• 推理— Blazegraph 支持在三元组模式下将推理作为可配置选项，但在四边形模式下不支持。Neptune 尚
不支持推理。
• 地理空间搜索— Blazegraph 支持配置启用地理空间支持的命名空间。Nptune 中尚不可此功能。
• 多租赁— Blazegraph 支持在单个数据库中使用多租户。在 Neptune 中，通过将数据存储在命名图中并使
用 USING NAMED 子句进行 SPARQL 查询，或者通过为每个租户创建单独的数据库集群来支持多租户。
• 联邦— Neptune 目前支持 SPARQL 1.1 联合到 Neptune 实例可访问的位置，例如私有 VPC 内、跨 VPC
或外部互联网终端节点。根据具体设置和所需的联合终端节点，您可能需要一些额外的网络配置。
• Blazepragraprah— Blazegraph 包含 SPARQL 和 REST API 标准的多个扩展，而 Neptune 仅与标准规范
本身兼容。这可能需要对应用程序进行更改，或者使迁移变得困难。

正在预置AmazonNeptune 基础设施
虽然你可以构造所需的Amazon通过手动基础架构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要么Amazon
CLI，通常使用更方便 CloudFormation 改为模板，如下所述：

使用置备 Neptune CloudFormation 模板：
1.

导航到 使用Amazon CloudFormation用于创建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堆栈 (p. 56)。

2.
3.

选择启动堆栈在您首选的地区。

4.
5.

设置所需的参数（堆栈名称和EC2SSHKeyPairName)。还要设置以下可选参数以简化迁移过程：
• 将 AttachBulkloadIAMRoleToNeptuneCluster 设置为 true。此参数允许创建适当的 IAM 角色
并将其附加到您的集群，以允许批量加载数据。
• SetNotebookInstanceType到您首选实例类型。此参数创建一个 Neptune 工作簿，用于将批量加
载运行到 Neptune 并验证迁移。
选择 Next（下一步）。
设置任何其他你想要的堆栈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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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择 Next（下一步）。

7.

查看您的选项并选中两个复选框以确认Amazon CloudFormation 可能需要其他功能。

8.

选择 Create stack（创建堆栈）。

堆栈创建过程可能需要花费几分钟的时间。

从 Blazegraph 中导出数据
下一步是将数据从 Blazegraph 中导出与 Neptune 批量加载器兼容的格式 (p. 226).
Blazegraph 可能会要求您多次执行导出过程并生成多个数据文件，具体取决于数据在 Blazegraph 中的存储
方式（三元组或四边形）以及使用的命名图的数量：
• 如果数据存储为三元组，则需要为每个命名图运行一次导出。
• 如果数据存储为四边形，则可以选择以 N-Quads 格式导出数据，也可以选择以三元组格式导出每个命名的
图形。
下面我们假设您将单个命名空间导出为 N-Quads，但您可以对其他命名空间或所需的导出格式重复该过程。
如果你需要 Blazegraph 在迁移期间联机并可用，请使用 SPARQL CONSTRUCT 查询。这要求您安装、配
置和运行具有可访问的 SPARQL 终端节点的 Blazegraph 实例。
如果你不需要 Blazegraph 上线，请使用这 BlazeGraph导出实用工具. 为此，您必须下载 Blazegraph，并且
数据文件和配置文件需要可访问，但服务器不需要运行。

使用 SPARQL 构造从 Blazegraph 导出数据
SPARQL CONSTRUCT 是 SPARQL 的一项功能，它返回与指定查询模板匹配的 RDF 图。对于此用例，您
可以使用它一次导出一个命名空间的数据，使用如下所示的查询：
CONSTRUCT WHERE { hint:Query hint:analytic "true" . hint:Query hint:constructDistinctSPO
"false" . ?s ?p ?o }

尽管还有其他 RDF 工具可以导出这些数据，但运行此查询的最简单方法是使用 Blazegraph 提供的 REST
API 端点。以下脚本演示了如何使用 Python (3.6+) 脚本将数据导出为 N-Quads：
import requests
# Configure the URL here: e.g. http://localhost:9999/sparql
url = "http://localhost:9999/sparql"
payload = {'query': 'CONSTRUCT WHERE { hint:Query hint:analytic "true" . hint:Query
hint:constructDistinctSPO "false" . ?s ?p ?o }'}
# Set the export format to be n-quads
headers = {
'Accept': 'text/x-nquads'
}
# Run the http request
response = requests.request("POST", url, headers=headers, data = payload, files = [])
#open the file in write mode, write the results, and close the file handler
f = open("export.nq", "w")
f.write(response.text)
f.close()

如果数据存储为三元组，则需要更改Accept标头参数以适当的格式（N-Triples、RDF/XML 或 Turtle）使
用Blazegrap GitHub 回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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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Blazegraph 导出实用程序导出数据
Blazegraph 包含导出数据的实用程序方法，即ExportKB类。ExportKB便于从 Blazegraph 导出数据，但与
之前的方法不同，它要求在导出运行时服务器处于离线状态。这使得它成为在迁移期间使 Blazegraph 脱机
或通过数据备份进行迁移时使用的理想方法。
您可以在安装了 Blazegraph 但未运行的计算机上从 Java 命令行运行该实用程序。运行此命令最简单的方法
是下载最新的blazegraph.jar版本位于 GitHub. 运行此命令需要几个参数：
• log4j.primary.configuration— log4j 属性文件的位置。
• log4j.configuration— log4j 属性文件的位置。
• output— 导出数据的输出目录。文件位于tar.gz位于知识库中记录的名为的子目录中。
• format— 所需的输出格式，后跟RWStore.properties文件。如果使用三元组，则需要将formatpareter 到N-Triples、Turtle，或者RDF/XML.
例如，如果您有 Blazegraph 日志文件和属性文件，请使用以下代码将数据导出为 N-Quads：
java -cp blazegraph.jar \
com.bigdata.rdf.sail.ExportKB \
-outdir ~/temp/ \
-format N-Quads \
./RWStore.properties

如果导出成功，您会看到类似以下内容的输出：
Exporting kb as N-Quads on /home/ec2-user/temp/kb
Effective output directory: /home/ec2-user/temp/kb
Writing /home/ec2-user/temp/kb/kb.properties
Writing /home/ec2-user/temp/kb/data.nq.gz
Done

创建 Amazon Simple Storage Storage Storage
Storage Service (Amazon
从 Blazegraph 导出数据后，在与目标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相同的区域中创建一个Simple Storage Service
(Amazon S3) 存储桶，以供 Neptune 批量加载器用于从中导入数据。
有关如何创建 Amazon S3 存储桶，请参阅如何创建 S3 存储桶？中的Amazon Simple Storage S, 和创建存
储桶的示例中的Amazon Simple Storage S.
有关如何将已导出的数据文件复制到新 Amazon S3 存储桶中的说明，请参阅将对象上传到存储桶中
的Amazon Simple Storage S，或者通过 使用高级别 (s3) 命令AmazonCLI. 您也可以使用如下所示的 Python
代码逐个复制文件：
import boto3
region = 'region name'
bucket_name = 'bucket name'
s3 = boto3.resource('s3')
s3.meta.client.upload_file('export.nq', bucket_name, 'export.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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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数据加载到 Amazon Neptune
有几种不同的方法可以将图形数据加载到 Amazon Neptune 中：
• 如果只需要加载相对少量的数据，则可以使用 SPARQL INSERT 语句或 Gremlin addV 和 addE 步骤等查
询。
• 您可以利用 Neptune 散装载机 (p. 214) 提取驻留在外部文件中的大量数据。相比查询语言命令，批量加
载器命令速度更快，开销更少。它针对大型数据集进行了优化，并且支持 RDF（资源描述框架）数据和
Gremlin 数据。
• 您可以使用Amazon Database Migration Service(Amazon DMS从其他数据存储导入数据（请参阅使
用Amazon Database Migration Service将数据从其他数据存储加载到 Amazon Neptune 中 (p. 247),
和Amazon Database Migration Service用户指南)。
• 最后，可以使用Gremlin的g.io(URL).read()在中读入数据文件的步骤GraphML（一种 XML 格
式），GraphSON（一种 JSON 格式）和其他格式。请参阅TinkerPop文档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主题
• 使用 Amazon Neptune 批量加载器收集数据 (p. 214)
• 使用Amazon Database Migration Service将数据从其他数据存储加载到 Amazon Neptune 中 (p. 247)

使用 Amazon Neptune 批量加载器收集数据
Amazon Neptune 提供了Loader命令将数据从外部文件直接加载到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中。可使用此命令
代替执行大量的INSERT语句，addV和addE步骤或其他 API 调用。
Neptune加载程序命令更快、开销更低，已针对大型数据集优化，并且支持 Gremlin 数据和 SPARQL 使用的
RDF（资源描述框架）数据。
以下关系图概述了加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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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加载过程的步骤：
1. 将数据文件复制到 Amazon SSimple Storage Service (Amazon S3) 存储桶。
2. 创建对此存储桶具有读取和列出访问权限的 IAM 角色。
3. 创建一个 Amazon S3 VPC Storage
4. 通过经由 HTTP 将请求发送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以启动 Neptune 加载程序。
5. Neptune 数据库实例代入 IAM 角色以从存储桶加载数据。

Note
在使用 Amazon S3 加密的情况下，您可从 Amazon S3 加载加密数据SSE-S3或者SSE-KMS模
式，前提是您用于批量加载的角色有权访问 Amazon S3 对象，对于 SSE-KMS，也可以访
问kms:decrypt. 然后，Neptune 可以模拟你的凭证并发放s3:getObject代表你打电话。
但是，Neptune 当前不支持加载使用SSE-Cmode。
以下各节提供有关准备数据并将数据加载到 Neptune 中的说明。
主题
• 先决条件：IAM 角色和Amazon S3 访问权限 (p. 215)
• 加载数据格式 (p. 218)
• 示例：将数据加载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中 (p. 226)
• 优化Amazon Neptune 批量加载 (p. 230)
• Neptune 加载程序参考 (p. 231)

先决条件：IAM 角色和Amazon S3 访问权限
从亚马逊Simple Storage Service (Amazon S3) 存储桶加载数据需要一个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有权访问存储桶的 (IAM) 角色。Amazon Neptune 代入此角色以加载数据。

Note
在使用 Amazon S3 加密的情况下，您可从 Amazon S3 加载加密数据SSE-S3ment. 在这种情况
下，Neptune 能够模拟您的凭证并发出s3:getObject代表你打电话。
您还可以从 Amazon S3 加载使用加密的 Amazon S3 加密数据SSE-KMS模式，只要您的 IAM 角色
包括访问的必要权限Amazon KMS. 如果没有适当的 Amazon KMS 权限，批量加载操作将失败并返
回 LOAD_FAILED 响应。
Neptune 当前不支持加载使用SSE-Cmode。
以下各部分演示如何使用托管 IAM 策略创建 IAM 角色以访问 Amazon S3 资源，然后将此角色附加到
Neptune 集群。
主题
• 创建 IAM 角色以允许 Amazon Neptune 访问 Amazon S3 资源 (p. 216)
• 将 IAM 角色添加到 Amazon Neptune 集群 (p. 217)
• 创建 Amazon S3 VPC 端点 (p. 217)

Note
这些说明需要具有对 IAM 控制台的访问权限以及管理 IAM 角色和策略的权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 。在 中工作的权限Amazon管理控制台中的IAM 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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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Neptune 控制台需要用户具有以下 IAM 权限以将角色附加到 Neptune 集群：
iam:GetAccountSummary on resource: *
iam:ListAccountAliases on resource: *
iam:PassRole on resource: * with iam:PassedToService restricted to
rds.amazonaws.com

创建 IAM 角色以允许 Amazon Neptune 访问 Amazon S3 资源
使用AmazonS3ReadOnlyAccess托管 IAM 策略来创建一个新的 IAM 角色，该角色将允许 Amazon
Neptune 访问 Amazon S3 资源。

创建新的 IAM 角色，让 Neptune 能够访问 Amazon S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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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les（角色）。

3.

选择 Create role（创建角色）。

4.

UNDERAmazon服务，选择S3.

5.

选择 Next:。Permissions (下一步：权限)。

6.

使用筛选框通过词语进行筛选器S3并选中旁边的框亚马逊 S3ReadOnlyAccess.

Note
此策略向所有存储桶授予 s3:Get* 和 s3:List* 权限。后续步骤使用信任策略限制对角色的
访问。
装载机只需要s3:Get*和s3:List*对要从中加载的存储桶的权限，这样您也可以通过
Amazon S3 资源限制这些权限。
如果 S3 存储桶已加密，您需要添加 kms:Decrypt 权限
7.

选择 Next:。审核。

8.

Set角色名称。NeptuneLoadFromS3. 您也可以添加可选的角色描述值，例如，“允许 Neptune 代表您
访问 Amazon S3 资源。

9.

请选择 Create Role(创建角色)。

10.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Roles（角色）。
11. 在Search (搜索) 字段中，输入已创建的角色的名称，然后选择列表中显示的角色。
12. 在 Trust Relationships (信任关系) 选项卡上，选择 Edit trust relationship (编辑信任关系)。
13. 在文本字段中，粘贴以下信任策略。
{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
"rds.amazonaws.com"
]
},
"Action": "sts:AssumeRole"
}
]

14. 选择更新信任策略。
15. 完成 将 IAM 角色添加到 Amazon Neptune 集群 (p. 217) 中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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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IAM 角色添加到 Amazon Neptune 集群
使用控制台将 IAM 角色添加到 Amazon Neptune 集群。这允许集群中的任何 Neptune 数据库实例代入此角
色并从 Amazon S3 加载。

Note
Amazon Neptune 控制台需要用户具有以下 IAM 权限以将角色附加到 Neptune 集群：
iam:GetAccountSummary on resource: *
iam:ListAccountAliases on resource: *
iam:PassRole on resource: * with iam:PassedToService restricted to
rds.amazonaws.com

将 IAM 角色添加到 Amazon Neptune 集群
1.

登录到Amazon管理控制台，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Amazon Neptune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neptune/home.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Databases（数据库）。

3.

选择要修改的集群旁边的单选按钮。

4.

在 Actions (操作) 下，选择 Manage IAM roles (管理 IAM 角色)。

5.

选择在上一部分中创建的角色。

6.

选择完成。

7.

请耐心等待，直到 IAM 角色可供集群使用。

创建 Amazon S3 VPC 端点
Neptune 加载程序需要用于 Amazon S3 的 VPC 终端节点。

设置 Amazon S3 访问权限
1.

登录到 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Amazon VPC 控制
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vpc/。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Endpoints（端点）。

3.

选择 Create Endpoint（创建终端节点）。

4.

选择 Service Name (服务名称) com.amazonaws.region.s3。

Note
如果此处的区域不正确，请确保控制台区域正确。
5.

选择包含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 VPC。

6.

选中与子网 (与集群相关) 关联的路由表旁边的复选框。如果只有一个路由表，则必须选中该框。

7.

选择 Create Endpoint（创建端点）。

有关创建终端节点的信息，请参阅VPC 终端节点中的Amazon VPC User Guide. 有关 VPC 终端节点的限制
的信息，请参阅适用于 Amazon S3 的 VPC.
后续步骤
现在已授予Amazon S3 存储桶的访问权限，可准备加载数据。有关所支持格式的信息，请参阅加载数据格
式 (p.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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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数据格式
Amazon NeptuneLoadAPI 支持以各种格式加载数据。
属性图加载格式
然后可以使用 Gremlin 和 OpencyPher 查询以下属性图格式之一加载的数据：
• Gremlin 加载数据格式 (p. 218)(csv)：逗号分隔值 (CSV) 格式。
• OpencyPher 数据加载格式 (p. 223)(opencypher)：逗号分隔值 (CSV) 格式。
RDF 加载格式
要加载使用 SPARQL 查询的资源描述框架 (RDF) 数据，可以按照万维网联盟 (W3C) 的规定使用以下标准格
式之一：
• N-Triples (ntriples规范 () 中的https://www.w3.org/TR/n-triples/.
• N-Quads (nquads规范 () 中的https://www.w3.org/TR/n-quads/.
• RDF/XML (rdfxml规范 () 中的https://www.w3.org/TR/rdf-syntax-grammar/.
• Turtle (turtle规范 () 中的https://www.w3.org/TR/turtle/.
加载数据必须使用 UTF-8 编码

Important
所有加载数据文件必须采用 UTF-8 格式编码。如果文件未经 UTF-8 编码，则 Neptune 将尝试将其
作为 UTF-8 加载。
对于包含 Unicode 字符的 N-Quads 和 N-triples 数据，支持 \uxxxxx 转义序列。但是，Neptune 不支持标
准化。如果存在需要标准化的值，则它将不会匹配 byte-to-byte 在查询期间。有关标准化的更多信息，请参
阅 Unicode.org 上的标准化页面。
如果数据的格式不受支持，则必须先转换数据，再将其加载到中。
GraphMLgraphml2CSV 项目上GitHub.

加载数据文件的压缩支持
Neptune 支持压缩单个文件gzip要么bzip2格式的日期和时间。
压缩文件必须有.gz要么.bz2扩展名，并且必须是采用 UTF-8 格式编码的单个文本文件。您可以加载
多个文件，但每个文件必须是单独的.gz、.bz2，或未压缩的文本文件。存档带有扩展名的文件，例
如.tar、.tar.gz, 和.tgz) 不支持。
以下各节对格式进行了详述。
主题
• Gremlin 加载数据格式 (p. 218)
• OpencyPher 数据的加载格式 (p. 223)
• RDF 加载数据格式 (p. 226)

Gremlin 加载数据格式
要加载 Apachach TinkerPop 使用 CSV 格式的 Gremlin 数据，您必须在单独的文件中指定顶点和边。
加载程序可以在单个加载任务中从多个顶点文件和多个边缘文件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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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个加载命令，要加载的文件集必须与 Amazon S3 存储桶位于同一文件夹中。source参数。文件名和
文件扩展名不重要。
Amazon Neptune CSV 格式遵循 RFC 4180 CSV 规范。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IETF) 网站上的 CSV 文件的一般格式和 MIME 类型。

Note
所有文件必须采用 UTF-8 格式编码。
每个文件都包含一个逗号分隔的标题行。此标题行由系统列标题和属性列标题组成。

系统列标题
顶点文件和边文件需要和允许的系统列标题不同。
每个系统列在标题中只能出现一次。
所有标签都区分大小写。
顶点标题
• ~id - 必需
顶点的 ID。
• ~label
顶点的标签。允个标签值，用分号 (;)。
如果~label不存在， TinkerPop 提供带值的标签vertex，因为每个顶点必须有至少一个标签。
边标题
• ~id - 必需
边的 ID。
• ~from - 必需
源 顶点的顶点 ID。
• ~to - 必需
目标 顶点的顶点 ID。
• ~label
边的标签。边只能具有单个标签。
如果~label不存在， TinkerPop 提供带值的标签edge，因为每条边都必须有一个标签。

属性列标题
你可以指定一列 (:) 用于属性，请使用以下语法。类型名称不区分大小写。但是请注意，如果属性名称中出
现冒号，则必须在其前面加上反斜杠来对其进行转义：\:.
propertyname:type

Note
列标题中不允许使用空格，因此，属性名称不能包含空格。
API 版本 2020-12-18
219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数据格式

您可以通过将 [] 添加到类型来指定数组列：
propertyname:type[]

Note
边缘属性只能有一个值，如果指定了数组类型或指定了另一个值，则会导致错误。
以下示例显示了名为 age、类型为 Int 的属性的列标题。
age:Int

文件中的每行都需要在该位置具有整数或保留为空。
允许使用字符串数组，但数组中的字符串不得包含分号 (;) 字符，除非它使用反斜杠进行转义（如下所
示：\;)。
指定列的基数
从 1.0.1.0.200366.0 版本 (2019-07-26) (p. 803) 开始，列标题可用于为该列标识的属性指定基数。这使得
批量加载程序可以按照类似于 Gremlin 请求所用的方法来遵循基数。
可以如下所示指定列的基数：
propertyname:type(cardinality)

该## 值可以是 single 或 set。默认值为 set，表示列可以接受多个值。对于边缘文件，基数始终是单一
的，并且指定任何其他基数都会导致加载程序引发异常。
当基数是 single 时，如果加载某个值时以前的值已存在，或者如果加载了多个值，则加载程序引发错误。
此行为可以覆盖，因此在使用 updateSingleCardinalityProperties 标记加载新值时，将替换现有
值。请参阅 加载程序命令 (p. 232)。
可以将基数设置用于数组类型，虽然通常并不需要这样做。以下是可能的组合：
• name:type— 基数是set，内容为单值。
• name:type[]— 基数是set，内容为多值。
• name:type(single)— 基数是single，内容为单值。
• name:type(set)— 基数是set，这与默认值相同，内容为单值。
• name:type(set)[]— 基数是set，内容为多值。
• name:type(single)[]-这自相矛盾，导致引发错误。
以下部分列出了所有可用 Gremlin 数据类型。

Gremlin 数据类型
下面列出了允许的属性值，以及对每种类型的描述。
Bool (或 Boolean)
指示 Boolean 字段。允许的值：false、true

Note
true 以外的任何值都将被视为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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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数类型
超出所定义范围的值将导致错误。
类型

范围

Byte

-128 to 127

Short

-32768 to 32767

Int

-2^31 to 2^31-1

Long

-2^63 to 2^63-1

小数类型
支持十进制记数法或科学记数法。此外允许使用符号 (如 (+/-) Infinity 或 NaN)。不支持 INF。
类型

范围

Float

32-bit IEEE 754 floating point

Double

64-bit IEEE 754 floating point

对于太长的浮点值和双精度值，将加载并四舍五入到最近的 24 位 (浮点) 和 53 位 (双精度) 值。对于位级别
的最后剩余数位，中间值将四舍五入到 0。
字符串
引号是可选的。如果双引号 (") 括起来的字符串中包含逗号字符、换行符和回车符，则将自动对这些字符进
行转义。示例: "Hello, World"
要在用引号引起来的字符串中包含引号，可通过在一行中使用两个引号来对引号进行转义：示例: "Hello
""World"""
允许使用字符串数组，但数组中的字符串不得包含分号 (;) 字符，除非它使用反斜杠进行转义（如下所
示：\;)。
如果要使用引号将数组内的字符串括起来，则必须使用一组引号将整个数组括起来。示例: "String one;
String 2; String 3"
日期
ISO-8601 格式的Java 日期。支持以下格式：yyyy-MM-dd、yyyy-MM-ddTHH:mm、yyyy-MMddTHH:mm:ss、yyyy-MM-ddTHH:mm:ssZ

Gremlin 行格式
分隔符
行中的字段是用逗号分隔的。记录是用换行符或换行符后跟回车符来分隔的。
空白字段
非必需列 (如用户定义的属性) 允许使用空白字段。空白字段仍需要逗号分隔符。下一节中的示例在每个示例
顶点中都有一个空白字段。
顶点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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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顶点文件中所有顶点的 ~id 值都必须是唯一的。~id 值相同的多个顶点行适用于图形中的单个顶点。
边 ID
此外，每个边文件中所有边的 ~id 值都必须是唯一的。~id 值相同的多个边行适用于图形中的单个边。
Labels
标签区分大小写。
字符串值
引号是可选的。如果双引号 (") 括起来的字符串中包含逗号字符、换行符和回车符，则将自动对这些字符进
行转义。

CSV 格式规范
Neptune CSV 格式遵循 RFC 4180 CSV 规范，其中包含以下要求。
• 支持 Unix 和 Windows 样式行结尾 (\n 或 \r\n)。
• 任何字段都可以使用引号引起来 (使用双引号)。
• 包含换行符、双引号或逗号的字段必须用引号引起来。(如果未引起来，加载将立即中止。)
• 字段中的双引号字符 (") 必须用两个 (双) 引号字符表示。例如，字符串在数据中 Hello "World" 必须显
示为 "Hello ""World"""。
• 将忽略分隔符之间的周围空格。如果某个行显示为 value1、value2，则它们将以 "value1" 和
"value2" 的形式存储。
• 任何其他转义字符将以逐字字符串形式存储。例如，"data1\tdata2" 将以 "data1\tdata2" 的形式
存储。只要这些字符围在引号内，就不需要任何其他转义。
• 允许使用空白字段。空白字段将视为空值。
• 字段的多个值是在值之间使用分号 (;) 来指定的。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IETF) 网站上的 CSV 文件的一般格式和 MIME 类
型。

Gremlin 示例
以下关系图显示了两个顶点和一个边的示例，取自 TinkerPop 现代图。

以下是 Neptune CSV 加载格式的图形。
顶点文件：
~id, name:String, age:Int, lang:String, interests:String[], ~label
v1, "marko", 29, , "sailing;graphs",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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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点文件的表格视图：
~id

name:String

age:Int

v1

"marko"

29

v2

"lop"

lang:String

interests:String[] ~label
["sailing",
"graphs"]

person

"java"

software

边文件：
~id, ~from, ~to, ~label, weight:Double
e1, v1, v2, created, 0.4

边文件的表格视图：
~id

~from

~to

~label

weight:Double

e1

v1

v2

created

0.4

后续步骤
现在要了解有关加载格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示例：将数据加载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中 (p. 226)。

OpencyPher 数据的加载格式
要使用 OpencyPher CSV 格式加载 OpencyPher 数据，必须在单独的文件中指定节点和关系。加载程序可以
在单个加载任务中从多个节点文件和关系文件加载。
对于每个加载命令，要加载的文件集必须在 Amazon 简单存储服务存储桶中具有相同的路径前缀。您可以在
source 参数中指定该前缀。实际的文件名和扩展名不重要。
在 Amazon Neptune 中，OpencyPher CSV 格式符合 RFC 4180 CSV 规范。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CSV
文件的常用格式和 MIME 类型(https://tools.ietf.org/html/rfc4180) 在互联网工程任务组 (IETF) 网站上。

Note
这些文件必须采用 UTF-8
每个文件都包含一个逗号分隔的标题和属性列标题和属性列标题和属性列标题和属性列标题的标题和属性列
标题和属性列标题和属性列

OpencyPher 数据加载文件中的系统列标题
给定的系统列只能在每个文件中出现一次。所有系统列标题标签都区分大小写。
对于 OpencyPher 节点加载文件和关系加载文件，必需和允许的系统列标题是不同的：

节点文件中的系统列标题
• :ID—（必需）节点的 ID。
可向节点添加可选的 ID 空间:ID列标题如下所示：:ID(ID Space). 例如，:ID(mov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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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连接此文件中节点的关系时，请在关系文件中使用相同的 ID 空间:START_ID和/或:END_IDcolumn.
节点:ID列可以选择存储为表单中的属性，property name:ID. 示例是 name:ID。
在当前和之前的加载中，节点 ID 在所有节点文件中都应该是唯一的。如果使用了 ID 空间，则节点 ID 在
当前和之前加载中使用相同 ID 空间的所有节点文件中应该是唯一的。
• :LABEL— 节点的标签。
允个标签值，用分号 (;)。

关系文件中的系统列标题
• :ID— 关系的 ID。这在以下情况下是必需的userProvidedEdgeIds为 true（默认值），但在以下情况
下无效userProvidedEdgeIds是false.
在当前和之前的加载中，关系 ID 在所有关系文件中应该是唯一的。
• :START_ID— (必需) 此关系起始节点的节点 ID。
或者，可以将 ID 空间与表单中的起始 ID 列相关联:START_ID(ID Space). 分配给起始节点 ID 的 ID 空
间应与节点文件中分配给该节点的 ID 空间相匹配。
• :END_ID— (必需) 此关系终止的节点的节点 ID。
或者，可以将 ID 空间与表单中的结束 ID 列关联:END_ID(ID Space). 分配给终端节点 ID 的 ID 空间应
与节点文件中分配给该节点的 ID 空间相匹配。
• :TYPE— 关系的类型。关系只能具有单一类型。

Note
请参阅正在加载 Opter 数据 (p. 236)了解有关批量加载过程如何处理重复节点或关系 ID 的信息。

OpencyPher 数据加载文件中的属性列标题
您可以使用以下格式的属性列标题指定列保存特定属性的值：
propertyname:type

列标题中不允许使用空格，而冒号 (:) 不允许在属性名称中使用。下面是一个名为age的类型Int：
age:Int

该columnage:Int因为列标题必须在每行中包含一个整数或一个空值。

Neptune OpencyPher 数据加载文件中的数据类型
• Bool要么Boolean— 一个布尔字段。允许的值包括 true 和 false。
值值值值是true被视为false.
• Byte— 范围内的整数-128通过127.
• Short— 范围内的整数-32,768通过32,767.
• Int— 范围内的整数-2^31通过2^31 - 1.
• Long— 范围内的整数-2^63通过2^63 - 1.
• Float— 32 位 IEE 754 浮点。支持十进制记数法和科学记数法。Infinity、-Infinity, 和NaN都被认
可，但是INF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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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太多位数无法调整的数位（对于位级别的最后剩余数位，中间值将四舍五入到 0。
• Double— 64 位 IEE 754 浮点。支持十进制记数法和科学记数法。Infinity、-Infinity, 和NaN都被
认可，但是INF不是。
具有太多位数无法调整的数位（对于位级别的最后剩余数位，中间值将四舍五入到 0。
• String— 引号是可选的。如果双引号括起来的字符串中包含逗号字符、换行符和回车符，则将自动对这
些字符进行转义 (") LIKE"Hello, World".
您可以通过在一行中使用两个引号来在一行中使用两个引号来在用引号引起来的字符串中包含引
号，"Hello ""World""".
允许使用由分号分隔的字符串数组 (;)。要在字符串数组中包含文字分号，请使用反斜杠将其转义，如下所
示：\;. 如果你想让字符串数组中的每个字符串都用引号括起来，而是用引号将整个数组括起来，如下所
示："String one; String 2; String 3".
• DateTime— 采用以下 ISO-8601 格式之一的 Java 日期：
• yyyy-MM-dd
• yyyy-MM-ddTHH:mm
• yyyy-MM-ddTHH:mm:ss
• yyyy-MM-ddTHH:mm:ssZ

在 Neptune OpencyPher 数据加载文件中自动投射数据类型
提供自动投射数据类型以加载 Neptune 当前不支持的数据类型。此类列中的数据以字符串形式存储，不对预
期的格式进行验证。允许使用以下自动投射数据类型：
• Char— AChar字段中返回的子位置类型。存储为字符串。
• Date、LocalDate, 和LocalDateTime, — 请参阅neo4j 时态瞬间以获取date、localdate,
和localdatetime类型。这些值以字符串形式逐字加载，无需验证。
• Duration— 请参阅Neo4j 持续时间格式. 这些值以字符串形式逐字加载，无需验证。
• Point-点字段，用于存储空间数据。请参阅Neo4j 点格式. 这些值以字符串形式逐字加载，无需验证。

OpencyPher 加载格式示例
以下图表取自 TinkerPop 现代图显示了两个节点和一种关系的示例：

以下是普通 Neptune OpencyPher 加载格式的图形。
节点文件：
:ID,
v1,
v2,

name:String,
"marko",
"lop",

age:Int,
29,
,

lang:String,
,
"java",

:LABEL
person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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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文件：

:ID,
e1,

:START_ID,
v1,

:END_ID,
v2,

:TYPE,
created,

weight:Double
0.4

或者，您可以使用 ID 空间和 ID 作为属性，如下所示：
第一个节点文件：

name:ID(person),
"marko",

age:Int,
29,

lang:String,
,

:LABEL
person

age:Int,
,

lang:String,
"java",

:LABEL
software

第二个节点文件：

name:ID(software),
"lop",

关系文件：

:ID,
e1,

:START_ID,
"marko",

:END_ID,
"lop",

:TYPE,
created,

weight:Double
0.4

RDF 加载数据格式
要加载资源描述框架 (RDF) 数据，可以按照万维网联盟 (W3C) 的规定使用以下标准格式之一：
• N-Triples (ntriples规范 () 中的https://www.w3.org/TR/n-triples/
• 规范 (nquads) 中的 N-Quads (https://www.w3.org/TR/n-quads/)
• 规范 (rdfxml) 中的 RDF/XML (https://www.w3.org/TR/rdf-syntax-grammar/)
• 规范 (turtle) 中的 N-Quads (https://www.w3.org/TR/turtle/)

Important
所有文件必须采用 UTF-8 格式编码。
对于包含 Unicode 字符的 N-Quads 和 N-triples 数据，支持 \uxxxxx 转义序列。但是，Neptune
不支持标准化。如果存在需要标准化的值，则它将不会匹配 byte-to-byte 在查询期间。有关标准化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Unicode.org 上的标准化页面。
后续步骤
现在要了解有关加载格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示例：将数据加载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中 (p. 226)。

示例：将数据加载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中
此示例演示如何将数据加载到 Amazon Neptune 中。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必须从与 Neptune 实例相同的
Amazon Elastic Private Cloud (Amazon EC2) 实例执行以下步骤。

数据加载示例的先决条件
在开始之前，您必须具有以下内容：
API 版本 202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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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有关启动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信息，请参阅创建新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 (p. 52).
• 用于存储数据文件的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Amazon Simple Storage
您可以使用现有存储段。如果您没有 S3 存储桶，请参阅创建存储桶中的Amazon S3 入门指南.
• 为以Neptune 加载程序支持的格式之一加载的数据绘制图表：
如果您使用 Gremlin 查询图表，Neptune 可以将数据加载到 comma-separated-values (CSV) 格式，如中
所述Gremlin 加载数据格式 (p. 218).
如果你使用 OpencyPher 来查询你的图表，Neptune 也可以在 OpencyPher 特定的 OpencyPher 中加载数
据CSV格式，如中所述OpencyPher 数据的加载格式 (p. 223).
如果您使用 SPARQL，Neptune 可加载采用大量 RDF 格式的数据，如中所述RDF 加载数据格
式 (p. 226).
• Neptune 数据库实例要代入的 IAM 角色，此角色具有允许访问 S3 存储桶中的数据文件的 IAM 策略。此策
略必须授予读取和列出权限。
有关创建对 Amazon S3 具有访问权限的角色，然后将其与 Neptune 集群关联的信息，请参阅先决条件：
IAM 角色和Amazon S3 访问权限 (p. 215).

Note
NeptuneLoadAPI 只需要对数据文件的读取访问权限。IAM 策略不需要允许对整个存储桶的写入
访问或访问权限。
• AAmazon S3 VPC 终端节点。想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创建Amazon S3 VPC 终端节点 (p. 227) 部
分。

创建Amazon S3 VPC 终端节点
Neptune 加载程序需要用于 Amazon S3 的 VPC 终端节点。

设置 Amazon S3 访问权限
1.

登录到 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Amazon VPC 控制
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vpc/。

2.

在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终端节点。

3.

选择 Create Endpoint（创建端点）。

4.

选择 Service Name (服务名称) com.amazonaws.region.s3。

Note
如果此处的区域不正确，请确保控制台区域正确。
5.

选择包含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 VPC。

6.

选中与子网 (与集群相关) 关联的路由表旁边的复选框。如果只有一个路由表，则必须选中该框。

7.

选择 Create Endpoint（创建端点）。

有关创建终端节点的信息，请参阅VPC 终端节点中的Amazon VPC User Guide. 有关 VPC 终端节点的限制
的信息，请参阅适用于 Amazon S3 的 VPC.

将数据加载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1.

将数据文件复制到 Amazon S3 存储桶。Service 存储桶必须位于同一存储桶中AmazonRegion (区域) 作
为加载数据的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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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以下 Amazon CLI 命令将文件复制到此存储桶。

Note
此命令不需要从 Amazon EC2 实例运行。
aws s3 cp data-file-name s3://bucket-name/object-key-name

Note
在 Amazon S3 中，一个对象键名称是文件的整个路径，其中包含文件名。
示例：在命令中aws s3 cp datafile.txt s3://examplebucket/mydirectory/
datafile.txt，对象键名称为mydirectory/datafile.txt.
或者，可使用 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将文件加载到 S3 存储桶。通过以下网址打
开 Amazon S3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3/，然后选择存储桶。在左上角，选择 Upload
(上传) 以上传文件。
2.

从命令行窗口中，输入以下内容以运行 Neptune 加载程序。替换终端节点、Amazon S3 路径、格式和
访问密钥的值。
这些区域有：format参数可以是以下值之一：csvGremlinopenCypher对于 OpencyPher，或
者ntriples、nquads、turtle, 和rdfxml表示 RDF. 有关其他参数的信息，请参阅Neptune 加载程
序命令 (p. 232)。
有关查找您的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主机名的信息，请参阅连接到Amazon Neptune 终端节
点 (p. 115)部分.
区域参数必须与集群和 S3 存储桶的区域匹配。
Amazon Neptune 在以下版本中可用Amazon地区：
• 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部）：us-east-1
• 美国东部（俄亥俄）：us-east-2
• 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北部）：us-west-1
• 美国西部（俄勒冈）：us-west-2
• 加拿大（中部）：ca-central-1
• 南美洲（圣保罗）：sa-east-1
• 欧洲（斯德哥尔摩）：eu-north-1
• 欧洲（爱尔兰）：eu-west-1
• 欧洲（伦敦）：eu-west-2
• 欧洲（巴黎）：eu-west-3
• 欧洲（法兰克福）：eu-central-1
• 中东（巴林）：me-south-1
• 非洲（开普敦）：af-south-1
• 亚太地区（香港）：ap-east-1
• 亚太地区（东京）：ap-northeast-1
• 亚太地区（首尔）：ap-northeast-2
• 亚太地区（新加坡）：ap-southeast-1
• 亚太地区（悉尼）：ap-southeast-2
• 亚太地区（孟买）：ap-sout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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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 GovCloud （美国西部）us-gov-west-1
• Amazon GovCloud （美国东部）us-gov-east-1

curl -X POST \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loader -d '
{
"source" : "s3://bucket-name/object-key-name",
"format" : "format",
"iamRoleArn" : "arn:aws:iam::account-id:role/role-name",
"region" : "region",
"failOnError" : "FALSE",
"parallelism" : "MEDIUM",
"updateSingleCardinalityProperties" : "FALSE",
"queueRequest" : "TRUE",
"dependencies" : ["load_A_id", "load_B_id"]
}'

有关创建 IAM 角色并将其与 Neptune 集群关联的信息，请参阅先决条件：IAM 角色和Amazon S3 访问
权限 (p. 215).

Note
有关加载请求参数的详细信息，请参阅Neptune 加载程序请求参数 (p. 232)）。简而言之：
这些区域有：source参数接受指向单个文件或文件夹的 Amazon S3 URI。如果指定文件
夹，Neptune 将加载所指定文件夹中的每个数据文件。
文件夹可包含多个顶点文件和多个边缘文件。
URI 可以采用以下任意格式。
• s3://bucket_name/object-key-name
• https://s3.amazonaws.com/bucket_name/object-key-name
• https://s3-us-east-1.amazonaws.com/bucket_name/object-key-name
format 可以是下列项之一：
• Gremlin CSV 格式 (csv) 对于 Gremlin 属性图
• OpenClyPher CSV 格式 (openCypher) 用于 OpencyPher 属性图
• RDF 的 N -Triples (ntriples) 格式 / SPARQL
• RDF 的 N-Quads (nquads) 格式 / SPARQL
• RDF 的 RDF/XML (rdfxml) 格式 / SPARQL
• RDF 的 Turtle (turtle) 格式 / SPARQL
可选 parallelism 参数，您可用于限制批量加载进程中使用的线程数。它可以设置为
LOW、MEDIUM、HIGH 或 OVERSUBSCRIBE。
将 updateSingleCardinalityProperties 设置为 "FALSE" 时，如果在为边缘或单基数
顶点属性加载的源文件中提供了多个值，则加载程序将返回错误。
如果已有加载作业正在运行，则将 queueRequest 设置为 "TRUE" 会将加载请求放入队列
中。
dependencies 参数使加载请求的执行取决于成功完成已放入队列中的一个或多个加载作业。
3.

Neptune 加载器返回作业id允许检查状态或取消加载过程，例如：
{

"status" : "200 OK",
"payloa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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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loadId" : "ef478d76-d9da-4d94-8ff1-08d9d4863aa5"

在以下网址中输入以下命令以通过以下网址获取载荷的状态loadId从步骤 3：
curl -G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loader/ef478d76d9da-4d94-8ff1-08d9d4863aa5'

如果加载的状态列出错误，则可以请求更详细的状态和错误的列表。有关更多信息以及示例，请参阅
Neptune 加载程序获取状态 API (p. 239)。
5.

(可选) 取消 Load 任务。
输入以下信息Delete任务中的加载程序任务id从步骤 3：
curl -X DELETE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loader/ef478d76d9da-4d94-8ff1-08d9d4863aa5'

DELETE 命令将在成功取消后返回 HTTP 代码 200 OK。
不会回滚已完成加载的加载任务中文件的数据。数据将保留在Neptune数据库实例中。

优化Amazon Neptune 批量加载
使用以下策略将 Neptune 批量加载的加载时间保持在最低限度：
• 清理你的数据：
• 请务必将您的数据转换为支持的数据格式 (p. 218)在加载之前。
• 删除所有重复项或已知错误。
• 尽可能减少唯一谓词（如边和顶点的属性）的数量。
• 优化文件：
• 如果您从 Amazon S3 存储桶加载大型文件（如 CSV 文件），则加载器可以拆分大文件并为您管理并发
性。
• 如果您从 Amazon S3 文件夹加载多个文件，加载器会先自动加载顶点文件，然后再加载边缘文件。
• 将非常大的文件分解成几个较小的文件可以让加载器parallel 处理它们。
• 压缩文件可缩短传输时间。装载机支持gzip压缩源文件。
• 检查您的加载器设置：
• 如果您不需要在加载期间执行任何其他操作，请使用OVERSUBSCRIBE parallelism (p. 232)参数。
此参数设置会导致批量加载程序在运行时使用所有可用的 CPU 资源。通常需要占用 60%-70% 的 CPU
容量才能使操作在 I/O 限制允许的范围内以最快的速度运行。

Note
何时parallelism设置为OVERSUBSCRIBE要么HIGH（默认设置），加载OpencyPher数据时
存在线程可能遇到争用条件和死锁的风险，从而导致LOAD_DATA_DEADLOCK错误消息。在这
种情况下，请设置parallelism改为较低的设置，然后重试加载。
• 如果您的加载任务将包含多个加载请求，请使用queueRequest参数。设置queueRequest到TRUE让
Neptune 将你的请求排队，这样你就不必等待一个请求完成再发出另一个请求。
• 如果您的加载请求正在排队，您可以使用dependencies参数，这样一个作业的失败会导致相关作业失
败。这可以防止加载的数据出现不一致。
• 如果加载作业将涉及更新先前加载的值，请务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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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单基数值的尝试视为错误。对于 Gremlin 数据，基数也在属性列标题中指定（请参阅属性列标
题 (p. 219))。
• 您可以使用failOnError参数来确定遇到错误时大容量加载操作是失败还是继续。另外，你可以使
用mode参数来确保加载作业从上一个作业失败的位置恢复加载，而不是重新加载已经加载的数据。
• 纵向扩展— 将数据库集群的 writer 实例设置为批量加载之前的最大大小。请注意，如果执行此操作，则必
须同时扩展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只读副本实例，或者在完成数据加载之前将其删除。
批量加载完成后，请务必再次缩小写入器实例。
请参阅请求参数 (p. 232)了解有关设置加载器请求参数的更多详细信息。

Neptune 加载程序参考
本节介绍Loader通过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 HTTP 终端节点可用的适用于 Amazon Neptune 的 API。

Note
请参阅Neptune 加载程序错误和源消息 (p. 734)以获取错误时加载器返回的错误和上传数据消息的
列表。
目录
• Neptune 加载程序命令 (p. 232)
• Neptune 加载程序请求语法 (p. 232)
• Neptune 加载程序请求参数 (p. 232)
• 加载 OpenCyPher 数据的特殊注意事项 (p. 236)
• Neptune 加载程序响应语法 (p. 237)
• Neptune 加载程序错误 (p. 237)
• Neptune e 加载程序示例 (p. 238)
• Neptune 加载程序获取状态 API (p. 239)
• Neptune 加载程序获取状态请求 (p. 239)
• 加载程序获取状态请求语法 (p. 239)
• Neptune 加载程序获取状态请求参数 (p. 239)
• Neptune Loader 获取状态响应 (p. 240)
• Neptune Loader 获取状态响应 JSON 布局 (p. 240)
• Neptune 加载程序获取状态overallStatus和failedFeeds响应对象 (p. 241)
• Neptune 加载程序获取状态errors响应对象 (p. 242)
• Neptune 加载程序获取状态errorLogs响应对象 (p. 242)
• Neptune 加载程序获取状态示例 (p. 243)
• 加载状态请求示例 (p. 243)
• Loadids 请求示例 (p. 244)
• 详细状态请求示例 (p. 244)
• Neptune 加载程序获取状态errorLogs例子 (p. 245)
• 错误发生时的详细状态响应示例 (p. 245)
• a (示例)Data prefetch task interrupted错误 (p. 246)
• Neptune 加载程序取消Job (p. 246)
• 取消Job 请求语法 (p. 246)
• 取消任务请求参数 (p. 246)
• 取消任务响应语法 (p. 247)
• 取消任务错误 (p.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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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任务错误消息 (p. 247)
• 取消任务示例 (p. 247)

Neptune 加载程序命令
将数据从 Amazon S3 存储桶加载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要加载数据，必须将 HTTP POST 请求发送到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loader 终端
节点。loader 请求的参数可在 POST 正文中或作为 URL 编码的参数发送。

Important
MIME 类型必须为 application/json。
Service 存储桶必须位于同一存储桶中Amazon区域作为集群。

Note
在使用 Amazon S3 加密的情况下，您可从 Amazon S3 加载加密数据SSE-S3mode。在这种情况
下，Neptune 能够模拟您的凭证并发出s3:getObject代表你打电话。
您还可以从 Amazon S3 加载使用加密的 Amazon S3 加密数据SSE-KMS模式，只要您的 IAM 角色
包括访问的必要权限Amazon KMS. 如果没有适当的 Amazon KMS 权限，批量加载操作将失败并返
回 LOAD_FAILED 响应。
Neptune 当前不支持加载使用SSE-Cmode。
您不必等待一个加载作业完成就可以开始另一个加载工作。Neptune 可以一次对多达 64 个请求进行排队，
前提是他们的queueRequest所有参数都设置为"TRUE". 另一方面，如果您不希望对某个加载作业排队，则
可以将其 queueRequest 参数设置为 "FALSE"（默认值），这样，如果另一个加载作业已在进行中，该加
载作业将失败。
您可以使用 dependencies 参数对只有在队列中指定的先前作业成功完成后才能运行的作业进行
排队。如果执行此操作，并且这些指定的任何作业失败，则您的作业将不会运行，其状态将设置为
LOAD_FAILED_BECAUSE_DEPENDENCY_NOT_SATISFIED。

Neptune 加载程序请求语法
{

}

"source" : "string",
"format" : "string",
"iamRoleArn" : "string",
"mode": "NEW|RESUME|AUTO",
"region" : "us-east-1",
"failOnError" : "string",
"parallelism" : "string",
"parserConfiguration" : {
"baseUri" : "http://base-uri-string",
"namedGraphUri" : "http://named-graph-string"
},
"updateSingleCardinalityProperties" : "string",
"queueRequest" : "TRUE",
"dependencies" : [\"load_A_id\", \"load_B_id\"]

Neptune 加载程序请求参数
• source— Amazon S3 URI。
这些区域有：SOURCE参数接受标识单个文件、多个文件、一个文件夹或多个文件夹的 Amazon S3
URI。Neptune 会加载任何指定文件夹中的所有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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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 可以采用以下任意格式。
• s3://bucket_name/object-key-name
• https://s3.amazonaws.com/bucket_name/object-key-name
• https://s3.us-east-1.amazonaws.com/bucket_name/object-key-name
这些区域有：object-key-nameURI 的元素等效于前缀Amazon S3 中的参数ListObjectsAPI 调用。它标
识指定的 Amazon S3 存储桶中名称以该前缀开头的所有对象。可以是单个文件或文件夹，也可以是多个
文件和/或文件夹。
指定文件夹可包含多个顶点文件和多个边缘文件。
• format— 数据的格式。有关 Neptune 的数据格式的更多信息Loader命令，请参阅使用 Amazon
Neptune 批量加载器收集数据 (p. 214).

允许的值
• csv(对于 )Gremlin CSV 数据格式 (p. 218).
• opencypher(对于 )OpencyPher CSV 数据格式 (p. 223).
• ntriples(对于 )N-Triple RDF 数据格式.
• nquads(对于 )N-Quads RDF 数据格式.
• rdfxml(对于 )RDF\ XML RDF 数据格式.
• turtle(对于 )Traptle RDF 数据格式.
• iamRoleArn— 要由 Neptune 数据库实例代入的 IAM 角色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以访问 S3 存储
桶。有关创建对 Amazon S3 具有访问权限的角色，然后将其与 Neptune 集群关联的信息，请参阅先决条
件：IAM 角色和Amazon S3 访问权限 (p. 215).
• region— 该region参数必须与Amazon集群和 S3 存储桶的区域。
Amazon Neptune 以下区域提供：
• 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部）：us-east-1
• 美国东部（俄亥俄）：us-east-2
• 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北部）：us-west-1
• 美国西部（俄勒冈）：us-west-2
• 加拿大（中部）：ca-central-1
• 南美洲（圣保罗）sa-east-1
• 欧洲（斯德哥尔摩）：eu-north-1
• 欧洲（爱尔兰）：eu-west-1
• 欧洲（伦敦）：eu-west-2
• 欧洲（巴黎）：eu-west-3
• 欧洲（法兰克福）：eu-central-1
• 中东（巴林）：me-south-1
• 非洲（开普敦）：af-south-1
• 亚太地区（香港）：ap-east-1
• 亚太地区（东京）：ap-northeast-1
• 亚太地区（首尔）：ap-northeast-2
• 亚太地区（新加坡）：ap-southeast-1
• 亚太地区（悉尼）：ap-southeast-2
• 亚太地区（孟买）：ap-sout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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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 GovCloud （美国西部）us-gov-west-1
• Amazon GovCloud （美国东部）us-gov-east-1
• mode— 加载作业模式。
允许的值：RESUME、NEW、AUTO
默认值：AUTO
• RESUME— 在 RESUME 模式下，加载程序查找来自此源的先前加载，如果找到一个加载，则恢复该加
载作业。如果未找到之前的加载作业，则加载程序将停止。
加载程序将避免重新加载之前作业中已成功加载的文件。它仅尝试处理失败的文件。如果您从 Neptune
集群中删除了之前加载的数据，则此模式下不加载该数据。如果之前的加载作业成功加载了来自同一源
的所有文件，则不会重新加载任何文件，并且加载程序返回成功。
• NEW— 在 NEW 模式下，将创建新的加载请求而不管任何之前的加载。您可以使用此模式在从 Neptune
集群删除之前加载的数据之后从源重新加载数据，或加载同一个源处可用的新数据。
• AUTO— 在 AUTO 模式下，加载程序查找来自同一源的先前加载作业，如果找到一个加载作业，则恢复
该作业，如同在RESUMEmode。
如果加载程序没有找到来自同一源的先前加载作业，则会从源加载所有数据，就像在 NEW 模式中一样。
• failOnError— 用于切换在遇到错误时完全停止的标记。
允许的值："TRUE"、"FALSE"。
默认值："TRUE"。
如果此参数设置为 "FALSE"，则加载程序尝试加载指定位置中的所有数据并跳过任何出错的条目。
将此参数设置为 "TRUE" 时，加载程序会在遇到错误时立即停止。截至该点加载的数据仍然存在。
• parallelism— 这是一个可选参数，可以设置用于减少批量加载过程使用的线程数。
允许的值：
• LOW— 所使用的线程数是可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 MEDIUM— 所使用的线程数是可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 HIGH— 所使用的线程数等于可用的 vCPUs 数。
• OVERSUBSCRIBE— 所使用的线程数是可用 vCPUs 数乘以 2。如果使用此值，则批量加载程序将占用所
有可用资源。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OVERSUBSCRIBE设置将导致 100% 的 CPU 利用率。由于加载操作受到 I/O 限制，
因此预期的最高 CPU 利用率在 60% 到 70% 的范围内。
默认值：HIGH
这些区域有：parallelism设置有时会在加载 OpencyPher 数据时导致线程之间出现死锁。出现这
种情况时，Neptune 会返回LOAD_DATA_DEADLOCK错误消息。你通常可以通过设置来解决这个问
题parallelism改为较低的设置，然后重试 load 命令。
• parserConfiguration— 具有额外解析程序配置值的可选对象。每个子参数也是可选的：
名称

示例值

描述

namedGraphUri

http://aws.amazon.com/
neptune/vocab/v01/
DefaultNamedGraph

The default graph for all RDF
formats when no graph is
specified (for non-quads
formats and NQUAD entries
with no graph). The defaul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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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ws.amazon.com/
neptune/vocab/v01/
DefaultNamedGraph
baseUri

http://aws.amazon.com/
neptune/default

The base URI for RDF/XML and
Turtle formats. The default is
http://aws.amazon.com/
neptune/default.

allowEmptyStrings

true

加载 CSV 数据时，Gremlin 用
户需要能够将空字符串值（“”）
作为节点和边缘属性传递。如
果allowEmptyStrings设置
为false（默认），这样的空字
符串将被视为空值并且不会被加
载。
如果allowEmptyStrings设置
为true，加载器会将空字符串视
为有效的属性值，并相应地加载
它们。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SPARQL 默认图形和命名图形 (p. 89)。
• updateSingleCardinalityProperties— 这是一个可选参数，用于控制批量加载程序如何处理单基
数顶点或边缘属性的新值。这不支持加载 OpencyPher 数据（请参阅正在加载 Opter 数据 (p. 236))。
允许的值："TRUE"、"FALSE"。
默认值："FALSE"。
默认情况下，或者当 updateSingleCardinalityProperties 被显式设置为 "FALSE" 时，加载程序
将新值视为错误，因为它违反了单个基数。
另一方面，当 updateSingleCardinalityProperties 设置为 "TRUE" 时，批量加载程序会用新值替
换现有值。如果在要加载的源文件中提供了多个边缘或单基数顶点属性值，则批量加载结束时的最终值可
以是这些新值中的任何一个值。加载程序仅保证现有值已被其中一个新值替换。
• queueRequest— 这是一个可选的标志参数，用于指示是否可以对加载请求进行排队。
您不必等到一个加载作业完成就可以发出下一个作业，因为 Neptune 可以一次对多达 64 个作业进行排
队，前提是它们的queueRequest所有参数都设置为"TRUE".
如果省略 queueRequest 参数或将其设置为 "FALSE"，则如果另一个加载作业已在运行，该加载请求将
失败。
允许的值："TRUE"、"FALSE"。
默认值："FALSE"。
• dependencies— 这是一个可选参数，可以使排队的加载请求取决于队列中的一个或多个先前作业的成功
完成。
如果是 Neptune 一次可以排队的多达 64 个加载请求queueRequest参数设置为"TRUE". dependencies
参数允许您使此类排队请求的执行取决于成功完成队列中的一个或多个指定的先前请求。
例如，如果加载 Job-A 和 Job-B 彼此独立，但加载 Job-C 在开始之前要求先完成 Job-A 和 Job-B，请
按以下方式进行操作：
1. 不分顺序接连提交 load-job-A 和 load-job-B，并保存它们的加载 ID。
2. 提交 load-job-C，并在其 dependencies 字段中填入前两个作业的加载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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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endencies" : [\"job_A_load_id\", \"job_B_load_id\"]

由于 dependencies 参数，批量加载程序在 Job-A 和 Job-B 成功完成前将不会
启动 Job-C。如果其中任何一个作业失败，则不会执行作业 C，并将其状态设置为
LOAD_FAILED_BECAUSE_DEPENDENCY_NOT_SATISFIED。
您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设置多个依赖关系级别，这样，一个作业的失败将导致所有直接或间接依赖于该作业
的请求被取消。
• userProvidedEdgeIds— 只有在加载包含关系 ID 的 OpencyPher 数据时，才需要使用该参数。它必须
包含在内，并将其设为True当加载数据中显式提供了 OpencyPher 关系 ID 时（推荐）。
何时userProvidedEdgeIds不存在或设置为True，一个:ID列必须存在于加载中的每个关系文件中。
何时userProvidedEdgeIds存在并设置为False，加载中的关系文件一定不能包含一个:IDcolumn. 相
反，Neptune 加载器会自动为每个关系生成一个 ID。
显式提供关系 ID 非常有用，这样加载器就可以在修复 CSV 数据中的错误后恢复加载，而不必重新加载任
何已加载的关系。如果尚未显式分配关系 ID，则加载器无法在必须更正任何关系文件的情况下恢复失败的
加载，而是必须重新加载所有关系。
• accessKey–[已弃用]对 S3 存储桶和数据文件具有访问权限的 IAM 角色的访问密钥 ID。
建议改用 iamRoleArn 参数。有关创建对 Amazon S3 具有访问权限的角色，然后将其与 Neptune 集群关
联的信息，请参阅先决条件：IAM 角色和Amazon S3 访问权限 (p. 215).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访问密钥（访问密钥 ID 和秘密访问密钥）。
• secretKey–[已弃用]这些区域有：iamRoleArn建议改用参数。有关创建对 Amazon S3 具有访问权
限的角色，然后将其与 Neptune 集群关联的信息，请参阅先决条件：IAM 角色和Amazon S3 访问权
限 (p. 215).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访问密钥（访问密钥 ID 和秘密访问密钥）。

加载 OpenCyPher 数据的特殊注意事项
• 加载 CSV 格式的 OpencyPher 数据时，格式参数必须设置为opencypher.
• 这些区域有：updateSingleCardinalityPropertiesOpencyPher 加载不支持参数，因为所有
OpencyPher 属性都具有单基数。OpencyPher 加载格式不支持数组，如果一个 ID 值出现多次，则会将其
视为重复或插入错误（见下文）。
• Neptune 加载器处理它在 OpencyPher 数据中遇到的重复项，如下所示：
• 如果加载器遇到多个具有相同节点 ID 的行，则使用以下规则将它们合并：
• 行中的所有标签都将添加到节点中。
• 对于每个属性，只加载一个属性值。选择要加载的那个是不确定的。
• 如果加载器遇到多个具有相同关系 ID 的行，则只加载其中一行。选择要加载的内容是不确定的。
• 如果加载器遇到具有现有节点或关系的 ID 的加载数据，则从不更新数据库中现有节点或关系的属性值。
但是，它会加载现有节点或关系中不存在的节点标签和属性。
• 尽管您不必为关系分配 ID，但这通常是个好主意（请参阅userProvidedEdgeIds上面的参数）。如果
没有显式的关系 ID，加载器必须重新加载所有关系，以防关系文件中出现错误，而不是从失败的地方恢复
加载。
此外，如果加载数据不包含显式的关系 ID，则加载器无法检测到重复的关系。
以下是 OpencyPher 加载命令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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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l -X POST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loader \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d '
{
"source" : "s3://bucket-name/object-key-name",
"format" : "opencypher",
"userProvidedEdgeIds": "TRUE",
"iamRoleArn" : "arn:aws:iam::account-id:role/role-name",
"region" : "region",
"failOnError" : "FALSE",
"parallelism" : "MEDIUM",
}'

加载器的响应与正常情况相同。例如：
{

}

"status" : "200 OK",
"payload" : {
"loadId" : "guid_as_string"
}

Neptune 加载程序响应语法
{

}

"status" : "200 OK",
"payload" : {
"loadId" : "guid_as_string"
}

200 OK (200 确定)
成功启动的加载任务将返回 200 代码。

Neptune 加载程序错误
当错误出现后，响应的 BODY 中将返回 JSON 对象。message 对象包含对错误的描述。

错误类别
• Error 400-语法错误将返回 HTTP400错误请求错误。此消息描述错误。
• Error 500— 无法处理的有效请求返回 HTTP500内部服务器错误。此消息描述错误。
以下是来自加载程序的可能的错误消息，其中包含对错误的描述。

加载程序错误消息
• Couldn't find the Amazon credential for iam_role_arn (HTTP 400)
未找到凭证。针对 IAM 控制台验证提供的凭证Amazon CLI输出。
• S3 bucket not found for source (HTTP 400)
S3 存储桶不存在。请检查存储桶的名称。
• The source source-uri does not exist/not reachable (HTTP 400)
在 S3 存储桶中未找到匹配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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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able to connect to S3 endpoint. Provided source = source-uri and region =
aws-region (HTTP 500)
无法连接到 Amazon S3。区域必须与集群区域匹配。确保具有 VPC 端点。有关创建 VPC 端点的信息，
请参阅 创建Amazon S3 VPC 终端节点 (p. 227)。
• Bucket is not in provided Region (aws-region) (HTTP 400)
存储桶必须位于同一存储桶中Amazon区域作为您的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 Unable to perform S3 list operation (HTTP 400)
提供的 IAM 用户或角色对存储桶或文件夹无 List 权限。检查存储桶上的此策略或访问控制列表 (ACL)。
• Start new load operation not permitted on a read replica instance (HTTP 405)
加载是写入操作。在读取/写入集群终端节点上重试加载。
• Failed to start load because of unknown error from S3 (HTTP 500)
Amazon S3 返回未知错误。联系 Amazon Web Services Support。
• Invalid S3 access key (HTTP 400)
访问密钥无效。请检查提供的凭证。
• Invalid S3 secret key (HTTP 400)
秘密密钥无效。请检查提供的凭证。
• Max concurrent load limit breached (HTTP 400)
如果提交的加载请求没有附带 "queueRequest" : "TRUE"，并且当前正在运行加载作业，则请求将失
败并显示此错误。
• Failed to start new load for the source "source name". Max load task queue
size limit breached. Limit is 64 (HTTP 400)
Neptune 支持一次对多达 64 个加载作业进行排队。如果额外的加载请求提交到已经包含 64 个作业的队
列，请求将失败并显示此消息。

Neptune e 加载程序示例
Example 请求
下面是使用 curl 命令经由 HTTP POST 发送的请求。它加载 Neptune CSV 格式的文件。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 Gremlin 加载数据格式 (p. 218)。
curl -X POST \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loader -d '
{
"source" : "s3://bucket-name/object-key-name",
"format" : "csv",
"iamRoleArn" : "ARN for the IAM role you are using",
"region" : "region",
"failOnError" : "FALSE",
"parallelism" : "MEDIUM",
"updateSingleCardinalityProperties" : "FALSE",
"queueRequest" : "FALSE"
}'

Example 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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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 "200 OK",
"payload" : {
"loadId" : "ef478d76-d9da-4d94-8ff1-08d9d4863aa5"
}

}

Neptune 加载程序获取状态 API
获取 loader 任务的状态。
要获取加载状态，必须将 HTTP GET 请求发送到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loader 终
端节点。要获取特定加载请求的状态，必须包含 loadId 作为 URL 参数，也可将 loadId 附加到 URL 路
径。
Neptune 仅跟踪最近的 1024 个批量加载作业，并且仅存储每个作业的最后 10000 个错误详细信息。
请参阅Neptune 加载程序错误和源消息 (p. 734)以获取错误时加载器返回的错误和上传数据消息的列表。
目录
• Neptune 加载程序获取状态请求 (p. 239)
• 加载程序获取状态请求语法 (p. 239)
• Neptune 加载程序获取状态请求参数 (p. 239)
• Neptune Loader 获取状态响应 (p. 240)
• Neptune Loader 获取状态响应 JSON 布局 (p. 240)
• Neptune 加载程序获取状态overallStatus和failedFeeds响应对象 (p. 241)
• Neptune 加载程序获取状态errors响应对象 (p. 242)
• Neptune 加载程序获取状态errorLogs响应对象 (p. 242)
• Neptune 加载程序获取状态示例 (p. 243)
• 加载状态请求示例 (p. 243)
• Loadids 请求示例 (p. 244)
• 详细状态请求示例 (p. 244)
• Neptune 加载程序获取状态errorLogs例子 (p. 245)
• 错误发生时的详细状态响应示例 (p. 245)
• a (示例)Data prefetch task interrupted错误 (p. 246)

Neptune 加载程序获取状态请求
加载程序获取状态请求语法
GET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loader?loadId=loadId

GET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loader/loadId

GET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loader

Neptune 加载程序获取状态请求参数
• loadId— 加载任务的 ID。如果未指定 loadId，则返回加载 ID 的列表。
• details— 包括整体状态之外的详细信息。
允许的值：TRUE、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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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值：FALSE。
• errors— 包含错误的列表。
允许的值：TRUE、FALSE。
默认值：FALSE。
将对错误的列表进行分页。page 和 errorsPerPage 参数允许浏览所有错误。
• page— 错误页码。仅当 errors 参数设置为 TRUE 时有效。
允许的值：正整数。
默认值：1.
• errorsPerPage— 每页的错误数量。仅当 errors 参数设置为 TRUE 时有效。
允许的值：正整数。
默认值：10.
• limit-要列出的加载 ID 的数量。仅当通过发送 GET 请求且未指定 loadId 来请求加载 ID 的列表时有
效。
允许的值：从 1 到 100 的正整数。
默认值：100.
• includeQueuedLoads— 一个可选参数，可用于在请求加载 ID 列表时排除排队的加载请求的加载 ID。

Note
可以通过使用此参数Neptune 引擎版本 1.0.3.0 (p. 779).
默认情况下，状态为 LOAD_IN_QUEUE 的所有加载作业的加载 ID 都包含在此类列表中。它们显示在其他
作业的加载 ID 之前，按照将它们添加到队列的时间从最近到最早进行排序。
允许的值：TRUE、FALSE。
默认值：TRUE。

Neptune Loader 获取状态响应
Neptune Loader 获取状态响应 JSON 布局
加载器状态响应的总体布局如下所示：
{

"status" : "200 OK",
"payload" : {
"feedCount" : [
{
"LOAD_FAILED" : number
}
],
"overallStatus" : {
"fullUri" : "s3://bucket/key",
"runNumber" : number,
"retryNumber" : number,
"status" : "string",
"totalTimeSpent" : number,
"startTime" : number,
"totalRecords" :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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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Duplicates" : number,
"parsingErrors" : number,
"datatypeMismatchErrors" : number,
"insertErrors" : number,

}

}

},
"failedFeeds" : [
{
"fullUri" : "s3://bucket/key",
"runNumber" : number,
"retryNumber" : number,
"status" : "string",
"totalTimeSpent" : number,
"startTime" : number,
"totalRecords" : number,
"totalDuplicates" : number,
"parsingErrors" : number,
"datatypeMismatchErrors" : number,
"insertErrors" : number,
}
],
"errors" : {
"startIndex" : number,
"endIndex" : number,
"loadId" : "string,
"errorLogs" : [ ]
}

Neptune 加载程序获取状态overallStatus和failedFeeds响应对象
为每个失败的馈送返回的可能响应（包括错误描述）与overallStatus中的对象Get-Status响应。
以下字段将显示在overallStatus所有载荷的对象，以及failedFeeds每个失败的馈送的对象：
• fullUri -要加载的文件的 URI。
类型：字符串
格式：s3://bucket/key。
• runNumber— 此加载或馈送的运行编号。此编号将在加载重新启动时增加。
类型：无符号整数
• retryNumber— 此加载或馈送的重试编号。此编号将在加载程序自动重试馈送或加载时递增。
类型：无符号整数
• status— 返回的加载状态或馈送状态。LOAD_COMPLETED指示加载成功，无问题。有关其他加载状态消
息的列表，请参阅Neptune 加载程序错误和源消息 (p. 734).
类型：字符串。
• totalTimeSpent— 解析并插入以进行加载或馈送的数据所耗费时间（秒）。这不包括提取源文件列表
所耗费时间。
类型：无符号整数
• totalRecords-已加载或尝试加载的记录总数。
类型：无符号整数
• totalDuplicates-遇到的重复记录的数量。
类型：无符号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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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OpencyPher 加载，在以下情况下将计算重复次数：
• 加载器检测到节点文件中的某一行具有没有 ID 空间的 ID 与另一个 ID 值相同，该值位于另一行或属于
现有节点中，与没有 ID 空间的另一行 ID 值相同。
• 加载器检测到节点文件中的某一行的 ID 与 ID 空间的另一个 ID 值相同，该值位于另一行或属于现有节
点。
请参阅 加载 OpenCyPher 数据的特殊注意事项 (p. 236)。
• parsingErrors— 遇到的解析错误的数量。
类型：无符号整数
• datatypeMismatchErrors— 数据类型与指定数据不匹配的记录的数量。
类型：无符号整数
• insertErrors— 由于错误而无法插入的记录的数量。
类型：无符号整数

Neptune 加载程序获取状态errors响应对象
错误分为以下几类：
• Error 400— 无效的loadId返回一个 HTTP400错误请求错误。此消息描述错误。
• Error 500— 无法处理的有效请求返回 HTTP500内部服务器错误。此消息描述错误。
请参阅Neptune 加载程序错误和源消息 (p. 734)以获取错误时加载器返回的错误和上传数据消息的列表。
当错误出现后，JSONerrors对象在BODY的响应，包含以下字段：
• startIndex— 包含的第一个错误的索引。
类型：无符号整数
• endIndex— 包含的最后一个错误的索引。
类型：无符号整数
• loadId— 加载的 ID。可通过将 errors 参数设置为 TRUE 来使用此 ID 打印错误。
类型：字符串。
• errorLogs— 错误列表。
类型：列表

Neptune 加载程序获取状态errorLogs响应对象
这些区域有：errorLogs下方的对象errors在加载器中，Get-Status 响应包含一个使用以下字段描述每个
错误的对象：
• errorCode— 标识错误的性质。
它可能接受以下值：
• PARSING_ERROR
• S3_ACCESS_DENIED_ERROR
• FROM_OR_TO_VERTEX_ARE_MISSING
• ID_ASSIGNED_TO_MULTIPLE_EDGES
API 版本 2020-12-18
242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加载程序参考

• SINGLE_CARDINALITY_VIOLATION
• FILE_MODIFICATION_OR_DELETION_ERROR
• OUT_OF_MEMORY_ERROR
• INTERNAL_ERROR（当批量加载器无法确定错误的类型时返回）。
• errorMessage-描述错误的消息。
这可以是与错误代码关联的通用消息，也可以是包含详细信息的特定消息，例如关于缺失的起点/终点或解
析错误。
• fileName— 源的名称。
• recordNum— 在解析错误的情况下，这是记录文件中无法解析的记录编号。如果记录编号不适用于错
误，或者无法确定，则将其设置为零。
例如，如果批量加载器在 RDF 中遇到错误行（如下所示），则会生成解析错误nquadsfile:
<http://base#subject> |http://base#predicate> <http://base#true> .

正如你所看到的，第二个http在上面的行前面应该加上<而不是|. 生成的错误对象位于errorLogs在状态响
应中将如下所示：
{

},

"errorCode" : "PARSING_ERROR",
"errorMessage" : "Expected '<', found: |",
"fileName" : "s3://bucket/key",
"recordNum" : 12345

Neptune 加载程序获取状态示例
加载状态请求示例
下面是使用 curl 命令经由 HTTP GET 发送的请求。
curl -X GET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loader/loadId (a UUID)'

Example 响应
{

"status" : "200 OK",
"payload" : {
"feedCount" : [
{
"LOAD_FAILED" : 1
}
],
"overallStatus" : {
"datatypeMismatchErrors" : 0,
"fullUri" : "s3://bucket/key",
"insertErrors" : 0,
"parsingErrors" : 5,
"retryNumber" : 0,
"runNumber" : 1,
"status" : "LOAD_FAILED",
"totalDuplicates" : 0,
"totalRecords" : 5,
"totalTimeSpent" :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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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oadids 请求示例
下面是使用 curl 命令经由 HTTP GET 发送的请求。
curl -X GET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loader?limit=3'

Example 响应
{

}

"status" : "200 OK",
"payload" : {
"loadIds" : [
"a2c0ce44-a44b-4517-8cd4-1dc144a8e5b5",
"09683a01-6f37-4774-bb1b-5620d87f1931",
"58085eb8-ceb4-4029-a3dc-3840969826b9"
]
}

详细状态请求示例
下面是使用 curl 命令经由 HTTP GET 发送的请求。
curl -X GET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loader/loadId (a UUID)?details=true'

Example 响应
{

"status" : "200 OK",
"payload" : {
"failedFeeds" : [
{
"datatypeMismatchErrors" : 0,
"fullUri" : "s3://bucket/key",
"insertErrors" : 0,
"parsingErrors" : 5,
"retryNumber" : 0,
"runNumber" : 1,
"status" : "LOAD_FAILED",
"totalDuplicates" : 0,
"totalRecords" : 5,
"totalTimeSpent" : 3.0
}
],
"feedCount" : [
{
"LOAD_FAILED" : 1
}
],
"overallStatus" : {
"datatypeMismatchErrors" : 0,
"fullUri" : "s3://bucket/key",
"insertErrors" : 0,
"parsingErrors" : 5,
"retryNumber" : 0,
"runNumber" : 1,
"status" : "LOAD_F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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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totalDuplicates" : 0,
"totalRecords" : 5,
"totalTimeSpent" : 3.0

Neptune 加载程序获取状态errorLogs例子
错误发生时的详细状态响应示例
这是通过 HTTP 发送的请求GET使用curl：
curl -X GET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loader/0a237328-afd5-4574-a0bcc29ce5f54802?details=true&errors=true&page=1&errorsPerPage=3'

Example 错误发生时的详细响应
这是您可能从上面的查询中得到的响应的一个示例，带有errorLogs列出遇到的加载错误的对象：
{

"status" : "200 OK",
"payload" : {
"failedFeeds" : [
{
"datatypeMismatchErrors" : 0,
"fullUri" : "s3://bucket/key",
"insertErrors" : 0,
"parsingErrors" : 5,
"retryNumber" : 0,
"runNumber" : 1,
"status" : "LOAD_FAILED",
"totalDuplicates" : 0,
"totalRecords" : 5,
"totalTimeSpent" : 3.0
}
],
"feedCount" : [
{
"LOAD_FAILED" : 1
}
],
"overallStatus" : {
"datatypeMismatchErrors" : 0,
"fullUri" : "s3://bucket/key",
"insertErrors" : 0,
"parsingErrors" : 5,
"retryNumber" : 0,
"runNumber" : 1,
"status" : "LOAD_FAILED",
"totalDuplicates" : 0,
"totalRecords" : 5,
"totalTimeSpent" : 3.0
},
"errors" : {
"endIndex" : 3,
"errorLogs" : [
{
"errorCode" : "PARSING_ERROR",
"errorMessage" : "Expected '<', found: |",
"fileName" : "s3://bucket/key",
"recordNum"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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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rrorCode" : "PARSING_ERROR",
"errorMessage" : "Expected '<', found: |",
"fileName" : "s3://bucket/key",
"recordNum" : 2

}

}

}

"errorCode" : "PARSING_ERROR",
"errorMessage" : "Expected '<', found: |",
"fileName" : "s3://bucket/key",
"recordNum" : 3

}
],
"loadId" : "0a237328-afd5-4574-a0bc-c29ce5f54802",
"startIndex" : 1

a (示例)Data prefetch task interrupted错误
在某些情况下，当您收到 LOAD_FAILED 状态，然后请求详细信息时，返回的错误可能是 PARSING_ERROR
以及 Data prefetch task interrupted 消息，如下所示：
"errorLogs" : [
{
"errorCode" : "PARSING_ERROR",
"errorMessage" : "Data prefetch task interrupted: Data prefetch task for 11467
failed",
"fileName" : "s3://some-source-bucket/some-source-file",
"recordNum" : 0
}
]

在数据加载过程中发生临时中断时会出现此错误，这种中断一般不是由您的请求或数据导致的。这
通常可以通过再次运行批量上传请求加以解决。如果您使用的是默认设置，即 "mode":"AUTO" 和
"failOnError":"TRUE"，则在发生中断时，加载程序会跳过已经成功加载的文件，并继续加载尚未加载
的文件。

Neptune 加载程序取消Job
取消加载任务。
要取消任务，必须将 HTTP DELETE 请求发送到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loader 终
端节点。loadId 可以追加到 /loader URL 路径，或作为变量包含在 URL 中。

取消Job 请求语法
DELETE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loader?loadId=loadId

DELETE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loader/loadId

取消任务请求参数
loadId
加载任务的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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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任务响应语法
no response body

200 OK (200 确定)
成功删除的加载任务将返回 200 代码。

取消任务错误
当错误出现后，响应的 BODY 中将返回 JSON 对象。message 对象包含对错误的描述。

错误类别
• Error 400— 无效的loadId返回一个 HTTP400错误请求错误。此消息描述错误。
• Error 500— 无法处理的有效请求返回 HTTP500内部服务器错误。此消息描述错误。

取消任务错误消息
以下是来自取消 API 的可能的错误消息，其中包含对错误的描述。
• The load with id = load_id does not exist or not active(HTTP 404)-找不到加载。检查
id 参数的值。
• Load cancellation is not permitted on a read replica instance.(HTTP 405)-加载是
写入操作。在读取/写入集群终端节点上重试加载。

取消任务示例
Example 请求
下面是使用 curl 命令经由 HTTP DELETE 发送的请求。
curl -X DELETE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loader/0a237328-afd5-4574-a0bcc29ce5f54802'

使用Amazon Database Migration Service将数据从
其他数据存储加载到 Amazon Neptune 中
Amazon Database Migration Service(Amazon DMS) 可以将数据加载到 Neptune 中支持的源数据库快速、
安全。源数据库在迁移过程中可保持完全正常运行，从而最大程度减少依赖于该数据库的应用程序停机时
间。
您可以找到有关的详细信息Amazon DMS中的Amazon Database Migration Service用户指南和Amazon
Database Migration ServiceAPI 参考. 特别是，您可以了解如何将 Neptune 集群设置为迁移目标将 Amazon
Neptune 作为目标Amazon Database Migration Service.
以下是使用将数据导入 Neptune 中的一些先决条件Amazon DMS：
• 您需要创建一个Amazon DMStable mapping 对象定义应该如何从源数据库提取数据（请参阅使用 JSON
按表映射指定表选择和转换中的Amazon DMS用户指南了解详情）。此表映射配置对象指定应读取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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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按何种顺序读取以及如何命名它们的列。它还可以筛选正在复制的行，并提供简单的值转换，例如转
换为小写或舍入。
• 你需要创造一个NeptuneGraphMappingConfig指定如何将从源数据库中提取的数据加载到 Neptune。
对于 RDF 数据（使用 SPARQL 查询），GraphMappingConfig 使用 W3 的标准 R2RML 映射语言编
写。对于属性图形数据（使用 Gremlin 进行查询），GraphMappingConfig是一个 JSON 对象，如中所
述GraphMappingConfig 属性图形/Gremlin 数据的布局 (p. 249).
• 您必须使用Amazon DMS在与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相同的 VPC 中创建复制实例，以便协调数据传输。
• 您还需要一个 Amazon S3 存储桶来用作中间存储，暂存迁移数据。

创造出一座Neptune GraphMappingConfig
这些区域有：GraphMappingConfig您创建的指定如何将从源数据存储中提取的数据加载到 Neptune 数据
库集群中。其格式根据要加载 RDF 数据还是要加载属性图形数据而有所不同。
对于 RDF 数据，您可以使用 W3 R2RML 语言，将关系数据映射到 RDF。
如果要加载将使用 Gremlin 查询的属性图数据，则为 GraphMappingConfig 创建 JSON 对象。

GraphMappingConfig RDF/SPARQL 数据的布局
如果要加载将使用 SPARQL 查询的 RDF 数据，则使用
SPARQLGraphMappingConfig在R2RML.R2RML是用于将关系数据映射到 RDF 的标准 W3 语言。示例如
下：
@prefix rr: <http://www.w3.org/ns/r2rml#> .
@prefix ex: <http://example.com/ns#> .
<#TriplesMap1>
rr:logicalTable [ rr:tableName "nodes" ];
rr:subjectMap [
rr:template "http://data.example.com/employee/{id}";
rr:class ex:Employee;
];
rr:predicateObjectMap [
rr:predicate ex:name;
rr:objectMap [ rr:column "label" ];
] .

以下是另一个示例：
@prefix
@prefix
@prefix
@prefix

rr: <http://www.w3.org/ns/r2rml#> .
ex: <http://example.com/#> .
foaf: <http://xmlns.com/foaf/0.1/> .
xsd: <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 .

<#TriplesMap2>
rr:logicalTable [ rr:tableName "Student" ];
rr:subjectMap
[ rr:template "http://example.com/{ID}{Name}";
rr:class foaf:Person ];
rr:predicateObjectMap [
rr:predicate ex:id ;
rr:objectMap [ rr:column "ID";
rr:datatype xsd:integer ]
];
rr:predicateObjectMap [
rr:predicate foaf:name ;
rr:objectMap [ rr:column "Nam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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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3 建议位于R2RML: RDB 到 RDF 的映射语言提供了该语言的详细信息。

GraphMappingConfig 属性图形/Gremlin 数据的布局
与属性图形数据相当的 GraphMappingConfig 是一个 JSON 对象，该对象为要从源数据生成的每个图形实
体提供映射规则。以下模板显示了此对象中的各个规则的情况：
{

}

"rules": [
{
"rule_id": "(an identifier for this rule)",
"rule_name": "(a name for this rule)",
"table_name": "(the name of the table or view being loaded)",
"vertex_definitions": [
{
"vertex_id_template": "{col1}",
"vertex_label": "(the vertex to create)",
"vertex_definition_id": "(an identifier for this vertex)",
"vertex_properties": [
{
"property_name": "(name of the property)",
"property_value_template": "{col2} or text",
"property_value_type": "(data type of the property)"
}
]
}
]
},
{
"rule_id": "(an identifier for this rule)",
"rule_name": "(a name for this rule)",
"table_name": "(the name of the table or view being loaded)",
"edge_definitions": [
{
"from_vertex": {
"vertex_id_template": "{col1}",
"vertex_definition_id": "(an identifier for the vertex referenced above)"
},
"to_vertex": {
"vertex_id_template": "{col3}",
"vertex_definition_id": "(an identifier for the vertex referenced above)"
},
"edge_id_template": {
"label": "(the edge label to add)",
"template": "{col1}_{col3}"
},
"edge_properties":[
{
"property_name": "(the property to add)",
"property_value_template": "{col4} or text",
"property_value_type": "(data type like String, int, double)"
}
]
}
]
}
]

请注意，顶点标签的存在意味着在这里创建了顶点，而没有顶点标签则意味着顶点由不同的源创建，而此定
义仅添加顶点属性。
以下是员工记录的示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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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ules": [
{
"rule_id": "1",
"rule_name": "vertex_mapping_rule_from_nodes",
"table_name": "nodes",
"vertex_definitions": [
{
"vertex_id_template": "{emp_id}",
"vertex_label": "employee",
"vertex_definition_id": "1",
"vertex_properties": [
{
"property_name": "name",
"property_value_template": "{emp_name}",
"property_value_type": "String"
}
]
}
]
},
{
"rule_id": "2",
"rule_name": "edge_mapping_rule_from_emp",
"table_name": "nodes",
"edge_definitions": [
{
"from_vertex": {
"vertex_id_template": "{emp_id}",
"vertex_definition_id": "1"
},
"to_vertex": {
"vertex_id_template": "{mgr_id}",
"vertex_definition_id": "1"
},
"edge_id_template": {
"label": "reportsTo",
"template": "{emp_id}_{mgr_id}"
},
"edge_properties":[
{
"property_name": "team",
"property_value_template": "{team}",
"property_value_type": "String"
}
]
}
]
}
]

创建Amazon DMS以 Neptune 为目标的复制任务
创建表映射和图形映射配置后，使用以下过程将数据从源存储加载到 Neptune 中。有关所涉及 API 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 Amazon DMS 文档。

第 1 步：创建Amazon DMS复制实例
创建Amazon DMS运行您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 VPC 中的复制实例（请参阅使用AmazonDMS 复制实
例和CreateReplicationInstance中的Amazon DMS用户指南）。您可以使用类似以下的 Amazon CLI 命令来
执行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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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dms create-replication-instance \
--replication-instance-identifier (the replication instance identifier) \
--replication-instance-class (the size and capacity of the instance, like
'dms.t2.medium') \
--allocated-storage (the number of gigabytes to allocate for the instance initially) \
--engine-version (the DMS engine version that the instance should use) \
--vpc-security-group-ids (the security group to be used with the instance)

第 2 步 为源数据库创建 Amazon DMS 终端节点
下一步是为您的源数据存储创建 Amazon DMS 终端节点。您可以使用Amazon DMS CreateEndpointAPI 在
Amazon CLI像这样：
aws dms create-endpoint \
--endpoint-identifier (source endpoint identifier) \
--endpoint-type source \
--engine-name (name of source database engine) \
--username (user name for database login) \
--password (password for login) \
--server-name (name of the server) \
--port (port number) \
--database-name (database name)

第 3 步 为 Neptune 设置Amazon S3 存储桶供暂存数据
如果您没有可用于存储数据的 Amazon S3 存储桶，请按照中所述创建一个存储桶。创建存储桶在 Amazon
S3 入门指南中，或如何创建 S3 存储桶？（在控制台用户指南中）。
您需要创建 IAM 策略来授予GetObject、PutObject、DeleteObject和ListObject存储桶的权限（如
果您还没有权限）：
{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ListObjectsInBucket",
"Effect": "Allow",
"Action": [
"s3:ListBucket"
],
"Resource": [
"arn:aws:s3:::(bucket-name)"
]
},
{
"Sid": "AllObjectActions",
"Effect": "Allow",
"Action": [
"s3:GetObject",
"s3:PutObject",
"s3:DeleteObject",
"s3:ListObject"
],
"Resource": [
"arn:aws:s3:::(bucket-nam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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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启用了 IAM 身份验证，则还需要包括以下策略：
{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VisualEditor0",
"Effect": "Allow",
"Action": "neptune-db:*",
"Resource": "(the ARN of your Neptune DB cluster resource)"
}
]

创建一个 IAM 角色作为将策略附加到的可信文档：
{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dms.amazonaws.com"
},
"Action": "sts:AssumeRole"
},
{
"Sid": "neptune",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rds.amazonaws.com"
},
"Action": "sts:AssumeRole"
}
]

将策略附加到角色后，将该角色附加到 Neptune 数据库集群。这将允许 Amazon DMS 使用存储桶暂存所加
载的数据。

第 4 步 在 Neptune VPC 中创建Amazon S3 终端节点
现在，在您的Neptune 集群所在的 VPC 中，为中间的 Amazon S3 存储桶创建 VPC 网关终端节点。您可以
使用 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或 Amazon CLI 完成此操作，如创建网关终端节点中所
述。

步骤 5：创建Amazon DMSNeptune 的目标终端节点
创建Amazon DMS目标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终端节点。您可以使用Amazon DMS CreateEndpoint使用的
APINeptuneSettings像这样的参数::
aws dms create-endpoint \
--endpoint-identifier (target endpoint identifier) \
--endpoint-type target \
--engine-name neptune \
--server-name (name of the server) \
--port (port number) \
--neptune-settings '{ \
"ServiceAccessRoleArn": "(ARN of the service access role)", \
"S3BucketName": "(name of S3 bucket to use for staging files when migra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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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BucketFolder": "(name of the folder to use in that S3 bucket)", \
"ErrorRetryDuration": (number of milliseconds to wait between bulk-load retries), \
"MaxRetryCount": (the maximum number of times to retry a failing bulk-load job), \
"MaxFileSize": (maximum file size, in bytes, of the staging files written to S3), \
"isIamAuthEnabled": (set to true if IAM authentication is enabled on the Neptune
cluster) }'

在其 NeptuneSettings 参数中传递到 Amazon DMS CreateEndpoint API 的 JSON 对象具有以下字
段：
• ServiceAccessRoleArn–(必需)IAM 角色的 ARN，该角色允许对用于暂存迁移到 Neptune 的数据的 S3
存储桶进行精细访问。如果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启用了 IAM 授权，则此角色还应有权访问该数据库。
• S3BucketName–(必需)对于完全加载迁移，复制实例会将所有 RDS 数据转换为 CSV、quad 文件并将其
上传到 S3 中的此暂存存储桶中，然后将其批量加载到 Neptune 中。
• S3BucketFolder–(必需)要在 S3 暂存存储桶中使用的文件夹。
• ErrorRetryDuration–（可选）在 Neptune 请求失败后在发出重试请求之前等待的毫秒数。默认值为
250。
• MaxRetryCount–（可选）最大重试请求的数量Amazon DMS应在发生可重试的失败后。默认 为 5。
• MaxFileSize–（可选）迁移期间，保存到 S3 的各个暂存文件的最大大小（以字节为单位）。默认值为
1048576 KB (1 GB)。
• IsIAMAuthEnabled–（可选）设置设置true如果在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上启用了 IAM 身份验证，或
者false如果没有。默认为 false。

步骤 6：测试与新终端节点的连接
可以使用测试与各个新终端节点的连接Amazon DMS url=” https://docs.aws.amazon.com/dms/latest/
APIReference/API_TestConnection.html ">TestConnectionAPI：
aws dms test-connection \
--replication-instance-arn (the ARN of the replication instance) \
--endpoint-arn (the ARN of the endpoint you are testing)

第 7 步 创建 Amazon DMS 复制任务
成功完成上述步骤后，使用创建复制任务，以便将数据从源数据存储迁移到 NeptuneAmazon DMS
CreateReplicationTaskAPI：
aws dms create-replication-task \
--replication-task-identifier (name for the replication task) \
--source-endpoint-arn (ARN of the source endpoint) \
--target-endpoint-arn (ARN of the target endpoint) \
--replication-instance-arn (ARN of the replication instance) \
--migration-type full-load \
--table-mappings (table-mapping JSON object or URI like 'file:///tmp/tablemappings,json') \
--task-data (a GraphMappingConfig object or URI like 'file:///tmp/graph-mappingconfig.json')

这些区域有：TaskData参数提供了GraphMappingConfig (p. 248)用于说明所复制的数据应如何存储在
Neptune 中。

第 8 步 启动 Amazon DMS 复制任务
现在，您可以启动复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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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dms start-replication-task
--replication-task-arn (ARN of the replication task started in the previous step)
--start-replication-task-type start-re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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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Neptune 图
Neptune 支持以下图查询语言来访问图：
• Gremlin，由定义阿帕奇 TinkerPop用于创建和查询属性图。
采用 Gremlin 的查询是由离散步骤组成的遍历，每个步骤都沿着一条边到达节点。
请参阅使用 Gremlin 访问Neptune 图 (p. 256)了解如何在 Neptune 中使用 Gremlin，以及Amazon
Neptune 中的 Gremlin 标准合规性 (p. 80)来查找有关 Gremlin Neptune 实现的具体细节。
• OpencyPher (p. 332)是一种用于属性图的声明式查询语言，最初由 Neo4j 开发，然后在 2015 年开源，
为OpencyPherApache 2 开源许可证下的项目。其语法记录在OpenePher 规范.
• SPRACL是一种基于图模式匹配的声明性语言，用于查询RDFDATA。它由万维网联盟.
请参阅使用 SPARQL 访问Neptune 图 (p. 365)了解在Neptune 中使用 SPARQL 的信息，Amazon
Neptune 的 SPARQL 标准合规性 (p. 88)来查找有关 SPARQL Neptune 实现的具体细节。
主题
• Amazon Neptune 中的查询队列 (p. 255)
• 使用 Gremlin 访问Neptune 图 (p. 256)
• 使用 OpencyPher 访问Neptune 图 (p. 332)
• 使用 SPARQL 访问Neptune 图 (p. 365)

Amazon Neptune 中的查询队列
在开发和调整图形应用程序时，了解数据库对查询进行排队的方式有何影响可能会有帮助。在 Amazon
Neptune 中，查询按以下方式排队：
• 无论实例大小如何，每个实例可排队的最大查询数为 8192。超过该数字之后，系统将拒绝任意查询，查询
失败并显示 ThrottlingException。
• 一次可以执行的最大查询数由分配的工作线程数决定，该数量通常设置为可用虚拟 CPU 核心 (vCPU) 数的
两倍。
• 查询延迟包括查询在队列中花费的时间、往返行程时间以及实际执行所用的时间。

确定在给定时刻队列中有多少查询
这些区域有：MainRequestQueuePendingRequests CloudWatch 指标以五分钟的粒度记录在输入队列中
排队的请求数（请参阅Neptune CloudWatch 指标 (p. 662))。
对于 Gremlin，您可以使用 Gremlin 查询状态 API (p. 279) 返回的 acceptedQueryCount 值获取队列中
的当前查询计数。但请注意，SPARQL 查询状态 API (p. 387) 返回的 acceptedQueryCount 值包括自服
务器启动以来接受的所有查询，已完成的查询也计算在内。

查询排队如何影响超时
如上所述，查询延迟包括查询在队列中花费的时间以及执行所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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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查询超时时段的测量通常是从进入队列时开始，因此进展缓慢的队列会导致许多查询一出队就超时。这
显然是不可取的，所以除非查询可以快速执行，否则请尽量避免大量的查询排队。

使用 Gremlin 访问Neptune 图
Amazon Neptune 与 Apache 兼容 TinkerPop3 还有 Gremlin。这意味着，您可以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实
例，并使用 Gremlin 遍历语言查询图形（请参阅Graph在 Apache TinkerPop3 个文档）。有关 Gremlin 的
Neptune 实施的差异，请参阅Gremlin 标准合规 (p. 80).
不同的Neptune 引擎版本支持不同的 Gremlin 版本。检查引擎 Command (p. 736)你正在运行的 Neptune
版本，以确定它支持哪个 Gremlin 版本。
Gremlin 中的遍历 是一系列连环步骤。它开始于顶点（或边缘）。它通过依次按照每个顶点的传出边缘，然
后按接下来这些顶点的传出边缘来遍历图形。每个步骤都是遍历中的一个操作。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遍
历中的 TinkerPop3 文本。
Gremlin 语言有多个变体，并支持采用多种编程语言进行 Gremlin 访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关于
Gremlin 语言变体中的 TinkerPop3 文本。
本文档介绍如何使用以下变体和编程语言访问 Neptune。
如中所述传输中加密：使用 SQL/HTTPS 连接到 Neptune (p. 137)，则可以使用传输层安全性/安全套接字层
(TLS/SSSSL) 连接到 NeptuneAmazon地区。在一些区域中，您只能 使用 TLS/SSL 连接。无论您的区域是
什么，以后最好是在连接中使用 HTTPS 而不是 HTTP。
Gremlin-Groovy
此部分中的 Gremlin 控制台和 HTTP REST 示例使用 Gremlin-Groovy 变体。有关 Gremlin 控制台和
Amazon Neptune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使用 Gremlin” (p. 64)中的 “快速入门” 部分。
Gremlin-Java
Java 示例是用官方的 TinkerPop3 Java 实现并使用 Gremlin-Java 变体。
Gremlin-Python
Python 示例是用官方的 TinkerPop3 Python 实现并使用 Gremlin-Python 变体。
以下部分将演示如何使用 Gremlin 控制台，REST通过 HTTPS 的及各种编程语言来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
实例。
在开始之前，您必须具有以下内容：
• 一个 Neptune 数据库实例。有关创建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信息，请参阅创建新的 Neptune 数据库集
群 (p. 52).
• 与您的 Neptune 数据库实例处于相同的 Virtual Cloud (VPC) 中的 Amazon EC2 实例。
有关将数据加载到 Neptune 中（包括先决条件、加载格式和加载参数）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将数据加载到
Amazon Neptune (p. 214).
主题
• 设置 Gremlin 控制台以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p. 257)
• 使用 HTTPS REST 终端节点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p. 260)
• 基于 Java 的 Gremlin 客户将与Amazon Neptune 配合使用 (p.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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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Python 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p. 269)
• 使用 .NET 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p. 271)
• 使用 Node.js 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p. 272)
• Gremlin 查询提示 (p. 274)
• Gremlin 查询状态 API (p. 279)
• Gremlin 查询取消 (p. 280)
• Support 基于 Gremlin 脚本的会话 (p. 281)
• Gremlin 在Neptune 的交易 (p. 282)
• Gremlin API 与Amazon Neptune 使用 (p. 283)
• 在Amazon Neptune Gremlin 中缓存查询结果 (p. 283)
• 使用 Gremlin 制作高效的 upserts (p. 288)
• 使用 Gremlin 分析 Neptune 查询执行情况explain (p. 297)
• 将 Gremlin 与 Neptune DFE 查询引擎配合使用 (p. 331)

设置 Gremlin 控制台以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Gremlin 控制台允许你试验 TinkerPop REPL 中的图形和查询 (read-eval-print 循环）环境。

安装 Gremlin 控制台并以通常的方式连接到它
您可以使用 Gremlin 控制台连接到远程图形数据库。以下部分将引导您安装和配置 Gremlin 控制台以远程连
接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您必须按照与您的 Neptune 数据库实例位于同一 Virtual Private Cloud (VPC) 中
的 Amazon EC2 实例中的说明操作。
有关使用 SSL/TLS（必需）连接到 Neptune 的帮助，请参阅SL/TLS 配置 (p. 266).

Note
如果您IAM 身份验证启用 (p. 143)在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上，按中的说明操作使用 Gremlin 控制台
和签名版本 4 签名连接到 Neptune (p. 144)来安装 Gremlin 控制台，而不是此处的说明。

安装 Gremlin 控制台并连接到 Neptune
1.

Gremlin 控制台二进制文件需要 Java 8 或 Java 11。这些说明假定使用 Java 11。您可以按以下步骤在
EC2 实例上安装 Java 11：
• 如果您使用的是Amazon Linux 2 (AL2)：
sudo amazon-linux-extras install java-openjdk11

• 对于其他发行版，请使用以下任意一项：
sudo yum install java-11-openjdk-devel

或：
sudo apt-get install openjdk-11-jdk

2.

输入以下命令以在 EC2 实例上将 Java 11 设置为默认运行时。
sudo /usr/sbin/alternatives --config 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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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提示时，输入 Java 11 的数量。
3.

从 Apache 网站下载相应版本的 Gremlin 控制台。你可以查看引擎 Command (p. 736)对于你当前
正在运行的 Neptune 引擎版本，以确定它支持哪个 Gremlin 版本。例如，对于版本 3.5.2，您可以下
载Gremlin 控制台来自 的Apache Tinkerpop3网站进入你的 EC2 实例，如下所示：
wget https://archive.apache.org/dist/tinkerpop/3.5.2/apache-tinkerpop-gremlinconsole-3.5.2-bin.zip

4.

解压缩 Gremlin 控制台 zip 文件。
unzip apache-tinkerpop-gremlin-console-3.5.2-bin.zip

5.

将目录更改为解压缩的目录。
cd apache-tinkerpop-gremlin-console-3.5.2

6.

在提取的目录的 conf 子目录中，创建名为 neptune-remote.yaml 的包含以下文本的文
件。Replaceyour-neptune-endpoint使用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方括号 ([ ])
是必需的。

Note
有关查找您的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主机名的信息，请参阅连接到Amazon Neptune 终端节
点 (p. 115)部分.
hosts: [your-neptune-endpoint]
port: 8182
connectionPool: { enableSsl: true }
serializer: { className: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driver.ser.GraphBinaryMessageSerializerV1,
config: { serializeResultToString: true }}

7.

在终端中，导航到 Gremlin 控制台目录 (apache-tinkerpop-gremlin-console-3.5.2)，然后输
入以下命令来运行 Gremlin 控制台。
bin/gremlin.sh

您应看到以下输出：
\,,,/
(o o)
-----oOOo-(3)-oOOo----plugin activated: tinkerpop.server
plugin activated: tinkerpop.utilities
plugin activated: tinkerpop.tinkergraph
gremlin>

您现在位于 gremlin> 提示符处。将在此提示符处输入剩余步骤。
8.

在gremlin>提示符处，输入以下命令以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remote connect tinkerpop.server conf/neptune-remote.yaml

9.

在 gremlin> 提示符处，输入以下命令以切换到远程模式。这会将所有 Gremlin 查询发送到远程连接。
:remote cons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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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输入以下命令以将查询发送到 Gremlin 图形。
g.V().limit(1)

11. 完成后，输入以下命令以退出 Gremlin 控制台。
:exit

Note
使用分号 (;) 或换行符 (\n) 分隔每个语句。
在最后遍历之前的每个遍历必须以要执行的 next() 结尾。仅返回最后遍历中的数据。
有关 Gremlin 的 Neptune 实施的更多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Gremlin 标准合规” (p. 80).

连接到 Gremlin 控制台的另一种方式
普通连接方法的缺点
连接到 Gremlin 控制台的最常用方法是上面解释的方法，在gremlin>。。。
gremlin> :remote connect tinkerpop.server conf/(file name).yaml
gremlin> :remote console

这运作良好，可以让你向Neptune 发送查询。但是，它使Groovy脚本引擎脱离了循环，因此Neptune 将所有
查询视为纯粹的Gremlin。这意味着以下查询表单失败：
gremlin> 1 + 1
gremlin> x = g.V().count()

以这种方式连接时，你最接近使用变量的方法是使用result变量由控制台维护，并使用发送查询:>，如下
所示：
gremlin> :remote console
==>All scripts will now be evaluated locally - type ':remote console' to return
to remote mode for Gremlin Server - [krl-1-cluster.cluster-ro-cm9t6tfwbtsr.useast-1.neptune.amazonaws.com/172.31.19.217:8182]
gremlin> :> g.V().count()
==>4249
gremlin> println(result)
[result{object=4249 class=java.lang.Long}]
gremlin> println(result['object'])
[4249]

另一种连接方式
你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连接到 Gremlin 控制台，这可能会更好，比如下所示：
gremlin> g = traversal().withRemote('conf/neptune.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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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neptune.properties采用这种形式：
gremlin.remote.remoteConnectionClass=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driver.remote.DriverRemoteConnection
gremlin.remote.driver.clusterFile=conf/my-cluster.yaml
gremlin.remote.driver.sourceName=g

这些区域有：my-cluster.yaml文件应该如下所示：
hosts: [my-cluster-abcdefghijk.us-east-1.neptune.amazonaws.com]
port: 8182
serializer: { className: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driver.ser.GraphBinaryMessageSerializerV1,
config: { serializeResultToString: false } }
connectionPool: { enableSsl: true }

像这样配置 Gremlin 控制台连接可以成功进行以下类型的查询：
gremlin> 1+1
==>2
gremlin> x=g.V().count().next()
==>4249
gremlin> println("The answer was ${x}")
The answer was 4249

你可以避免显示结果，如下所示：
gremlin> x=g.V().count().next();[]
gremlin> println(x)
4249

所有常用的查询方式（不包括终端步骤）继续有效。例如：
gremlin> g.V().count()
==>4249

你甚至可以使用g.io().read()步骤加载具有这种连接的文件。

使用 HTTPS REST 终端节点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实
例
Amazon Neptune 为 Gremlin 查询提供 HTTPS 终端节点。REST 接口与数据库集群使用的 Gremlin 版本兼
容（请参阅引擎 Command (p. 736)你正在运行的 Neptune 引擎版本以确定它支持哪个 Gremlin 版本）。

Note
如中所述传输中加密：使用 SQL/HTTPS 连接到 Neptune (p. 137)，Neptune 现在要求您使用
HTTPS 而不是 HTTP 进行连接。
以下说明将带您演练使用 curl 命令和 HTTPS 连接到 Gremlin 终端节点。您必须按照与您的 Neptune 数据
库实例位于同一 Virtual Private Cloud (VPC) 中的 Amazon EC2 实例中的说明操作。
Gremlin 查询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 HTTPS 终端节点为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
grem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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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有关查找您的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主机名的信息，请参阅连接到Amazon Neptune 终端节
点 (p. 115).

使用 HTTP REST 终端节点连接到 Neptune
以下示例使用 curl 来通过 HTTP POST 提交 Gremlin 查询。该查询采用 JSON 格式在 POST 请求正文中提
交为 gremlin 属性。
curl -X POST -d '{"gremlin":"g.V().limit(1)"}'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gremlin

此示例通过使用g.V().limit(1)遍历。您可以通过将其替换为其他 Gremlin 遍历来查询其他内容。

Important
默认情况下，REST 终端节点在单个 JSON 结果集中返回所有结果。如果结果集太
大，OutOfMemoryErrorNeptune 数据库实例上可能会出现异常。
您可以通过启用分块响应（在一系列单独的响应中返回的结果）来避免这种情况。请参阅 使用可选
的 HTTP 尾随标头启用多部分 Gremlin 响应 (p. 261)。
虽然 HTTPPOST请求推荐用于发送 Gremlin 查询，也可以使用 HTTPGET请求:
curl -G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gremlin=g.V().count()"

Note
Neptune 不支持bindings财产。

使用可选的 HTTP 尾随标头启用多部分 Gremlin 响应
默认情况下，对 Gremlin 查询的 HTTP 响应在单个 JSON 结果集中返回。在极大结果集的情况下，这可能会
导致OutOfMemoryError数据库实例上有例外。
但是，您可以启用Chunked响应（在多个单独的部分中返回的响应）。您可以通过添加传输编码 (TE) 预告片
标头 (te: trailers) 在您的请求中。请参阅有关 TE 请求标头的 MDN 页面)，了解有关 TE 标头的更多信
息。
当响应分多个部分返回时，可能很难诊断在收到第一部分之后出现的问题，因为第一部分到达时的 HTTP 状
态代码为200（好）。随后的失败通常会导致包含损坏响应的消息正文，Neptune 在其末尾附加一条错误消
息。
为了便于检测和诊断此类故障，Neptune 还在每个响应块的尾随标头中添加了两个新的标头字段：
• X-Neptune-Status— 包含响应代码后跟一个短名称。例如，如果成功，尾部标头将是：X-NeptuneStatus: 200 OK. 如果失败，响应代码将是Neptune 引擎错误代码 (p. 729)之外的压缩算法（例如XNeptune-Status: 500 TimeLimitExceededException.
• X-Neptune-Detail— 成功请求时为空。在出现错误的情况下，它包含 JSON 错误消息。由于 HTTP 标
头值中只允许使用 ASCII 字符，因此 JSON 字符串采用 URL 编码。

Note
Neptune 目前不支持gzip压缩分块响应。如果客户端同时请求分块编码和压缩，则 Neptune 将跳
过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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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Java 的 Gremlin 客户将与Amazon Neptune 配合
使用
您可以在 Amazon Neptune 上使用两个基于 Java 的开源 Gremlin 客户端中的任何一个：阿帕奇 TinkerPop
Java a Gremlin 客户端，或者Amazon Neptune 的 Gremlin 客户.

阿帕奇 TinkerPop Java a Gremlin 客户端
如果可以，请始终使用最新版本的阿帕奇 TinkerPopJava a Gremlin 客户端引擎版本支持的版本。更新的版
本包含大量错误修复，可以提升客户端的稳定性、性能和可用性。
下表列出了最早和最新版本的 TinkerPop 不同的 Neptune 引擎版本支持的客户端：
Neptune 引擎版本

最低 TinkerPop 版本

最高 TinkerPop 版本

1.0.1.0(200366.0 之前的补丁
程序)

3.3.0

3.3.2

1.0.1.0(200366.0 以后的补丁)

3.4.0

3.4.1

1.0.1.1

3.3.0

3.3.2

1.0.1.2

3.4.0

3.4.1

1.0.1.3

3.4.0

3.4.1

1.0.2.0

3.4.0

3.4.1

1.0.2.1

3.4.0

3.4.1

1.0.2.2

3.4.0

3.4.3

1.0.3.0

3.4.0

3.4.3

1.0.3.0.R3

3.4.0

3.4.8

1.0.4.0

3.4.0

3.4.13

1.0.4.1

3.4.0

3.4.13

1.0.4.2

3.4.0

3.4.13

1.0.5.0

3.4.0

3.4.13

1.0.5.1

3.4.0

3.4.13

1.1.0.0

3.4.0

3.4.13

1.1.1.0

3.5.2

3.5.2

TinkerPop 客户端通常在一系列中向后兼容（3.3.x，例如，或3.4.x)。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必须打破向后
兼容性，因此最好检查TinkerPop升级建议然后再升级到新的客户机版本。
客户端可能无法使用服务器支持版本之后的版本中引入的新步骤或新功能，但您可以期望现有的查询和功能
能够正常工作，除非升级建议呼唤一个重大变化。

Note
启动Neptune 引擎版本 1.1.1.1.1.1.1.0 (p. 745)请勿使用 TinkerPop 版本低于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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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用户应避免使用 TinkerPop 版本3.4.9因为默认的超时设置需要直接配置（请参
阅TINKERPOP-2505)。

AWLLIN Java Amazon Neptune 客户端
Amazon Neptune 的 Gremlin 客户是基于 Java 的开源的 Gremlin 客户端它可作为标准的简易替代 TinkerPop
Java 客户端。
Neptune Gremlin 客户端针对Neptune 集群进行了优化。它允许您管理集群中多个实例之间的流量分配，并
在添加或删除副本时适应集群拓扑的变化。您甚至可以配置客户端，根据角色、实例类型、可用区 (AZ) 或与
实例关联的标签在集群中的实例子集之间分配请求。
这些区域有：最新版本的 Neptune Gremlin Java 客户端在 Maven Central 上可用。
有关 Neptune Gremlin Java 客户端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这篇博客帖子. 有关代码示例和演示，请查看client
GitHub 项目.

使用 Java 客户端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以下部分将指导您完成运行完整的 Java 示例，该示例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并使用 Apache 执行
Gremlin 遍历 TinkerPopGremlin 客户。
必须按照与您的 Neptune 数据库实例位于同一 Virtual Private Cloud (VPC) 中的 Amazon EC2 实例中的说明
操作。

使用 Java 连接到 Neptune
1.

在您的 EC2 实例上安装 Apache Maven。首先，输入以下命令以添加具有 Maven 程序包的存储库：
sudo wget https://repos.fedorapeople.org/repos/dchen/apache-maven/epel-apachemaven.repo -O /etc/yum.repos.d/epel-apache-maven.repo

输入以下命令以设置该程序包的版本号：
sudo sed -i s/\$releasever/6/g /etc/yum.repos.d/epel-apache-maven.repo

然后，使用 yum 安装 Maven：
sudo yum install -y apache-maven

2.

安装 Java。Gremlin 库需要 Java 8 或 11。您可以按如下方式安装 Java 11：
• 如果您使用的是Amazon Linux 2 (AL2)：
sudo amazon-linux-extras install java-openjdk11

• 对于其他发行版，请使用以下任意一项：
sudo yum install java-11-openjdk-devel

或：
sudo apt-get install openjdk-11-j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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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EC2 实例上将 Java 11 设置为默认运行时：输入以下命令以在 EC2 实例上将 Java 8 设置为默认运行
时：
sudo /usr/sbin/alternatives --config java

在系统提示时，输入 Java 11 的数量。
4.

创建名为的新目录gremlinjava：
mkdir gremlinjava
cd gremlinjava

5.

在 gremlinjava 目录中，创建 pom.xml 文件，然后在文本编辑器中打开它：
nano pom.xml

6.

将以下内容复制到 pom.xml 文件中并保存它：
<project xmlns="https://maven.apache.org/POM/4.0.0"
xmlns:xsi="https://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si:schemaLocation="https://maven.apache.org/POM/4.0.0 https://
maven.apache.org/maven-v4_0_0.xsd">
<properties>
<project.build.sourceEncoding>UTF-8</project.build.sourceEncoding>
</properties>
<modelVersion>4.0.0</modelVersion>
<groupId>com.amazonaws</groupId>
<artifactId>GremlinExample</artifactId>
<packaging>jar</packaging>
<version>1.0-SNAPSHOT</version>
<name>GremlinExample</name>
<url>https://maven.apache.org</url>
<dependencies>
<dependency>
<groupId>org.apache.tinkerpop</groupId>
<artifactId>gremlin-driver</artifactId>
<version>3.5.2</version>
</dependency>
<!-- https://mvnrepository.com/artifact/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groovy
(Not needed for TinkerPop version 3.5.2 and up)
<dependency>
<groupId>org.apache.tinkerpop</groupId>
<artifactId>gremlin-groovy</artifactId>
<version>3.5.2</version>
</dependency> -->
<dependency>
<groupId>org.slf4j</groupId>
<artifactId>slf4j-jdk14</artifactId>
<version>1.7.25</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ies>
<build>
<plugins>
<plugin>
<groupId>org.apache.maven.plugins</groupId>
<artifactId>maven-compiler-plugin</artifactId>
<version>2.5.1</version>
<configuration>
<source>11</source>
<target>11</target>
</configuration>
</plugin>
<plu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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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Id>org.codehaus.mojo</groupId>
<artifactId>exec-maven-plugin</artifactId>
<version>1.3</version>
<configuration>
<executable>java</executable>
<arguments>
<argument>-classpath</argument>
<classpath/>
<argument>com.amazonaws.App</argument>
</arguments>
<mainClass>com.amazonaws.App</mainClass>
<complianceLevel>1.11</complianceLevel>
<killAfter>-1</killAfter>
</configuration>
</plugin>
</plugins>
</build>
</project>

Note
如果您要修改现有的 Maven 项目，则所需依赖项将在上述代码中突出显示。
7.

通过在命令行中键入以下命令来为示例源代码创建子目录 (src/main/java/com/amazonaws/)：
mkdir -p src/main/java/com/amazonaws/

8.

在 src/main/java/com/amazonaws/ 目录中，创建名为 App.java 的文件，然后在文本编辑器中
打开它。
nano src/main/java/com/amazonaws/App.java

9.

将以下内容复制到 App.java 文件中。Replaceyour-neptune-endpoint使用您的 Neptune 数据库
实例的地址。请不要在 addContactPoint 方法中包括 https:// 前缀。

Note
有关查找您的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主机名的信息，请参阅连接到Amazon Neptune 终端节
点 (p. 115).
package com.amazonaws;
import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driver.Cluster;
import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driver.Client;
import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process.traversal.dsl.graph.GraphTraversalSource;
import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process.traversal.dsl.graph.GraphTraversal;
import static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process.traversal.AnonymousTraversalSource.traversal;
import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driver.remote.DriverRemoteConnection;
import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structure.T;
public class App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 String[] args )
{
Cluster.Builder builder = Cluster.build();
builder.addContactPoint("your-neptune-endpoint");
builder.port(8182);
builder.enableSsl(true);
Cluster cluster = builder.create();
GraphTraversalSource g =
traversal().withRemote(DriverRemoteConnection.using(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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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 a vertex.
// Note that a Gremlin terminal step, e.g. iterate(), is required to make a
request to the remote server.
// The full list of Gremlin terminal steps is at https://tinkerpop.apache.org/
docs/current/reference/#terminal-steps
g.addV("Person").property("Name", "Justin").iterate();
// Add a vertex with a user-supplied ID.
g.addV("Custom Label").property(T.id, "CustomId1").property("name", "Custom id
vertex 1").iterate();
g.addV("Custom Label").property(T.id, "CustomId2").property("name", "Custom id
vertex 2").iterate();
g.addE("Edge Label").from(__.V("CustomId1")).to(__.V("CustomId2")).iterate();
// This gets the vertices, only.
GraphTraversal t = g.V().limit(3).elementMap();
t.forEachRemaining(
e -> System.out.println(t.toList())
);

}

}

cluster.close();

有关使用 SSL/TLS（必需）连接到 Neptune 的帮助，请参阅SL/TLS 配置 (p. 266).
10. 使用以下 Maven 命令编译并运行示例：
mvn compile exec:exec

上述示例通过使用 g.V().limit(3).elementMap() 遍历返回图形中前两个顶点的每个属性的键和值的
映射。要查询其他内容，请将其替换为具有其中一种适当的结尾方法的其他 Gremlin 遍历。

Note
要将遍历提交到服务器进行评估，需要 Gremlin 查询的最后一部分 .toList()。如果您未包含该
方法或其他等效方法，该查询将不会提交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在添加顶点或边缘时，您还必须附加适当的结尾，例如使用addV( )Step。
以下方法将查询提交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 toList()
• toSet()
• next()
• nextTraverser()
• iterate()

Gremlin Java 客户端的 SSL/TLS 配置
Neptune 要求默认启用 SSL/TLS。通常，如果 Java 驱动程序配置了enableSsl(true)，它无需设
置 Neptune 即可连接到 NeptunetrustStore()要么keyStore()使用证书的本地副本。早期版本的
TinkerPop 鼓励使用keyCertChainFile()配置本地存储的.pem文件，但它已被弃用，在 3.5.x 之后不再
可用。如果您使用的是带有公共证书的设置，请使用SFSRootCAG2.pem，您现在可以移除本地副本。
但是，如果您要连接的实例没有用于验证公有证书的 Internet 连接，或者您使用的证书不是公有证书，则可
以执行以下步骤来配置本地证书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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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本地证书副本以启用 SSL/TLS
1.

下载并安装关键工具来自甲骨文。这将使设置本地密钥存储变得更加容易。

2.

下载SFSRootCAG2.pemCA 证书（Gremlin Java 开发工具包需要一个证书来验证远程证书）：
wget https://www.amazontrust.com/repository/SFSRootCAG2.pem

3.

以 JKS 或 PKCS12 格式创建密钥存储区。此示例使用 JKS。在提示时回答接下来的问题。稍后将需要
您在此处创建的密码：
keytool -genkey -alias (host name) -keyalg RSA -keystore server.jks

4.

导入SFSRootCAG2.pem您下载到新创建的密钥存储库中的文件：
keytool -import -keystore server.jks -file .pem

5.

配置Cluster以编程方式实现：

Cluster cluster = Cluster.build("(your neptune endpoint)")
.port(8182)
.enableSSL(true)
.keyStore(‘server.jks’)
.keyStorePassword("(the password from step 2)")
.create();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在配置文件中做同样的事情，就像使用 Gremlin 控制台一样：
hosts: [(your neptune endpoint)]
port: 8182
connectionPool: { enableSsl: true, keyStore: server.jks, keyStorePassword: (the
password from step 2) }
serializer: { className: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driver.ser.GraphBinaryMessageSerializerV1, config:
{ serializeResultToString: true }}

使用重新连接逻辑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 Java 示例
以下 Java 示例演示如何使用重新连接逻辑连接到 Gremlin 客户端，以便从意外断开中恢复。
它具有以下依赖项：
<dependency>
<groupId>org.apache.tinkerpop</groupId>
<artifactId>gremlin-driver</artifactId>
<version>${gremlin.version}</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com.amazonaws</groupId>
<artifactId>amazon-neptune-sigv4-signer</artifactId>
<version>${sig4.signer.version}</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com.amazonaws</groupId>
<artifactId>amazon-neptune-gremlin-java-sigv4</artifactId>
<version>${sig4.signer.version}</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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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com.evanlennick</groupId>
<artifactId>retry4j</artifactId>
<version>0.15.0</version>
</dependency>

以下是示例代码：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boolean useIam = true;
// Create Gremlin cluster and traversal source
Cluster.Builder builder = Cluster.build()
.addContactPoint(System.getenv("neptuneEndpoint"))
.port(Integer.parseInt(System.getenv("neptunePort")))
.enableSsl(true)
.minConnectionPoolSize(1)
.maxConnectionPoolSize(1)
.serializer(Serializers.GRAPHBINARY_V1D0)
.reconnectInterval(2000);
if (useIam) {
builder = builder.channelizer(SigV4WebSocketChannelizer.class);
}
Cluster cluster = builder.create();
GraphTraversalSource g = AnonymousTraversalSource
.traversal()
.withRemote(DriverRemoteConnection.using(cluster));
// Configure retries
RetryConfig retryConfig = new RetryConfigBuilder()
.retryOnCustomExceptionLogic(getRetryLogic())
.withDelayBetweenTries(1000, ChronoUnit.MILLIS)
.withMaxNumberOfTries(5)
.withFixedBackoff()
.build();
@SuppressWarnings("unchecked")
CallExecutor<Object> retryExecutor = new CallExecutorBuilder<Object>()
.config(retryConfig)
.build();
// Do lots of queries
for (int i = 0; i < 100; i++){
String id = String.valueOf(i);
@SuppressWarnings("unchecked")
Callable<Object> query = () -> g.V(id)
.fold()
.coalesce(
unfold(),
addV("Person").property(T.id, id))
.id().next();
// Retry query
// If there are connection failures, the Java Gremlin client will automatically
// attempt to reconnect in the background, so all we have to do is wait and retry.
Status<Object> status = retryExecutor.execute(query);
}

System.out.println(status.getResult().to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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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close();

}

private static Function<Exception, Boolean> getRetryLogic() {
return e -> {
Class<? extends Exception> exceptionClass = e.getClass();
StringWriter stringWriter = new StringWriter();
String message = stringWriter.toString();
if (RemoteConnectionException.class.isAssignableFrom(exceptionClass)){
System.out.println("Retrying because RemoteConnectionException");
return true;
}
// Check for connection issues
if (message.contains("Timed out while waiting for an available host") ||
message.contains("Timed-out waiting for connection on Host") ||
message.contains("Connection to server is no longer active") ||
message.contains("Connection reset by peer") ||
message.contains("SSLEngine closed already") ||
message.contains("Pool is shutdown") ||
message.contains("ExtendedClosedChannelException") ||
message.contains("Broken pipe") ||
message.contains(System.getenv("neptuneEndpoint")))
{
System.out.println("Retrying because connection issue");
return true;
};
// Concurrent writes can sometimes trigger a ConcurrentModificationException.
// In these circumstances you may want to backoff and retry.
if (message.contains("ConcurrentModificationException")) {
System.out.println("Retrying because ConcurrentModificationException");
return true;
}
// If the primary fails over to a new instance, existing connections to the old primary
will
// throw a ReadOnlyViolationException. You may want to back and retry.
if (message.contains("ReadOnlyViolationException")) {
System.out.println("Retrying because ReadOnlyViolationException");
return true;
}
System.out.println("Not a retriable error");
return false;

}

};

使用 Python 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如果可以，请始终使用最新版本的 Apache TinkerPop Python Gremlin 客户端，gremlinpython，您的
引擎版本支持。更新的版本包含大量错误修复，可以提升客户端的稳定性、性能和可用性。这些区域
有：gremlinpython要使用的版本通常会与 TinkerPop中描述的版本Java Gremlin 客户端的表 (p. 262).

Note
这些区域有：gremlinpython3.5.x 版本与 TinkerPop只要你在你编写的 Gremlin 查询中只使用
3.4.x 功能，就可以使用 3.4.x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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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部分将指导您完成 Python 示例的运行，该示例连接到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实例并执行 Gremlin 遍
历。
您必须按照与您的 Neptune 数据库实例位于同一 Virtual Private Cloud (VPC) 中的 Amazon EC2 实例中的说
明操作。
开始之前，请执行以下操作：
• 从下载并安装 Python 3.6 或更高版本Python.org 网站.
• 验证您是否安装了 pip。如果你没有pip或者你不确定，看我是否需要安装 pip？中的pip文档中）。
• 如果您的 Python 安装尚未具有该命令，请按如下方式下载 futures：pip install futures

使用 Python 连接到 Neptune 的步骤
1.

输入以下命令以安装 gremlinpython 程序包：
pip install gremlinpython ‑‑user

2.

创建名为 gremlinexample.py 的文件，然后在文本编辑器中打开它。

3.

将以下内容复制到 gremlinexample.py 文件中。Replaceyour-neptune-endpoint使用您的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地址。
有关查找您的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地址的信息，请参阅连接到Amazon Neptune 终端节点 (p. 115)部
分.
from __future__
from
from
from
from
from

import print_function

# Python 2/3 compatibility

gremlin_python import statics
gremlin_python.structure.graph import Graph
gremlin_python.process.graph_traversal import __
gremlin_python.process.strategies import *
gremlin_python.driver.driver_remote_connection import DriverRemoteConnection

graph = Graph()
remoteConn = DriverRemoteConnection('wss://your-neptune-endpoint:8182/gremlin','g')
g = graph.traversal().withRemote(remoteConn)
print(g.V().limit(2).toList())
remoteConn.close()

4.

输入以下命令以运行示例：
python gremlinexample.py

此示例结尾处的 Gremlin 查询将返回列表中的顶点 (g.V().limit(2))。然后，此列表使用标准
Python print 函数输出。

Note
要将遍历提交到服务器进行评估，需要 Gremlin 查询的最后一部分 toList()。如果您未包含
该方法或其他等效方法，该查询将不会提交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以下方法将查询提交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 toList()
• to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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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t()
• nextTraverser()
• iterate()

上述示例通过使用 g.V().limit(2).toList() 遍历返回图形中的前两个顶点。要查询其他内容，请
将其替换为具有其中一种适当的结尾方法的其他 Gremlin 遍历。

使用 .NET 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如果可以，请始终使用最新版本的 Apache TinkerPop .NET Gremlin 客户端，Gremlin.NET，您的引
擎版本支持。更新的版本包含大量错误修复，可以提升客户端的稳定性、性能和可用性。这些区域
有：Gremlin.Net要使用的版本通常会与 TinkerPop中描述的版本Java Gremlin 客户端的表 (p. 262).
以下部分包含采用 C# 编写的代码示例，该示例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并执行 Gremlin 遍历。
到 Amazon Neptune 的连接必须来自与您的 Neptune 数据库实例位于同一 Virtual Private Cloud (VPC) 中的
Amazon EC2 实例。此示例代码已在运行 Ubuntu 的 Amazon EC2 实例上进行测试。
开始之前，请执行以下操作：
• 在Amazon EC2 实例上安装 .NET。要获取有关在多个操作系统 (包括 Windows、Linux 和 macOS) 上安
装 .NET 的说明，请参阅 .NET 入门。
• 通过为您的程序包运行 dotnet add package gremlin.net 来安装 Gremlin.NET。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 。Gremlin.NET中的 TinkerPop 文档中）。

使用 Gremlin.NET 连接到 Neptune
1.

创建新的 .NET 项目。
dotnet new console -o gremlinExample

2.

将目录更改为新项目目录。
cd gremlinExample

3.

将以下内容复制到 Program.cs 文件中。Replaceyour-neptune-endpoint使用您的 Neptune 数据
库实例的地址。
有关查找您的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地址的信息，请参阅连接到Amazon Neptune 终端节点 (p. 115)部
分.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Threading.Tasks;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Gremlin.Net;
using Gremlin.Net.Driver;
using Gremlin.Net.Driver.Remote;
using Gremlin.Net.Structure;
using static Gremlin.Net.Process.Traversal.AnonymousTraversalSource;
namespace gremlinExample
{
class Progr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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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try
{
var endpoint = "your-neptune-endpoint";
// This uses the default Neptune and Gremlin port, 8182
var gremlinServer = new GremlinServer(endpoint, 8182, enableSsl: true );
var gremlinClient = new GremlinClient(gremlinServer);
var remoteConnection = new DriverRemoteConnection(gremlinClient, "g");
var g = Traversal().WithRemote(remoteConnection);
g.AddV("Person").Property("Name", "Justin").Iterate();
g.AddV("Custom Label").Property("name", "Custom id vertex 1").Iterate();
g.AddV("Custom Label").Property("name", "Custom id vertex 2").Iterate();
var output = g.V().Limit<Vertex>(3).ToList();
foreach(var item in output) {
Console.WriteLine(item);
}
}
catch (Exception e)
{
Console.WriteLine("{0}", e);
}
}

输入以下命令以运行示例：
dotnet run

此示例结尾处的 Gremlin 查询将返回用于测试目的的单个顶点的计数。然后，它将输出到控制台。

Note
要将遍历提交到服务器进行评估，需要 Gremlin 查询的最后一部分 next()。如果您未包含该
方法或其他等效方法，该查询将不会提交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以下方法将查询提交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 toList()
• toSet()
• next()
• nextTraverser()
• iterate()
使用next()如果你需要对查询结果进行序列化并返回，或者iterate()如果你不这样做。
上述示例通过使用g.V().Limit(3).ToList()遍历。要查询其他内容，请将其替换为具有其中一种
适当的结尾方法的其他 Gremlin 遍历。

使用 Node.js 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如果可以，请始终使用最新版本的 Apache TinkerPop JavaScript Gremlin 客户Gremlin，您的引擎版本支
持。更新的版本包含大量错误修复，可以提升客户端的稳定性、性能和可用性。的版本gremlinto use 通常
会与 TinkerPop 中描述的版本Java Gremlin 客户端的表 (p. 262).
以下部分将指导您完成 Node.js 示例的运行，该示例连接到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实例并执行 Gremlin 遍
历。
API 版本 2020-12-18
272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Node.js

您必须按照与您的 Neptune 数据库实例位于同一 Virtual Private Cloud (VPC) 中的 Amazon EC2 实例中的说
明操作。
开始之前，请执行以下操作：
• 验证是否已安装 Node.js 版本 8.11 或更高版本。如果没有，请从 Nodejs.org 网站下载并安装 Node.js。

使用 Node.js 连接到 Neptune
1.

输入以下命令以安装 gremlin-javascript 程序包：
npm install gremlin

2.

创建名为 gremlinexample.js 的文件并在文本编辑器中打开它。

3.

将以下内容复制到 gremlinexample.js 文件中。Replaceyour-neptune-endpoint使用您的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地址。
有关查找您的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地址的信息，请参阅连接到Amazon Neptune 终端节点 (p. 115)部
分.
const gremlin = require('gremlin');
const DriverRemoteConnection = gremlin.driver.DriverRemoteConnection;
const Graph = gremlin.structure.Graph;
dc = new DriverRemoteConnection('wss://your-neptune-endpoint:8182/gremlin',{});
const graph = new Graph();
const g = graph.traversal().withRemote(dc);
g.V().limit(1).count().next().
then(data => {
console.log(data);
dc.close();
}).catch(error => {
console.log('ERROR', error);
dc.close();
});

4.

输入以下命令以运行示例：
node gremlinexample.js

上述示例通过使用 g.V().limit(1).count().next() 遍历返回图形中的单个顶点的计数。要查询其他
内容，请将其替换为具有其中一种适当的结尾方法的其他 Gremlin 遍历。

Note
要将遍历提交到服务器进行评估，需要 Gremlin 查询的最后一部分 next()。如果您未包含该方法
或其他等效方法，该查询将不会提交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以下方法将查询提交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 toList()
• toSet()
• next()
• nextTraverser()
• it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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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next()如果你需要对查询结果进行序列化并返回，或者iterate()如果你不这样做。

Important
这是独立的 Node.js 示例。如果你打算在Amazon Lambda函数Lambda 函数示例 (p. 538)有关使
用的详细信息 JavaScript 在Neptune Lambda 函数中高效运行。

Gremlin 查询提示
您可使用查询提示为 Amazon Neptune 中的特定 Gremlin 查询指定优化和计算策略。
通过使用以下语法向查询添加 withSideEffect 步骤来指定查询提示。
g.withSideEffect(hint, value)

• 暗示— 确定要应用的提示的类型。
• 值— 确定要考虑的系统方面的行为。
例如，以下示例为如何在 Gremlin 遍历中包含 repeatMode 提示。

Note
所有 Gremlin 查询提示副作用的前缀为 Neptune#。
g.withSideEffect('Neptune#repeatMode',
'DFS').V("3").repeat(out()).times(10).limit(1).path()

前面的查询指示 Neptune 引擎遍历图表深度优先(DFS) 而不是默认的Neptune，广度优先(BFS)。
以下各节提供了可用查询提示及其用法的更多信息。
主题
• Gremlin RepeatMode 查询提示 (p. 274)
• Gremlin noReordering ering 查询提示 (p. 276)
• Gremlin 类型促销查询提示 (p. 276)
• Gremlin usedFE 查询提示 (p. 277)
• Gremlin 查询使用结果缓存的提示 (p. 277)

Gremlin RepeatMode 查询提示
NeptunerepeatMode查询提示指定 Neptune 引擎如何评估repeat()步入 Gremlin 遍历：广度优先、深度
优先或分块深度优先。
在使用 repeat() 步骤查找或跟踪路径时，该步骤的计算模式非常重要，而不只是将步骤重复有限次数。

语法
通过向查询添加 withSideEffect 步骤来指定 repeatMode 查询提示。
g.withSideEffect('Neptune#repeatMode', 'mode').gremlin-traversal

Note
所有 Gremlin 查询提示副作用的前缀为 Nept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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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模式
• BFS
广度优先搜索
repeat() 步骤的默认执行模式。这将在沿路径深入之前获取所有同级节点。
此版本为内存密集型的，边界可以非常大。查询将耗尽内存并被 Neptune 引擎取消的风险更高。这与其他
Gremlin 实施最匹配。
• DFS
深度优先搜索
在继续下一个解之前，跟踪每条路径至最大深度。
这将使用更少的内存。在类似从多个跃点外的起点查找单一路径这样的情况下，它可提供更好的性能。
• CHUNKED_DFS
分块深度优先搜索
一种混合方式，它在 1000 个节点（既不是 1 个节点 (DFS) ，也不是所有节点 (BFS)) ）组成的区块中，以
深度优先方式搜索图形。
Neptune 引擎将在每个级别获得多达 1000 个节点，然后深入跟踪该路径。
这是一种速度和内存使用率之间的平衡方法。
如果您要使用 BFS，但查询占用的内存太多，这也会很有用。

示例
以下各节介绍了重复模式对 Gremlin 遍历的影响。
在 Neptune 中repeat()步骤是执行广度优先 (BFS) 所有遍历的执行策略。
在大多数情况下， TinkerGraph 实施使用相同的执行策略，但在某些情况下，它将更改遍历执行。
例如， TinkerGraph 实施修改以下查询。
g.V("3").repeat(out()).times(10).limit(1).path()

此遍历中的 repeat() 步骤将“展开”到以下遍历，这将导致执行深度优先 (DFS) 策略。
g.V(<id>).out().out().out().out().out().out().out().out().out().out().limit(1).path()

Important
Neptune 查询引擎不会自动执行此操作。
广度优先 (BFS) 是默认执行策略，与 TinkerGraph 在大多数情况下。但是，在特定情况下会优先选择深度优
先 (DFS) 策略。
BFS（默认）
广度优先 (BFS) 是 repeat() 运算符的默认执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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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V("3").repeat(out()).times(10).limit(1).path()

Neptune 引擎将完全探索前九个跃点边界，然后再向外十个跃点查找解。这在许多情况（如最短路径查询）
下很有效率。
但是，对于上述示例，遍历使用 repeat() 运算符的深度优先 (DFS) 模式将快得多。
DFS
以下查询使用 repeat() 运算符的深度优先 (DFS) 模式。
g.withSideEffect("Neptune#repeatMode", "DFS").V("3").repeat(out()).times(10).limit(1)

在探索下一个解之前，这将跟踪每个单独的解，直至最大深度。

Gremlin noReordering ering 查询提示
在提交 Gremlin 遍历时，Neptune 查询引擎将调查遍历的结构并对查询的各个部分重新排序，尝试最大程度
地减少计算所需的工作量和查询响应时间。例如，具有多个约束的遍历（如多个 has() 步骤）通常不会按给
定顺序进行计算。相反，它在使用静态分析检查查询之后进行重新排序。
Neptune 查询引擎尝试确定哪个约束更适合选择并最先运行该约束。这通常会产生更高的性能，但是
Neptune 选择计算查询的顺序可能并不总是最佳的。
如果您知道确切的数据特征并且想要手动指示查询执行顺序，请使用 NeptunenoReorderingquery hint，
以指定按给定顺序计算遍历。

语法
通过向查询添加 withSideEffect 步骤来指定 noReordering 查询提示。
g.withSideEffect('Neptune#noReordering', true or false).gremlin-traversal

Note
所有 Gremlin 查询提示副作用的前缀为 Neptune#。

可用值
• true
• false

Gremlin 类型促销查询提示
当您提交根据数值或范围进行筛选的 Gremlin 遍历时，Neptune 查询引擎在执行查询时通常必须使用类型提
升。这意味着它必须检查可能包含您正在筛选的值的每种类型的值。
例如，如果要筛选等于 55 的值，则引擎必须查找等于 55 的整数、等于 55L 的长整数、等于 55.0 的浮点
数，依此类推。每种类型提升都需要在存储上进行额外的查找，这可能会导致一个看似简单的查询花费意想
不到的很长时间才能完成。
假设您正在搜索客户年龄属性大于 5 的所有顶点：
g.V().has('customerAge', g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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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彻底执行该遍历，Neptune 必须展开查询，以检查您要查询的值可能被提升为的每个数值类型。
在这种情况下，gt过滤器必须应用于任何大于 5 的整数、任何超过 5L 的长整数、大于 5.0 的任何
浮点数以及任何大于 5.0 的双精度。由于每种类型的促销都需要对存储进行额外查找，因此当您运
行GremlinprofileAPI (p. 307)对于此查询，完成该查询所需的时间将比您预期的要长得多。
通常，类型提升是不必要的，因为您事先知道只需要查找一种特定类型的值。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通过使
用typePromotion查询提示以关闭类型提升。

语法
通过向查询添加 withSideEffect 步骤来指定 typePromotion 查询提示。
g.withSideEffect('Neptune#typePromotion', true or false).gremlin-traversal

Note
所有 Gremlin 查询提示副作用的前缀为 Neptune#。

可用值
• true
• false
要关闭上述查询的类型提升，可以使用：
g.withSideEffect('Neptune#typePromotion', false).V().has('customerAge', gt(5))

Gremlin usedFE 查询提示
使用此查询提示可禁用 DFE 备用查询引擎执行查询。因为这个提示的默认值是true，则无需包含提示，除
非您不希望使用 DFE 来执行查询。

Note
如果在实验室模式下未启用 DFE 时使用此查询提示，则会出现错误。
禁用查询的 DFE 的示例：
g.withSideEffect('Neptune#useDFE', false).V().out()

Gremlin 查询使用结果缓存的提示
以下查询提示可用于查询结果缓存 (p. 283)已启用。

GremlinenableResultCache查询提示
这些区域有：enableResultCache值为的查询提示true如果查询结果已被缓存，则会从缓存中返回这些结
果。否则，它将返回新结果并将其缓存，直到它们从缓存中清除。例如：
g.with('Neptune#enableResultCache', true)
.V().has('genre','drama').in('likes')

稍后，您可以通过再次发出完全相同的查询来访问缓存的结果。
如果此查询提示的值为false，或者如果不存在，则不会缓存查询结果。但是，将其设置
为false不会清除现有的缓存结果。要清除缓存的结果，请使用invalidateResultCache要
么invalidateResultCachekey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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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mlinenableResultCacheWithTTL查询提示
这些区域有：enableResultCacheWithTTL如果存在缓存结果，查询提示也会返回缓存的结果，
而不会影响缓存中已有结果的 TTL。如果当前没有缓存的结果，则查询会返回新结果，并将它们缓存
为enableResultCacheWithTTL查询提示。该生存时间以秒为单位指定。例如，以下查询将生存时间指定
为六十秒：
g.with('Neptune#enableResultCacheWithTTL', 60)
.V().has('genre','drama').in('likes')

60 秒之前 time-to-live 结束了，你可以使用同样的查询（这
里，g.V().has('genre','drama').in('likes')) 使用任一enableResultCache或
者enableResultCacheWithTTL查询提示以访问缓存的结果。

Note
生存时间指定为enableResultCacheWithTTL不会影响已经缓存的结果。
• 如果之前使用缓存结果enableResultCache，则必须先显式清除缓
存enableResultCacheWithTTL生成新结果并为其指定的 TTL 缓存它们。
• 如果结果之前是使用缓存的enableResultCachewithTTL，之前的 TTL 必须先过
期enableResultCacheWithTTL生成新结果并为其指定的 TTL 缓存它们。
生存时间过后，该查询的缓存结果将被清除，随后同一查询的后续实例将返回新结果。如
果enableResultCacheWithTTL附加到后续查询，则新结果将使用它指定的 TTL 进行缓存。

GremlininvalidateResultCacheKey查询提示
这些区域有：invalidateResultCacheKey查询提示可能需要一个true要么false值。一个truevalue
会导致查询的缓存结果invalidateResultCacheKey已附加以清除。例如，以下示例导致查询键的结果缓
存g.V().has('genre','drama').in('likes')待清除：
g.with('Neptune#invalidateResultCacheKey', true)
.V().has('genre','drama').in('likes')

上面的示例查询不会导致其新结果被缓存。你可以包括enableResultCache（或
者enableResultCacheWithTTL），如果你想在清除现有缓存的结果后缓存新结果：
g.with('Neptune#enableResultCache', true)
.with('Neptune#invalidateResultCacheKey', true)
.V().has('genre','drama').in('likes')

GremlininvalidateResultCache查询提示
这些区域有：invalidateResultCache查询提示可能需要一个true要么false值。一个true值会导致结
果缓存中的所有结果都被清除。例如：
g.with('Neptune#invalidateResultCache', true)
.V().has('genre','drama').in('likes')

上面的示例查询不会导致其结果被缓存。你可以包括enableResultCache（或
者enableResultCacheWithTTL），如果你想在完全清除现有缓存后缓存新结果：
g.with('Neptune#enableResultCache', true)
.with('Neptune#invalidateResultCache', true)
.V().has('genre','drama').in('li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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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mlinnumResultsCached查询提示
这些区域有：numResultsCached查询提示只能用于包含以下内容的查询iterate()，并指定要为其附加
到的查询缓存的最大结果数。请注意，结果缓存时numResultsCached存在不返回，只缓存。
例如，以下查询指定最多应缓存 100 个结果，但这些缓存结果均未返回：
g.with('Neptune#enableResultCache', true)
.with('Neptune#numResultsCached', 100)
.V().has('genre','drama').in('likes').iterate()

然后，您可以使用如下所示的查询来检索一系列缓存的结果（这里是前十个）：
g.with('Neptune#enableResultCache', true)
.with('Neptune#numResultsCached', 100)
.V().has('genre','drama').in('likes').range(0, 10)

GremlinnoCacheExceptions查询提示
这些区域有：noCacheExceptions查询提示可能需要一个true要么false值。一个truevalue 会导致隐
藏与结果高速缓存相关的任何异常。例如：
g.with('Neptune#enableResultCache', true)
.with('Neptune#noCacheExceptions', true)
.V().has('genre','drama').in('likes')

特别是，这抑制了QueryLimitExceededException，如果查询的结果太大而无法放入结果缓存，则会引
发该函数。

Gremlin 查询状态 API
要获取 Gremlin 查询的状态，请使用 HTTP GET 或 POST 来向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gremlin/status 终端节点提出请求。

Gremlin 查询状态请求参数
• queryId(可选的)-正在运行的 Gremlin 查询的 ID。仅显示指定查询的状态。
• 包括等待(可选的)-返回所有正在等待查询的状态。
通常，响应中只包含正在运行的查询，但当includeWaiting参数时，还会返回所有正在等待查询的状
态。

Gremlin 查询状态响应语法
{

"acceptedQueryCount": integer,
"runningQueryCount": integer,
"queries": [
{
"queryId":"guid",
"queryEvalStats":
{
"waited": integer,
"elapsed": integer,
"cancelled": boole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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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queryString": "string"

Gremlin 查询状态响应值
• acceptedQueryCount— 已接受但尚未完成的查询数，包括队列中的查询。
• runningQueryCount— 当前正在运行的 Gremlin 查询的数量。
• 查询— 当前 Gremlin 查询的列表。
• queryId— 查询的 GUID id id。Neptune 会自动为每个查询分配该 ID 值，或者您也可以分配自己的 ID（请
参阅将自定义 ID 注入到 Neptune Gremlin 或 SPARQL 查询中 (p. 119))。
• queryEvalStats— 此查询的统计数据。
• subqueries— 此查询中的子查询数。
• elapsed— 到目前为止，查询已运行的毫秒数。
• 已取消-True 指示查询已取消。
• queryString— 已提交的查询。在超过 1024 个字符时，将截断为此长度。
• 等着— 指示查询等待了多长时间（以微秒为单位）。

Gremlin 查询状态示例
以下是使用 curl 和 HTTP GET 的状态命令的示例。
curl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gremlin/status

此输出显示了一个正在运行的查询。
{

}

"acceptedQueryCount":9,
"runningQueryCount":1,
"queries": [
{
"queryId":"fb34cd3e-f37c-4d12-9cf2-03bb741bf54f",
"queryEvalStats":
{
"waited": 0,
"elapsed": 23,
"cancelled": false
},
"queryString": "g.V().addV()"
}
]

Gremlin 查询取消
要获取 Gremlin 查询的状态，请使用 HTTP GET 或 POST 来向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gremlin/status 终端节点提出请求。

Gremlin 查询取消请求参数
• cancelQuery— 对取消来说是必需的。此参数没有相应的值。
• queryId— 要取消的正在运行的 Gremlin 查询的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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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mlin 查询取消示例
以下是使用 curl 命令取消查询的示例。
curl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gremlin/status \
--data-urlencode "cancelQuery" \
--data-urlencode "queryId=fb34cd3e-f37c-4d12-9cf2-03bb741bf54f"

成功取消返回 HTTP 200 OK。

Support 基于 Gremlin 脚本的会话
您可以将 Gremlin 会话与Amazon Neptune 中的隐式事务结合使用。有关 Gremlin 会话的信息，请参阅考虑
使用会话在 Apache TinkerPop 文档中）。以下部分介绍了如何将 Gremlin 会话与 Java 结合使用。

Note
功能，从开始于Neptune 引擎发布 1.0.1.0.200463.0 (p. 801).
启动Neptune 引擎版本 1.1.1.1.1.1.1.0 (p. 745)和 TinkerPop 版本 3.5.2，您也可以使用Gremlin 事
务 (p. 282).

Important
目前，Neptune 可以保持基于脚本的会话打开的最长时间为 10 分钟。如果您未在此时间之前关闭
会话，会话超时，其中的所有内容将回滚。
主题
• Gremlin 控制台上的 Gremlin 会话 (p. 281)
• Gremlin 语言变体中的 Gremlin 会话 (p. 281)

Gremlin 控制台上的 Gremlin 会话
如果在 Gremlin 控制台上创建不带 session 参数的远程连接，则将以无会话模式创建远程连接。在这种模
式下，提交到服务器的每个请求本身都被视为完整事务，并且请求之间不保存状态。如果某个请求失败，只
回滚该请求。
如果你创建了一个远程连接确实使用session参数时，您创建基于脚本的会话，该会话持续，直到您关闭远
程连接。每个会话由控制台生成并返回给您的唯一 UUID 标识。
以下是创建会话的控制台调用的示例。提交查询后，新的调用将关闭该会话并提交查询。
gremlin> :remote connect tinkerpop.server conf/neptune-remote.yaml session
. . .
. . .
gremlin> :remote close

有关更多信息以及示例，请参阅会话中的 TinkerPop 文档中）。
您在会话期间运行的所有查询构成一个事务，直到所有查询成功并且您关闭远程连接后，该事务才会提交。
如果某个查询失败，或者如果您未在 Neptune 支持的最大会话生命周期内关闭连接，则不会提交会话事务，
并回滚其中的所有查询。

Gremlin 语言变体中的 Gremlin 会话
在 Gremlin 语言变体 (GLV) 中，您需要创建 SessionedClient 对象，以便在单个事务中发出多个查询，
如下面的示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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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 cluster = Cluster.open();
Client client = cluster.connect("sessionName");
. . .
. . .
client.close( );

// line 1
// line 2

上一示例中的第 2 行根据为所讨论集群设置的配置选项创建 SessionedClient 对象。您传递到连接方法
的 sessionName 字符串成为会话的唯一名称。为避免冲突，请为名称使用 UUID。
客户端在初始化时启动会话事务。仅当您调用 client.close( ) 时，才会提交在构成该会话时运行的所有
查询。同样，如果某个查询失败，或者如果您未在 Neptune 支持的最大会话生命周期内关闭连接，则会话事
务失败，并回滚其中的所有查询。

Gremlin 在Neptune 的交易
Gremlin 在几种背景下交易 (p. 103)执行。在与 Gremlin 合作时，重要的是要了解你在其中工作的环境及其含
义：
• Script-based— 请求使用基于文本的 Gremlin 字符串发出，如下所示：
• 使用 Java 驱动程序和Client.submit(string).
• 使用 Gremlin 控制台和:remote connect.
• 使用 HTTP API。
• Bytecode-based— 请求是使用序列化的 Gremlin 字节码发出的Gremlin 语言变体(GLV)。
例如，使用 Java 驱动程序，g = traversal().withRemote(...).
对于上述任一上下文，都有作为无会话或绑定到会话的请求发送的额外上下文。

无会话请求
无会话时，请求等同于单个事务。
对于脚本，这意味着在单个请求中发送的一个或多个 Gremlin 语句将作为单个事务提交或回滚。例如：
Cluster cluster = Cluster.open();
Client client = cluster.connect(); // sessionless
// 3 vertex additions in one request/transaction:
client.submit("g.addV();g.addV();g.addV()").all().get();

对于字节码，会为从以下位置生成和执行的每个遍历发出无会话请求g：
GraphTraversalSource g = traversal().withRemote(...);
// 3 vertex additions in three individual requests/transactions:
g.addV().iterate();
g.addV().iterate();
g.addV().iterate();
// 3 vertex additions in one single request/transaction:
g.addV().addV().addV().iterate();

绑定到会话的请求
当绑定到一个会话时，可以在单个事务的上下文中应用多个请求。
对于脚本来说，这意味着不需要将所有图形操作连接成一个嵌入的字符串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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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 cluster = Cluster.open();
Client client = cluster.connect(sessionName); // session
// 3 vertex additions in one request/transaction:
client.submit("g.addV();g.addV();g.addV()").all().get();
client.close();
// 3 vertex additions in three requests, but one transaction:
client.submit("g.addV()").all().get();
client.submit("g.addV()").all().get();
client.submit("g.addV()").all().get();
client.close();

对于字节码，在 TinkerPop 3.5.x，交易可以被显式控制，会话可以透明地管理。Gremlin 语言变体 (GLV)
支持 Gremlin 的tx()语法commit()要么rollback()交易如下所示：
GraphTraversalSource g = traversal().withRemote(conn);
Transaction tx = g.tx();
// Spawn a GraphTraversalSource from the Transaction.
// Traversals spawned from gtx are executed within a single transaction.
GraphTraversalSource gtx = tx.begin();
try {
gtx.addV('person').iterate();
gtx.addV('software').iterate();
tx.commit();
} catch (Exception ex) {
tx.rollback();
}

虽然上面的例子是用 Java 编写的，但你也可以使用这个tx()Python、Javascript 和 .NET

Gremlin API 与Amazon Neptune 使用
Note
Amazon Neptune 不支持bindings财产。
所有 Gremlin HTTPS 请求均使用单个终端节点：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gremlin.
所有Neptune 连接都必须使用 HTTPS。
您可以通过 Gremlin 控制台直接连接到Neptune 图 WebSockets.
有关连接到 Gremlin 终端节点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Gremlin 访问Neptune 图 (p. 256)。
Gremlin 的 Amazon Neptune 实施具有您需要考虑的特定详细信息和差异。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Neptune 中的 Gremlin 标准合规性 (p. 80)。
有关 Gremlin 语言和遍历的信息，请参阅遍历在 Apache TinkerPop 文档中）。

在Amazon Neptune Gremlin 中缓存查询结果
Starting引擎版本 1.0.5.1 (p. 758)，Amazon Neptune 支持 Gremlin 查询的结果缓存。
您可以启用查询结果缓存，然后使用查询提示缓存 Gremlin 只读查询的结果。
然后，只要查询仍在缓存中，任何重新运行查询都会以低延迟和无 I/O 成本检索缓存的结果。这适用于在
HTTP端点和使用Websockets提交的查询，无论是字节码还是字符串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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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控制 Neptune 查询结果缓存的行为方式。例如：
• 你可以分页获得缓存的结果，以块为单位。
• 您可以指定 time-to-live (TTL) 用于指定的查询。
• 您可以清除指定查询的缓存。
• 您可以清除整个缓存。
• 您可以设置为在结果超过高速缓存大小时收到通知。
缓存是使用 least-recently-used (LRU) 策略，这意味着一旦分配给缓存的空间已满， least-recently-used 当
缓存新结果时，结果将被移除以腾出空间。

Important
查询结果缓存不可用t2.medium要么t3.medium实例类型。

在 Neptune 中启用查询结果缓存
要在 Neptune 中启用查询结果缓存，请使用控制台将neptune_result_cache数据库实例参数到1（已启
用）。
启用结果缓存后，Neptune 会预留一部分当前内存用于缓存查询结果。您使用的实例类型越大，可用内存越
多，Neptune 为缓存预留的内存就越多。
如果结果缓存内存已满，Neptune 会自动丢弃 least-recently-used (LRU) 缓存结果以便为新结果腾出空间。
您可以使用实例状态 (p. 658)命令。

使用提示缓存查询结果
启用查询结果缓存后，您可以使用查询提示来控制查询缓存。以下所有示例都适用于相同的查询遍历，即：
g.V().has('genre','drama').in('likes')

使用 enableResultCache
启用查询结果缓存后，您可以使用enableResultCache查询提示，如下所示：
g.with('Neptune#enableResultCache', true)
.V().has('genre','drama').in('likes')

然后，Neptune 会将查询结果返回给您，并对其进行缓存。稍后，您可以通过再次发出完全相同的查询来访
问缓存的结果：
g.with('Neptune#enableResultCache', true)
.V().has('genre','drama').in('likes')

标识缓存结果的缓存键是查询字符串本身，即：
g.V().has('genre','drama').in('likes')

使用 enableResultCacheWithTTL
您可以使用指定查询结果缓存多长时间enableResultCacheWithTTL查询提示。例如，以下查询指定查询
结果应在 120 秒后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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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ith('Neptune#enableResultCacheWithTTL', 120)
.V().has('genre','drama').in('likes')

同样，标识缓存结果的缓存键是基本查询字符串：
g.V().has('genre','drama').in('likes')

同样，您可以使用该查询字符串访问缓存的结果enableResultCache查询提示：
g.with('Neptune#enableResultCache', true)
.V().has('genre','drama').in('likes')

如果自缓存结果以来已经过去了 120 秒或更长时间，则该查询将返回新结果，并缓存它们，不带任何 timeto-live.
您也可以通过再次发出相同的查询来访问缓存的结果enableResultCacheWithTTL查询提示。例如：
g.with('Neptune#enableResultCacheWithTTL', 140)
.V().has('genre','drama').in('likes')

在过去 120 秒（即当前有效的 TTL）之前，此新查询使用enableResultCacheWithTTL查询提示返回缓
存的结果。120 秒后，它将返回新结果并用 time-to-live 140 秒。

Note
如果查询键的结果已缓存，则使用相同的查询键enableResultCacheWithTTL不会生成新的结
果，并且对 time-to-live 当前缓存的结果。
• 如果结果之前是使用缓存的enableResultCache，则必须先清除缓
存enableResultCacheWithTTL生成新结果并为其指定的 TTL 缓存它们。
• 如果结果之前是使用缓存的enableResultCachewithTTL，之前的 TTL 必须先过
期enableResultCacheWithTTL生成新结果并为其指定的 TTL 缓存它们。

使用 invalidateResultCacheKey
您可以使用invalidateResultCacheKey用于清除某个特定查询的缓存结果的查询提示。例如：
g.with('Neptune#invalidateResultCacheKey', true)
.V().has('genre','drama').in('likes')

该查询会清除查询键的缓存，g.V().has('genre','drama').in('likes')，并返回该查询的新结
果。
您也可以组合invalidateResultCacheKey和enableResultCache要
么enableResultCacheWithTTL. 例如，以下查询会清除当前缓存的结果、缓存新结果并返回这些结果：
g.with('Neptune#enableResultCache', true)
.with('Neptune#invalidateResultCacheKey', true)
.V().has('genre','drama').in('likes')

使用 invalidateResultCache
您可以使用invalidateResultCache查询提示以清除查询结果缓存中的所有缓存结果。例如：
g.with('Neptune#invalidateResultCache', true)

API 版本 2020-12-18
285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缓存查询结果
.V().has('genre','drama').in('likes')

该查询将清除整个结果缓存，并返回查询的新结果。
您也可以组合invalidateResultCache和enableResultCache要么enableResultCacheWithTTL.
例如，以下查询会清除整个结果缓存，缓存此查询的新结果，然后返回这些结果：
g.with('Neptune#enableResultCache', true)
.with('Neptune#invalidateResultCache', true)
.V().has('genre','drama').in('likes')

对缓存的查询结果进行分页
假设你已经缓存了大量的结果，如下所示：
g.with('Neptune#enableResultCache', true)
.V().has('genre','drama').in('likes')

现在假设你发出以下范围查询：
g.with('Neptune#enableResultCache', true)
.V().has('genre','drama').in('likes').range(0,10)

Neptune 首先寻找完整的高速缓存密钥，
即g.V().has('genre','drama').in('likes').range(0,10). 如果该键不存在，Neptune 接下来
会查看该查询字符串是否有没有范围（即g.V().has('genre','drama').in('likes'))。当它找到该
键时，Neptune 会按照范围指定从其缓存中获取前十个结果。

Note
如果您将invalidateResultCacheKey查询提示如果查询的末尾有一个范围，如果没有找到与范
围完全匹配的查询，Neptune 会清除不包含该范围的查询的缓存。

配合使用 numResultsCached 和 .iterate()
使用numResultsCached查询提示，则可以在不返回所有缓存结果的情况下填充结果缓存，这在您希望对大
量结果进行分页时非常有用。
这些区域有：numResultsCached查询提示仅适用于以结尾的查询iterate().
例如，如果要缓存示例查询的前 50 个结果：
g.with("Neptune#enableResultCache", true)
.with("Neptune#numResultsCached", 50)
.V().has('genre','drama').in('likes').iterate()

在这种情况下，缓存中的查询键是：g.with("Neptune#numResultsCached",
50).V().has('genre','drama').in('likes'). 现在，您可以使用此查询检索前十个缓存结果：
g.with("Neptune#enableResultCache", true)
.with("Neptune#numResultsCached", 50)
.V().has('genre','drama').in('likes').range(0, 10)

而且，您可以按如下方式从查询中检索接下来的十个结果：
g.with("Neptune#enableResultCache", true)
.with("Neptune#numResultsCached",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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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勿忘记将numResultsCached提示！它是查询键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存在才能访问缓存的结果。

使用时应记住的一些事项numResultsCached
• 你提供的号码numResultsCached在查询结束时将应用。 这意味着，例如，以下查询实际上缓存了范围
内的结果(1000, 1500)：
g.with("Neptune#enableResultCache", true)
.with("Neptune#numResultsCached", 500)
.V().range(1000, 2000).iterate()

• 你提供的号码numResultsCached指定要缓存的最大结果数量。 这意味着，例如，以下查询实际上缓存
了范围内的结果(1000, 2000)：
g.with("Neptune#enableResultCache", true)
.with("Neptune#numResultsCached", 100000)
.V().range(1000, 2000).iterate()

• 以结尾的查询缓存的结果.range().iterate()有自己的射程。 例如，假设您使用类似于以下内容：
g.with("Neptune#enableResultCache", true)
.with("Neptune#numResultsCached", 500)
.V().range(1000, 2000).iterate()

要从缓存中检索前 100 个结果，可以编写如下查询：
g.with("Neptune#enableResultCache", true)
.with("Neptune#numResultsCached", 500)
.V().range(1000, 2000).range(0, 100)

这百个结果相当于范围内的基本查询的结果(1000, 1100).

用于定位缓存结果的查询缓存键
在查询的结果被缓存后，后续的查询具有相同的查询缓存密钥从缓存中检索结果，而不是生成新结果。查询
的查询缓存键的计算方法如下：
1. 查询提示将被忽略，除了numResultsCached.
2. Finaliterate()步骤将被忽略。
3. 查询的其余部分根据其字节码表示进行排序。
生成的字符串与缓存中已有的查询结果的索引进行匹配，以确定查询是否存在缓存命中。

与结果缓存相关的异常
如果您尝试缓存的查询的结果太大而无法放入缓存内存，即使移除了先前缓存的所有内容后，Neptune 也会
引发QueryLimitExceededException故障。不返回任何结果，并且该异常会生成以下错误消息：
The result size is larger than the allocated cache,
please refer to results cache best practices for options to rerun the query.

您可以使用noCacheExceptions查询提示，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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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ith('Neptune#enableResultCache', true)
.with('Neptune#noCacheExceptions', true)
.V().has('genre','drama').in('likes')

使用 Gremlin 制作高效的 upserts
高效的 upserts 可以显著提高 Gremlin 查询的性能。
upsert（或条件插入）重用已存在的顶点或边，但如果不存在，则创建它。
Upserts 允许你编写幂等插入操作：无论你运行多少次这样的操作，总的结果都是一样的。这在高度并
发的写入场景中非常有用，在这种情况下，对图形的同一部分的并发修改可能会强制一个或多个事务使
用ConcurrentModifcationException，因此必须重试。
例如，以下查询通过首先在数据集中查找指定的折点，然后将结果折叠到列表中来对折点进行上移。在提供
给coalesce()步骤中，查询将展开此列表。如果展开的列表不为空，则结果将从coalesce(). 但是，如
果unfold()返回一个空集合，因为顶点当前不存在，coalesce()继续计算提供它的第二个遍历，在第二
次遍历中，查询将创建缺失的顶点。
g.V('v-1').fold()
.coalesce(
unfold(),
addV('Person').property(id, 'v-1')
.property('email', 'person-1@example.org')
)

使用经过优化的形式coalesce()用于更新插入数据
Neptune 可以优化fold().coalesce(unfold(), ...)进行高吞吐量更新的习惯用法，但这种优化只有
在以下情况下才有效coalesce()返回顶点或边，但不返回其他内容。如果你尝试从任何部分返回不同的东
西，例如财产coalesce()，Neptune (海王星) 优化不会发生。查询可能会成功，但性能不如优化版本那么
好，尤其是针对大型数据集。
由于未优化的 upsert 查询会增加执行时间并降低吞吐量，因此值得使用 Gremlinexplain端点来确
定 upsert 查询是否已完全优化。审核时explain计划，寻找以+ not converted into Neptune
steps和WARNING: >>. 例如：
+ not converted into Neptune steps: [FoldStep, CoalesceStep([[UnfoldStep], [AddEdgeSte...
WARNING: >> FoldStep << is not supported natively yet

这些警告可以帮助您识别查询中阻碍其完全优化的部分。
有时无法完全优化查询。在这种情况下，您应该尝试将无法优化的步骤放在查询的末尾，从而允许引擎尽可
能多地优化步骤。在一些批量upsert示例中使用了这种技术，在这些示例中，在对相同的顶点或边应用任何
其他可能未优化的修改之前，先执行针对一组顶点或边的所有优化过的upsert。

批量更新以提高吞吐量
对于高吞吐量写入场景，您可以将 upsert 步骤链接在一起，以批量翻转顶点和边。批处理减少了翻转大量顶
点和边的事务开销。然后，您可以使用多个客户端parallel 更新批处理请求，从而进一步提高吞吐量。
根据经验，我们建议在每个批处理请求中插入大约 200 条记录。记录是单个顶点或边的标签或属性。例如，
具有单个标签和 4 个属性的顶点会创建 5 条记录。带有标签和单个属性的边创建 2 条记录。如果你想插入成
批的顶点，每个顶点都有一个标签和4个属性，你应该从40的批次大小开始，因为200 / (1 + 4) = 40.
您可以尝试批次大小。每批 200 条记录是一个不错的起点，但理想的批次大小可能会更高或更低，具体取决
于您的工作负载。但是请注意，Neptune 可能会限制每个请求的 Gremlin 步数总数。这个限制没有记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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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安全起见，请尽量确保你的请求包含不超过1500个Gremlin步骤。Neptune 可能会拒绝步数超过 1500 步
的大批量请求。
要提高吞吐量，您可以使用多个客户端parallel 插入批处理。客户端的数量应与 Neptune 写入器实例上的工
作线程数相同，后者通常是服务器上 vCPUs 数量的 2 倍。例如，一个r5.8xlarge实例有 32 个 vCPUs 和
64 个工作线程。对于高吞吐量写入场景，使用r5.8xlarge，则可以使用 64 个客户端并行向 Neptune 写入
批量更新消息。
每个客户都应提交批量请求并等待请求完成，然后再提交另一个请求。尽管多个客户端parallel 运行，但每个
客户端都以串行方式提交请求。这样可以确保向服务器提供稳定的请求流，这些请求占用所有工作线程，而
不会淹没服务器端请求队列。

尽量避免生成多个遍历器的步骤
当 Gremlin 步骤执行时，它需要一个传入的遍历器，并发出一个或多个输出遍历器。一个步骤发出的遍历器
数量决定了下一步执行的次数。
通常，在执行批处理操作时，您希望每个操作（例如 upsert 顶点 A）执行一次，这样操作的顺序如下所示：
upsert 顶点 A、upsert 顶点 B、upsert 顶点 C，依此类推。只要一个步骤只创建或修改一个元素，它就只发
出一个遍历器，而代表下一个操作的步骤只执行一次。另一方面，如果一个操作创建或修改了多个元素，则
它会发出多个遍历器，这反过来会导致后续步骤被多次执行，每个发射的遍历器执行一次。这可能导致数据
库执行不必要的额外工作，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导致创建不需要的额外顶点、边或属性值。
请参阅混合刀片和刀片 (p. 293)了解如何处理可能发出多个遍历器的操作。

插入顶点
您可以使用顶点 ID 来确定是否存在相应的顶点。这是首选方法，因为 Neptune 针对围绕 ID 的高度并发用例
优化了 upsert。例如，以下查询创建具有给定顶点 ID 的顶点（如果尚不存在），或者如果存在则重用它：
g.V('v-1')
.fold()
.coalesce(unfold(),
addV('Person').property(id, 'v-1')
.property('email', 'person-1@example.org'))
.id()

请注意，此查询以id()Step。虽然绝对不是颠覆顶点所必需的，但添加一个id()步骤到upsert查询的结尾
可确保服务器不会将所有顶点属性序列化回客户端，这有助于降低查询的锁定成本。
或者，您可以使用顶点属性来确定顶点是否存在：
g.V()
.hasLabel('Person')
.has('email', 'person-1@example.org')
.fold()
.coalesce(unfold(),
addV('Person').property('email', 'person-1@example.org'))
.id(

如果可能，请使用您自己的用户提供的 ID 来创建顶点，并使用这些 ID 来确定在 upsert 操作期间是否存在顶
点。这使得 Neptune 可以优化围绕 ID 的冲击。在高度并发的修改场景中，基于 ID 的 upsert 可能比基于属
性的 upsert 有效得多。

串联 Parameters
您可以将顶点 upsert 链接在一起以批量插入它们：
g.V('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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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d()
.coalesce(unfold(),
addV('Person').property(id, 'v-1')
.property('email', 'person-1@example.org'))
.V('v-2')
.fold()
.coalesce(unfold(),
addV('Person').property(id, 'v-2')
.property('email', 'person-2@example.org'))
.V('v-3')
.fold()
.coalesce(unfold(),
addV('Person').property(id, 'v-3')
.property('email', 'person-3@example.org'))
.id()

正在更新边缘
您可以使用边 ID 对边进行反向插入，就像使用自定义顶点 ID 翻转顶点一样。同样，这是首选方法，因为它
允许 Neptune 优化查询。例如，以下查询根据边的 ID 创建一条边（如果尚不存在），或者如果存在，则重
用该边。该查询还使用from和to如果需要创建新边，则为顶点。
g.E('e-1')
.fold()
.coalesce(unfold(),
addE('KNOWS').from(V('v-1'))
.to(V('v-2'))
.property(id, 'e-1'))
.id()

许多应用程序使用自定义顶点 ID，但保留了 Neptune 来生成边 ID。如果您不知道边缘的 ID，但您确实知
道from和to顶点 ID，你可以使用这个公式来翻转边缘：
g.V('v-1')
.outE('KNOWS')
.where(inV().hasId('v-2'))
.fold()
.coalesce(unfold(),
addE('KNOWS').from(V('v-1'))
.to(V('v-2')))
.id()

请注意，顶点步长在where()子句应该是inV()（或者outV()如果你用过inE()寻找边缘），而不
是otherV(). 请勿使用otherV()，否则查询将不会被优化，性能会受到影响。例如，Neptune 不会优化以
下查询：
// Unoptimized upsert, because of otherV()
g.V('v-1')
.outE('KNOWS')
.where(otherV().hasId('v-2'))
.fold()
.coalesce(unfold(),
addE('KNOWS').from(V('v-1'))
.to(V('v-2')))
.id()

如果你不知道边或顶点 ID，你可以使用顶点属性进行上移：
g.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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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Label('Person')
.has('name', 'person-1')
.outE('LIVES_IN')
.where(inV().hasLabel('City').has('name', 'city-1'))
.fold()
.coalesce(unfold(),
addE('LIVES_IN').from(V().hasLabel('Person')
.has('name', 'person-1'))
.to(V().hasLabel('City')
.has('name', 'city-1')))
.id()

与顶点上移一样，最好使用基于 ID 的边上移使用边 ID 或from和to顶点 ID，而不是基于属性的上传，因此
Neptune 可以完全优化 upsert。

检查from和to顶点存在
请注意创建新边的步骤的构造：addE().from().to(). 这种构造可确保查询检查两者是否存
在from和to顶点。如果其中任何一个都不存在，查询将返回如下错误：
{

}

"detailedMessage": "Encountered a traverser that does not map to a value for child...
"code": "IllegalArgumentException",
"requestId": "..."

如果可能的话from或者to顶点不存在，你应该在颠覆它们之间的边缘之前尝试翻转它们。请参阅 合并顶点
和边上移 (p. 293)。
还有另一种构造可以创建你不应该使用的边缘：V().addE().to(). 它只会在出现以下情况时才会增加一条
边缘from顶点存在。如果tovertex 不存在，查询会生成错误，如前所述，但如果from顶点不存在，它静默
地无法插入边，不会产生任何错误。例如，以下的 upsert 在不翻转边缘的情况下完成，如果from顶点不存
在：
// Will not insert edge if from vertex does not exist
g.V('v-1')
.outE('KNOWS')
.where(inV().hasId('v-2'))
.fold()
.coalesce(unfold(),
V('v-1').addE('KNOWS')
.to(V('v-2')))
.id()

串联 Edge upserts
如果要将边缘上移链接在一起以创建批量请求，则必须以顶点查找开始每个 upsert，即使您已经知道边 ID 也
是如此。
如果你已经知道要翻转的边的 ID，以及from和to顶点，你可以使用这个公式：
g.V('v-1')
.outE('KNOWS')
.hasId('e-1')
.fold()
.coalesce(unfold(),
V('v-1').addE('KNOWS')
.to(V('v-2'))
.property(id, 'e-1'))
.V('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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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E('KNOWS')
.hasId('e-2').fold()
.coalesce(unfold(),
V('v-3').addE('KNOWS')
.to(V('v-4'))
.property(id, 'e-2'))
.V('v-5')
.outE('KNOWS')
.hasId('e-3')
.fold()
.coalesce(unfold(),
V('v-5').addE('KNOWS')
.to(V('v-6'))
.property(id, 'e-3'))
.id()

也许最常见的批量边缘upsert情景是你知道from和to顶点 ID，但不知道要翻转的边的 ID。在这种情况下，
使用以下公式：
g.V('v-1')
.outE('KNOWS')
.where(inV().hasId('v-2'))
.fold()
.coalesce(unfold(),
V('v-1').addE('KNOWS')
.to(V('v-2')))
.V('v-3')
.outE('KNOWS')
.where(inV().hasId('v-4'))
.fold()
.coalesce(unfold(),
V('v-3').addE('KNOWS')
.to(V('v-4')))
.V('v-5')
.outE('KNOWS')
.where(inV().hasId('v-6'))
.fold()
.coalesce(unfold(),
V('v-5').addE('KNOWS').to(V('v-6')))
.id()

如果你知道你想要翻转的边的 ID，但不知道from和to顶点（这是不寻常的），你可以使用这个公式：
g.V()
.hasLabel('Person')
.has('email', 'person-1@example.org')
.outE('KNOWS')
.hasId('e-1')
.fold()
.coalesce(unfold(),
V().hasLabel('Person')
.has('email', 'person-1@example.org')
.addE('KNOWS')
.to(V().hasLabel('Person')
.has('email', 'person-2@example.org'))
.property(id, 'e-1'))
.V()
.hasLabel('Person')
.has('email', 'person-3@example.org')
.outE('KNOWS')
.hasId('e-2')
.f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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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lesce(unfold(),
V().hasLabel('Person')
.has('email', 'person-3@example.org')
.addE('KNOWS')
.to(V().hasLabel('Person')
.has('email', 'person-4@example.org'))
.property(id, 'e-2'))
.V()
.hasLabel('Person')
.has('email', 'person-5@example.org')
.outE('KNOWS')
.hasId('e-1')
.fold()
.coalesce(unfold(),
V().hasLabel('Person')
.has('email', 'person-5@example.org')
.addE('KNOWS')
.to(V().hasLabel('Person')
.has('email', 'person-6@example.org'))
.property(id, 'e-3'))
.id()

合并顶点和边上移
有时，您可能希望同时插入顶点和连接它们的边。您可以混合使用此处介绍的批量示例。以下示例对 3 个顶
点和 2 条边进行翻转：
g.V('p-1')
.fold()
.coalesce(unfold(),
addV('Person').property(id, 'p-1')
.property('email', 'person-1@example.org'))
.V('p-2')
.fold()
.coalesce(unfold(),
addV('Person').property(id, 'p-2')
.property('name', 'person-2@example.org'))
.V('c-1')
.fold()
.coalesce(unfold(),
addV('City').property(id, 'c-1')
.property('name', 'city-1'))
.V('p-1')
.outE('LIVES_IN')
.where(inV().hasId('c-1'))
.fold()
.coalesce(unfold(),
V('p-1').addE('LIVES_IN')
.to(V('c-1')))
.V('p-2')
.outE('LIVES_IN')
.where(inV().hasId('c-1'))
.fold()
.coalesce(unfold(),
V('p-2').addE('LIVES_IN')
.to(V('c-1')))
.id()

混合刀片和刀片
有时，您可能希望同时插入顶点和连接它们的边。您可以混合使用此处介绍的批量示例。以下示例对 3 个顶
点和 2 条边进行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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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serts 通常一次处理一个元素。如果你坚持这里介绍的 upsert 模式，每个 upsert 操作都会发出一个遍历
器，这会导致后续操作只执行一次。
但是，有时您可能希望将上切片与刀片混合。例如，如果您使用边来表示动作或事件的实例，就会出现这种
情况。请求可能会使用 upserts 来确保所有必需的顶点都存在，然后使用插入来添加边。对于此类请求，请
注意每个操作可能发出的遍历器数量。
考虑以下示例，该示例混合了 upserts 和 insert，将表示事件的边添加到图表中：

// Fully optimized, but inserts too many edges
g.V('p-1')
.fold()
.coalesce(unfold(),
addV('Person').property(id, 'p-1')
.property('email', 'person-1@example.org'))
.V('p-2')
.fold()
.coalesce(unfold(),
addV('Person').property(id, 'p-2')
.property('name', 'person-2@example.org'))
.V('p-3')
.fold()
.coalesce(unfold(),
addV('Person').property(id, 'p-3')
.property('name', 'person-3@example.org'))
.V('c-1')
.fold()
.coalesce(unfold(),
addV('City').property(id, 'c-1')
.property('name', 'city-1'))
.V('p-1', 'p-2')
.addE('FOLLOWED')
.to(V('p-1'))
.V('p-1', 'p-2', 'p-3')
.addE('VISITED')
.to(V('c-1'))
.id()

该查询应插入 5 条边：2 条关注边和 3 条已访问边缘。但是，写入的查询会插入 8 条边：关注了 2 个，访问
了 6 个。这样做的原因是，插入 2 条 FOLLOWD 边的操作会发出 2 个遍历器，从而导致后续插入操作（插
入 3 条边）被执行两次。
解决方法是添加一个fold()在每个可能发出多个遍历器的操作后一步：
g.V('p-1')
.fold()
.coalesce(unfold(),
addV('Person').property(id, 'p-1')
.property('email', 'person-1@example.org'))
.V('p-2')
.fold()
.coalesce(unfold(),
addV('Person').property(id, 'p-2').
.property('name', 'person-2@example.org'))
.V('p-3')
.fold()
.coalesce(unfold(),
addV('Person').property(id, 'p-3').
.property('name', 'person-3@example.org'))
.V('c-1')
.fold().
.coalesce(unf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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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V('City').property(id, 'c-1').
.property('name', 'city-1'))
.V('p-1', 'p-2')
.addE('FOLLOWED')
.to(V('p-1'))
.fold()
.V('p-1', 'p-2', 'p-3')
.addE('VISITED')
.to(V('c-1')).
.id()

这里我们插入了一个fold()在插入 FOLLOWD 边缘的操作后一步。这会产生单个遍历器，从而导致后续操
作只执行一次。
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查询现在没有完全优化，因为fold()未优化。接下来的插入操作fold()现在不会进行优
化。
如果你需要使用fold()要减少代表后续步骤的遍历器数量，请尝试对操作进行排序，使开销最低的操作占据
查询中未优化的部分。

修改现有顶点和边的 Upsert
有时候，如果顶点或边不存在，则需要创建顶点或边，然后向其添加或更新属性，无论它是新的还是现有的
顶点或边。
要添加或修改属性，请使用property()Step。在外部使用此步骤coalesce()Step。如果您尝试修改内部
现有顶点或边的属性coalesce()步骤时，Neptune 查询引擎可能不会对查询进行优化。
以下查询在每个插入的顶点上添加或更新计数器属性。EACHproperty()step 具有单一基数，以确保新值
替换任何现有值，而不是添加到一组现有值中。
g.V('v-1')
.fold()
.coalesce(unfold(),
addV('Person').property(id, 'v-1')
.property('email', 'person-1@example.org'))
.property(single, 'counter', 1)
.V('v-2')
.fold()
.coalesce(unfold(),
addV('Person').property(id, 'v-2')
.property('email', 'person-2@example.org'))
.property(single, 'counter', 2)
.V('v-3')
.fold()
.coalesce(unfold(),
addV('Person').property(id, 'v-3')
.property('email', 'person-3@example.org'))
.property(single, 'counter', 3)
.id()

如果你有属性值，比如lastUpdatedtimestamp 值，适用于所有插入的元素，你可以在查询结束时添加或更
新它：

g.V('v-1')
.fold()
.coalesce(unfold(),
addV('Person').property(id, 'v-1')
.property('email', 'person-1@example.org'))
.V('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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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d().
.coalesce(unfold(),
addV('Person').property(id, 'v-2')
.property('email', 'person-2@example.org'))
.V('v-3')
.fold()
.coalesce(unfold(),
addV('Person').property(id, 'v-3')
.property('email', 'person-3@example.org'))
.V('v-1', 'v-2', 'v-3')
.property(single, 'lastUpdated', datetime('2020-02-08'))
.id()

如果还有其他条件决定是否应进一步修改顶点或边，则可以使用has()步骤筛选要应用修改的元素。下面的
示例使用了has()根据它们的值筛选倒置的顶点的步骤version财产。然后，该查询更新为 3 的version任
何顶点的version小于 3：

g.V('v-1')
.fold()
.coalesce(unfold(),
addV('Person').property(id, 'v-1')
.property('email', 'person-1@example.org')
.property('version', 3))
.V('v-2')
.fold()
.coalesce(unfold(),
addV('Person').property(id, 'v-2')
.property('email', 'person-2@example.org')
.property('version', 3))
.V('v-3')
.fold()
.coalesce(unfold(),
addV('Person').property(id, 'v-3')
.property('email', 'person-3@example.org')
.property('version', 3))
.V('v-1', 'v-2', 'v-3')
.has('version', lt(3))
.property(single, 'version', 3)
.id()

使用sideEffect()心烦意乱
如果要删除属性作为 upsert 的一部分删除，必须使用sideEffect()步骤，但是，Neptune 查询引擎目前尚
未对其进行优化。这意味着sideEffect()step，查询的所有后续部分都将使用 TinkerPop 而不是Neptune
的脚步。
以下查询颠倒了 3 个顶点，删除了score每个顶点的属性使用sideEffect()它直接跟随每个顶点 upsert：

// Optimizes only the first upsert
g.V('v-1')
.fold()
.coalesce(unfold(),
addV('Person').property(id, 'v-1').
.property('email', 'person-1@example.org'))
.sideEffect(properties('score').drop())
.V('v-2')
.fold()
.coalesce(unfold(),
addV('Person').property(id, 'v-2')
.property('email', 'person-2@exampl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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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Effect(properties('score').drop())
.V('v-3')
.fold()
.coalesce(unfold(),
addV('Person').property(id, 'v-3')
.property('email', 'person-3@example.org'))
.sideEffect(properties('score').drop())
.id()

由于sideEffect()未优化，第一个之后的所有内容sideEffect()将使用未优化 TinkerPop 步骤。换句话
说，只有第一个顶点 upsert 会被优化。要提高查询的性能，可以将所有sideEffect()行为到最后：
g.V('v-1')
.fold()
.coalesce(unfold(),
addV('Person').property(id, 'v-1')
.property('email', 'person-1@example.org'))
.V('v-2').
.fold().
.coalesce(unfold(),
addV('Person').property(id, 'v-2')
.property('email', 'person-2@example.org'))
.V('v-3')
.fold()
.coalesce(unfold(),
addV('Person').property(id, 'v-3')
.property('email', 'person-3@example.org'))
.sideEffect(V('v-1', 'v-2', 'v-3').properties('score').drop())
.id()

现在，所有 upsert 步骤都将得到优化。这些区域有：sideEffect()step here 仍未优化，但它对查询性能
的影响已降至最低。

使用 Gremlin 分析 Neptune 查询执行情况explain
Amazon Neptune 添加了名为说明. 此功能是一种自助式工具，用于了解Neptune引擎所采用的执行方法。您
可以通过将 explain 参数添加到提交 Gremlin 查询的 HTTP 调用来调用它。
explain 功能提供了有关查询执行计划的逻辑结构的信息。您可以使用此信息来识别潜在的评估和执行瓶
颈，并调整查询，如中所述调整 Gremlin 查询 (p. 314). 您还可以使用查询提示 (p. 274)改进查询执行计
划。

Note
可以通过使用此功能1.0.1.0.200463.0 版本 (2019-10-15) (p. 801).
主题
• 了解 Gremlin 查询在Neptune 中的工作原理 (p. 297)
• 使用 GremlinexplainNeptune (p. 301)
• GremlinprofileNeptune (p. 307)
• 使用调整 Gremlin 查询explain和profile (p. 314)
• Amazon Neptune 中的原生 Gremlin 阶梯支持 (p. 327)

了解 Gremlin 查询在Neptune 中的工作原理
为了充分利用 Gremlinexplain和profileAmazon Neptune 中的报告，了解一些有关 Gremlin 查询的背景
信息将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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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Gremlin 在《Neptune》中的声明 (p. 298)
• Neptune 如何使用语句索引处理 Gremlin 查询 (p. 299)
• 如何在 Neptune 中处理 Gremlin 查询 (p. 300)

Gremlin 在《Neptune》中的声明
Amazon Neptune 中的属性图数据由四个位置（四元组）语句组成。这些语句中的每一个都代表属性图数据
的单个原子单元。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Neptune 图形数据模型 (p. 98)。与资源描述框架 (RDF) 数据模型
类似，这四个位置如下所述：
• subject (S)
• predicate (P)
• object (O)
• graph (G)
每个语句都是对一个或多个资源的断言。例如，一个语句可以断言两个资源之间是否存在关系，或者可以将
一个属性（键/值对）附加到某个资源。
您可以将谓词视为语句的动词，以描述关系或属性的类型。对象是关系的目标，或者是属性的值。图形位置
可选，可通过多种不同方式使用。对于 Neptune 属性图 (PG) 数据，此项可以不使用（空图），或者用于表
示边缘的标识符。一组具有共享资源标识符的语句创建一个图形。
在 Neptune 属性图数据模型中有三类语句：
主题
• Gremlin 顶点标签语句 (p. 298)
• Gremlin 边缘语句 (p. 298)
• Gremlin 属性语句 (p. 299)

Gremlin 顶点标签语句
Neptune 中的顶点标签语句有两个作用：
• 跟踪顶点的标签。
• 只要存在一条此类语句，即暗示图中存在特定顶点。
这些语句的主语是顶点标识符，宾语是标签，两者均由用户指定。您对这些语句使用特殊的固定谓词（显示
为 <~label>）和默认图标识符（空图，显示为 <~>）。
例如，请考虑以下 addV 遍历。
g.addV("Person").property(id, "v1")

这种遍历导致将以下语句添加到图中。
StatementEvent[Added(<v1> <~label> <Person> <~>) .]

Gremlin 边缘语句
Gremlin 边缘语句用于暗示Neptune 图中两个顶点之间存在边缘。边缘语句的主语 (S) 是源 from 顶点。谓
词 (P) 是用户提供的边缘标签。宾语 (O) 是目标 to 顶点。图 (G) 是用户提供的边缘标识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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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请考虑以下 addE 遍历。
g.addE("knows").from(V("v1")).to(V("v2")).property(id, "e1")

这种遍历导致将以下语句添加到图中。
StatementEvent[Added(<v1> <knows> <v2> <e1>) .]

Gremlin 属性语句
Neptune 中的 Gremlin 属性语句对顶点或边缘的单个属性值进行断言。主语是用户提供的顶点或边缘标识
符。谓词是属性名称（键），宾语是单个属性值。图 (G) 还是默认的图标识符，即空图，显示为 <~>。
考虑以下 示例。
g.V("v1").property("name", "John")

该语句导致以下结果。
StatementEvent[Added(<v1> <name> "John" <~>) .]

属性语句与其他语句的不同之处在于，属性语句的宾语是基元值
（string、date、byte、short、int、long、float 或 double）。它们的宾语不是可用作其他断言
的主语的资源标识符。
对于多属性，集合中的每个单属性值接收各自的语句。
g.V("v1").property(set, "phone", "956-424-2563").property(set, "phone", "956-354-3692
(tel:9563543692)")

这将产生以下结果。
StatementEvent[Added(<v1> <phone> "956-424-2563" <~>) .]
StatementEvent[Added(<v1> <phone> "956-354-3692" <~>) .]

Neptune 如何使用语句索引处理 Gremlin 查询
在 Amazon Neptune 中，语句是通过三个语句索引访问的，详见如何在Neptune中为语句编制索引 (p. 98).
Neptune 摘录了一份声明模式来自 Gremlin 查询，其中某些位置是已知的，其余的则留给索引搜索进行查
找。
Neptune 假定属性图架构不大。这意味着不同边缘标签和属性名称的数量相当少，导致不同谓词的总数较
少。Neptune 在单独的索引中跟踪不同的谓词。它使用该谓词缓存来进行 { all P x POGS } 的联合扫
描，而不是使用 OSGP 索引。避免使用反向遍历 OSGP 索引可节省存储空间和加载吞吐量。
Neptune Gremlin Explain/Profile API 让您能够获取图中的谓词数。然后，您可以确定您的应用程序是否使
Neptune 的 “属性图架构较小” 的假设失效。
以下示例有助于说明 Neptune 如何使用索引来处理 Gremlin 查询。
问题: 顶点有哪些标签v1?
Gremlin code:
Pattern:
Known positions:

g.V('v1').label()
(<v1>, <~label>, ?, ?)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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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up positions:
Index:
Key range:

OG
SPOG
<v1>:<~label>:*

问题: 顶点有哪些 “已知” 的出边v1?
Gremlin code:
Pattern:
Known positions:
Lookup positions:
Index:
Key range:

g.V('v1').out('knows')
(<v1>, <knows>, ?, ?)
SP
OG
SPOG
<v1>:<knows>:*

问题: 哪些顶点有Person顶点标签？
Gremlin code:
Pattern:
Known positions:
Lookup positions:
Index:
Key range:

g.V().hasLabel('Person')
(?, <~label>, <Person>, <~>)
POG
S
POGS
<~label>:<Person>:<~>:*

问题: 给定边缘有哪些源/目标顶点e1?
Gremlin code:
Pattern:
Known positions:
Lookup positions:
Index:
Key range:

g.E('e1').bothV()
(?, ?, ?, <e1>)
G
SPO
GPSO
<e1>:*

Neptune 所做的一个陈述索引不have 是反向遍历 OSGP 反向遍历。该索引可用于收集所有边缘标签的所有
入边，如以下示例所示。
问题: 传入的相邻顶点是什么v1?
Gremlin code:
Pattern:
Known positions:
Lookup positions:
Index:

g.V('v1').in()
(?, ?, <v1>, ?)
O
SPG
OSGP // <-- Index does not exist

如何在 Neptune 中处理 Gremlin 查询
在 Amazon Neptune 中，可以通过一系列模式来表示更复杂的遍历。模式基于命名变量的定义创建关系，命
名变量可以在模式之间共享以创建联接。如下例所示。
问题: 顶点有哪些两跳邻域v1?
Gremlin code:
Pattern:

g.V(‘v1’).out('knows').out('knows').path()
(?1=<v1>, <knows>, ?2, ?) X Pattern(?2, <knows>, ?3, ?)

The pattern produces a three-column relation (?1, ?2, ?3) like this:
?1
?2
?3
================
v1
v2
v3
v1
v2
v4
v1
v5
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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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两个模式之间共享 ?2 变量（在第一个模式的 O 位置和第二个模式的 S 位置），可以创建从
一跳邻域到二跳邻域的联接。每个 Neptune 解决方案都具有三个命名变量的绑定，可用于重新创
建TinkerPopTraverser（包括路径信息）。

Gremlin 查询处理的第一步是将查询解析为 TinkerPop 遍历对象，由一系列 TinkerPop 步骤. 这些步骤是开源
的一部分阿帕奇 TinkerPop 项目，是构成参考实现中 Gremlin 遍历的逻辑和物理运算符。它们都用于表示查
询模型。它们是可执行的运算符，可以根据其代表的运算符的语义生成解决方案。例如，.V()由表示和执行
TinkerPop GraphStep.
因为这些 off-the-shelf TinkerPop 步骤是可执行的，例如 TinkerPop 遍历可以执行任何 Gremlin 查询并生成
正确的答案。但是，当针对大型图执行时， TinkerPop 步骤有时会非常低效且缓慢。不使用这些步骤，而是
尝试将该遍历转换为由模式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成的声明形式（如前所述）。
Neptune 的本机查询引擎仅支持部分 Gremlin 运算符（步骤）。因此，它尝试将尽可能多的步骤折叠为一
个 NeptuneGraphQueryStep，其中包含已转换的所有步骤的声明性逻辑查询计划。理想情况下，所有步
骤都将转换。但是，当遇到无法转换的步骤时，Neptune 会中断本机执行，并将所有查询执行从该点推迟到
TinkerPop 步骤。它不会尝试穿插进行本机执行。
将步骤转换成逻辑查询计划后，Neptune 运行一系列查询优化器，根据静态分析和估计基数来重写查询计
划。优化器执行多种操作，例如根据范围计数对运算符进行重新排序、删除不必要或多余的运算符、重新排
列筛选条件、将运算符推入不同的组等。
生成优化的查询计划后，Neptune 创建物理运算符管道来执行查询。这包括从语句索引中读取数据、执行各
种类型的联接、筛选、排序等。管道生成解决方案流，然后将其转换回 TinkerPop遍历器对象。

查询结果的序列化
Amazon Neptune 目前依赖于 TinkerPop 用于转换查询结果的响应消息序列化器 (TinkerPop 遍历程序) 转换
为序列化的数据，以通过线路将其发送回客户端。这些序列化格式往往很冗长。
例如，序列化顶点查询的结果，例如g.V().limit(1)，Neptune 查询引擎必须执行一次搜索来生成查询
结果。但是，GraphSON 序列化程序将执行大量额外的搜索，才能将顶点打包为序列化格式。它必须执行一
次搜索来获取标签，执行一次搜索来获取属性键，并对顶点的每个属性键执行一次搜索来获取每个键的所有
值。
某些序列化格式效率更高，但是所有序列化格式都需要进行额外的搜索。此外， TinkerPop 序列化程序不会
尝试避免重复搜索，这往往会导致很多不必要的重复搜索。
因此，在编写查询时，只询问所需的信息极为重要。例如，g.V().limit(1).id() 将仅返回顶点 ID，并
消除所有其他序列化程序搜索。GremlinprofileNeptune (p. 307) 允许您查看在查询执行和序列化期间进
行了多少次搜索调用。

使用 GremlinexplainNeptune
Amazon Neptune GremlinexplainAPI 返回将在运行指定查询时执行的查询计划。由于该 API 实际上并未
运行查询，因此几乎可即时返回计划。
它不同于 TinkerPop .explain () 步骤，以便能够报告特定于Neptune 引擎的信息。

Gremlin 中包含的信息explain报告
网络 ACL 和安全组都允许 (因此可到达您的实例) 的发起 ping 的explain报告包含以下信息：
• 要求的查询字符串。
• 原始遍历。这是 TinkerPop 通过将查询字符串解析为 TinkerPop 步骤。它等同于通过以下网址生成的原始
查询：.explain()关于针对 TinkerPop TinkerGraph.
• 转换的遍历。这是Neptune 穿越通过将 TinkerPop 遍历到 Neptune 逻辑查询计划表示形
式。在许多情况下，整个 TinkerPop 遍历被转换为两个 Neptune 步骤：一个执行整个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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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GraphQueryStep) 和一个将 Neptune 查询引擎输出转换回来的 TinkerPop 遍历 (遍
历)NeptuneTraverserConverterStep)。
• 优化的遍历。这是 Neptune 查询计划的优化版本，运行一系列静态减负优化器以根据静态分析和估计基数
来重写的查询。优化器执行多种操作，例如根据范围计数对运算符进行重新排序、删除不必要或多余的运
算符、重新排列筛选条件、将运算符推入不同的组等。
• 谓词数量。如前所述，出于Neptune索引策略的原因，具有大量不同谓词可能会导致性能问题。对于使用
没有边缘标签（.in 或 .both）的反向遍历运算符的查询，这一点尤为明显。如果使用了此类运算符并且
谓词数量足够多，explain 报告将显示警告消息。
• DFE 信息。启用 DFE 替代引擎后，优化的遍历中可能会显示以下遍历组件：
• DFEStep— 遍历中包含子项的 Neptune 优化的 DFE 步骤DFENode.DFEStep表示在 DFE 引擎中执行的
查询计划部分。
• DFENode-将中间表示作为一个或多个子项包含DFEJoinGroupNodes.
• DFEJoinGroupNode— 表示一个或多个联接DFENode要么DFEJoinGroupNode元素。
• NeptuneInterleavingStep— 遍历中包含子项的 Neptune 优化的 DFE 步骤DFEStep.
还包含一个stepInfo元素，其中包含有关遍历的信息，例如 frontier 元素、使用的路径元素等。此信息
用于处理孩子DFEStep.
查明您的查询是否被 DFE 评估的一个简单方法是检查explain输出包含DFEStep. 遍历中不属
于DFEStep将不会被 DFE 执行，而是由 TinkerPop 引擎。
请参阅启用 DFE 的示例 (p. 305)获取样本报告。

Gremlinexplain句法
explain API 的语法与查询的 HTTP API 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它使用 /gremlin/explain 作为终端节点
而不是 /gremlin，如以下示例所示。
curl -X POST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gremlin/explain -d
'{"gremlin":"g.V().limit(1)"}'

前面的查询将产生以下输出。
*******************************************************
Neptune Gremlin Explain
*******************************************************
Query String
============
g.V().limit(1)
Original Traversal
==================
[GraphStep(vertex,[]), RangeGlobalStep(0,1)]
Converted Traversal
===================
Neptune steps:
[
NeptuneGraphQueryStep(Vertex) {
JoinGroupNode {
PatternNode[(?1, <~label>, ?2, <~>) . project distinct ?1 .]
}, finishers=[limit(1)], annotations={path=[Vertex(?1):GraphStep], maxVarId=3}
},
NeptuneTraverserConverterSte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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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ed Traversal
===================
Neptune steps:
[
NeptuneGraphQueryStep(Vertex) {
JoinGroupNode {
PatternNode[(?1, <~label>, ?2, <~>) . project distinct ?1 .],
{estimatedCardinality=INFINITY}
}, finishers=[limit(1)], annotations={path=[Vertex(?1):GraphStep], maxVarId=3}
},
NeptuneTraverserConverterStep
]
Predicates
==========
# of predicates: 18

未转换 TinkerPop 步骤
理想情况下，所有 TinkerPop 遍历中的步骤具有本机 Neptune 运算符。如果不是这种情况，Neptune 会回退
到 TinkerPop 针对运算符缺失的步骤执行。如果遍历使用Neptune 尚无本机运算符的步骤，则explain报告
会显示一条警告，显示差距发生的位置。
当遇到没有对应Neptune 本机运算符的步骤时，将使用 TinkerPop 步骤，即使后续步骤确实有本机 Neptune
运算符。
这种情况的例外是调用 Neptune 的全文搜索时。这些区域有： NeptuneSearchStep 实施的步骤没有全文搜
索步骤的本机等效运算符。

的示例explain查询中的所有步骤都具有本机等效运算符的输出
以下是示例explain查询报告，其中所有步骤都有本机等效运算符：
*******************************************************
Neptune Gremlin Explain
*******************************************************
Query String
============
g.V().out()
Original Traversal
==================
[GraphStep(vertex,[]), VertexStep(OUT,vertex)]
Converted Traversal
===================
Neptune steps:
[
NeptuneGraphQueryStep(Vertex) {
JoinGroupNode {
PatternNode[(?1, <~label>, ?2, <~>) . project distinct ?1 .]
PatternNode[(?1, ?5, ?3, ?6) . project ?1,?3 . IsEdgeIdFilter(?6) .]
PatternNode[(?3, <~label>, ?4, <~>) . project ask .]
}, annotations={path=[Vertex(?1):GraphStep, Vertex(?3):VertexStep], maxVarId=7}
},
NeptuneTraverserConverterStep
]
Optimized Traversal
===================
Neptune st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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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GraphQueryStep(Vertex) {
JoinGroupNode {
PatternNode[(?1, ?5, ?3, ?6) . project ?1,?3 . IsEdgeIdFilter(?6) .],
{estimatedCardinality=INFINITY}
}, annotations={path=[Vertex(?1):GraphStep, Vertex(?3):VertexStep], maxVarId=7}
},
NeptuneTraverserConverterStep

]

Predicates
==========
# of predicates: 18

查询中的部分步骤没有本机等效运算符的示例
Neptune 同时处理GraphStep和VertexStep本地，但如果你引入一个FoldStep和UnfoldStep，生成
的explain输出不同：
*******************************************************
Neptune Gremlin Explain
*******************************************************
Query String
============
g.V().fold().unfold().out()
Original Traversal
==================
[GraphStep(vertex,[]), FoldStep, UnfoldStep, VertexStep(OUT,vertex)]
Converted Traversal
===================
Neptune steps:
[
NeptuneGraphQueryStep(Vertex) {
JoinGroupNode {
PatternNode[(?1, <~label>, ?2, <~>) . project distinct ?1 .]
}, annotations={path=[Vertex(?1):GraphStep], maxVarId=3}
},
NeptuneTraverserConverterStep
]
+ not converted into Neptune steps: [FoldStep, UnfoldStep, VertexStep(OUT,vertex)]
Optimized Traversal
===================
Neptune steps:
[
NeptuneGraphQueryStep(Vertex) {
JoinGroupNode {
PatternNode[(?1, <~label>, ?2, <~>) . project distinct ?1 .],
{estimatedCardinality=INFINITY}
}, annotations={path=[Vertex(?1):GraphStep], maxVarId=3}
},
NeptuneTraverserConverterStep,
NeptuneMemoryTrackerStep
]
+ not converted into Neptune steps: [FoldStep, UnfoldStep, VertexStep(OUT,vertex)]
WARNING: >> FoldStep << is not supported natively yet

在这种情况下，FoldStep 将使遍历跳出本机执行。同时，后续的 VertexStep 也不再在本机处理，因为
它出现在 Fold/Unfold 步骤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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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性能和成本考虑，请在编制遍历时让尽可能多的工作在Neptune 查询引擎内部进行，而不是通过
Neptune 查询引擎内部进行，而不是通过 TinkerPop 步骤实现。

使用 Neptune 的查询示例 full-text-search
以下查询使用 Neptune 全文搜索：
g.withSideEffect("Neptune#fts.endpoint", "some_endpoint")
.V()
.tail(100)
.has("Neptune#fts mark*")
------.has("name", "Neptune#fts mark*")
.has("Person", "name", "Neptune#fts mark*")

.has("name", "Neptune#fts mark*") 部分将搜索限制为带有 name 的顶点，而 .has("Person",
"name", "Neptune#fts mark*") 将搜索限制为带有 name 和标签 Person 的顶点。这将导致以下遍
历explain报告:
Final Traversal
[NeptuneGraphQueryStep(Vertex) {
JoinGroupNode {
PatternNode[(?1, termid(1,URI), ?2, termid(0,URI)) . project distinct ?1 .],
{estimatedCardinality=INFINITY}
}, annotations={path=[Vertex(?1):GraphStep], maxVarId=4}
}, NeptuneTraverserConverterStep, NeptuneTailGlobalStep(10),
NeptuneTinkerpopTraverserConverterStep, NeptuneSearchStep {
JoinGroupNode {
SearchNode[(idVar=?3, query=mark*, field=name) . project ask .],
{endpoint=some_endpoint}
}
JoinGroupNode {
SearchNode[(idVar=?3, query=mark*, field=name) . project ask .],
{endpoint=some_endpoint}
}
}]

使用的示例explain启用 DFE 时
以下是一个示例explain启用 DFE 备用查询引擎时报告:
*******************************************************
Neptune Gremlin Explain
*******************************************************
Query String
============
g.V().as("a").out().has("name", "josh").out().in().where(eq("a"))
Original Traversal
==================
[GraphStep(vertex,[])@[a], VertexStep(OUT,vertex), HasStep([name.eq(josh)]),
VertexStep(OUT,vertex), VertexStep(IN,vertex), WherePredicateStep(eq(a))]
Converted Traversal
===================
Neptune steps:
[
DFEStep(Verte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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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ENode {
DFEJoinGroupNode[ children={
DFEPatternNode[(?1, <http://www.w3.org/1999/02/22-rdf-syntax-ns#type>, ?2,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DefaultNamedGraph>) . project DISTINCT[?1]
{rangeCountEstimate=unknown}],
DFEPatternNode[(?1, ?3, ?4, ?5) . project ALL[?1, ?4] graphFilters=(!= <http://
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DefaultNamedGraph> . ), {rangeCountEstimate=unknown}]
}, {rangeCountEstimate=unknown}
]
} [Vertex(?1):GraphStep@[a], Vertex(?4):VertexStep]
} ,
NeptuneTraverserConverterDFEStep
]
+ not converted into Neptune steps: HasStep([name.eq(josh)]),
Neptune steps:
[
NeptuneInterleavingStep {
StepInfo[joinVars=[?7, ?1], frontierElement=Vertex(?7):HasStep,
pathElements={a=(last,Vertex(?1):GraphStep@[a])}, listPathElement={}, indexTime=0ms],
DFEStep(Vertex) {
DFENode {
DFEJoinGroupNode[ children={
DFEPatternNode[(?7, ?8, ?9, ?10) . project ALL[?7, ?9]
graphFilters=(!=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DefaultNamedGraph> . ),
{rangeCountEstimate=unknown}],
DFEPatternNode[(?12, ?11, ?9, ?13) . project ALL[?9, ?12]
graphFilters=(!=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DefaultNamedGraph> . ),
{rangeCountEstimate=unknown}]
}, {rangeCountEstimate=unknown}
]
} [Vertex(?9):VertexStep, Vertex(?12):VertexStep]
}
}
]
+ not converted into Neptune steps: WherePredicateStep(eq(a)),
Neptune steps:
[
DFECleanupStep
]
Optimized Traversal
===================
Neptune steps:
[
DFEStep(Vertex) {
DFENode {
DFEJoinGroupNode[ children={
DFEPatternNode[(?1, ?3, ?4, ?5) . project ALL[?1, ?4] graphFilters=(!=
defaultGraph[526] . ), {rangeCountEstimate=9223372036854775807}]
}, {rangeCountEstimate=unknown}
]
} [Vertex(?1):GraphStep@[a], Vertex(?4):VertexStep]
} ,
NeptuneTraverserConverterDFEStep
]
+ not converted into Neptune steps: NeptuneHasStep([name.eq(josh)]),
Neptune steps:
[
NeptuneMemoryTrackerStep,
NeptuneInterleavingStep {
StepInfo[joinVars=[?7, ?1], frontierElement=Vertex(?7):HasStep,
pathElements={a=(last,Vertex(?1):GraphStep@[a])}, listPathElement={}, indexTime=0ms],
DFEStep(Vertex) {
DFENode {
DFEJoinGroupNode[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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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EPatternNode[(?7, ?8, ?9, ?10) . project ALL[?7, ?9] graphFilters=(!=
defaultGraph[526] . ), {rangeCountEstimate=9223372036854775807}],
DFEPatternNode[(?12, ?11, ?9, ?13) . project ALL[?9, ?12] graphFilters=(!=
defaultGraph[526] . ), {rangeCountEstimate=9223372036854775807}]
}, {rangeCountEstimate=unknown}
]
} [Vertex(?9):VertexStep, Vertex(?12):VertexStep]
}
}

]
+ not converted into Neptune steps: WherePredicateStep(eq(a)),
Neptune steps:
[
DFECleanupStep
]

WARNING: >> [NeptuneHasStep([name.eq(josh)]), WherePredicateStep(eq(a))] << (or one of the
children for each step) is not supported natively yet
Predicates
==========
# of predicates: 8

请参阅中的 信息explain (p. 301)，以了解报告中特定于 DFE 的部分的说明。

GremlinprofileNeptune
Neptune GremlinprofileAPI 可运行指定的 Gremlin 遍历、收集有关运行的各种指标并生成分析报告作为
输出。

Note
可以通过使用此功能1.0.1.0.200463.0 版本 (2019-10-15) (p. 801).
它不同于 TinkerPop .profile () 步骤，以便能够报告特定于Neptune 引擎的信息。
分析报告包括有关查询计划的以下信息：
• 物理运算符管道
• 查询执行和序列化的索引操作
• 结果大小
profile API 使用的是 HTTP API 查询语法的扩展版本，以 /gremlin/profile 而不是 /gremlin 作为
终端节点。

Neptune Gremlin 特有的参数profile
• profile.results–boolean，允许的值TRUE和FALSE，默认值：TRUE.
如果为 true，则收集查询结果并在其中显示profile报告。如果为 false，则仅显示结果数量。
• profile.chop–int，默认值：250.
如果不为零，结果字符串将在该字符数处截断。这不影响捕获所有结果。它只是限制了分析报告中字符串
的大小。如果设置为零，字符串将包含所有结果。
• profile.serializer–string，默认值：<null>.
如果不为空，则在以该参数指定的格式序列化的响应消息中返回收集的结果。将报告生成该响应消息所需
的索引操作数以及要发送到客户端的字节大小。
允许的值包括<null>或任何有效的 MIME 类型或 TinkerPop 驱动程序 “序列化器” 枚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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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json"
"application/vnd.gremlin-v1.0+json"
"application/vnd.gremlin-v2.0+json"
"application/vnd.gremlin-v3.0+json"
"application/vnd.gremlin-v1.0+gryo"
"application/vnd.gremlin-v3.0+gryo"
"application/vnd.gremlin-v1.0+gryo-lite"
"application/vnd.graphbinary-v1.0"

or
or
or
or
or
or
or
or

"MIME_JSON"
"GRAPHSON_V1D0"
"GRAPHSON_V2D0"
"GRAPHSON_V3D0"
"GRYO_V1D0"
"GRYO_V3D0"
"GRYO_LITE_V1D0"
"GRAPHBINARY_V1D0"

• profile.indexOps–boolean，允许的值TRUE和FALSE，默认值：FALSE.
如果为 true，则显示查询执行和序列化期间发生的所有索引操作的详细报告。警告：该报告可能会很长。

Neptune Gremlin 的示例输出profile
下面是一个示例 profile 查询。
curl -X POST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gremlin/profile \
-d '{"gremlin":"g.V().hasLabel(\"airport\")
.has(\"code\", \"AUS\")
.emit()
.repeat(in().simplePath())
.times(2)
.limit(100)",
"profile.serializer":"application/vnd.gremlin-v3.0+gryo"}'

此查询生成以下内容profile在博客文章中的空中航线样本图表上执行时报告，我来为您创建该图形-第 1
部分-Air Routes.
*******************************************************
Neptune Gremlin Profile
*******************************************************
Query String
==================
g.V().hasLabel("airport").has("code",
"AUS").emit().repeat(in().simplePath()).times(2).limit(100)
Original Traversal
==================
[GraphStep(vertex,[]), HasStep([~label.eq(airport), code.eq(AUS)]), RepeatStep(emit(true),
[VertexStep(IN,vertex), PathFilterStep(simple), RepeatEndStep],until(loops(2))),
RangeGlobalStep(0,100)]
Optimized Traversal
===================
Neptune steps:
[
NeptuneGraphQueryStep(Vertex) {
JoinGroupNode {
PatternNode[(?1, <code>, "AUS", ?) . project ?1 .], {estimatedCardinality=1,
indexTime=84, hashJoin=true, joinTime=3, actualTotalOutput=1}
PatternNode[(?1, <~label>, ?2=<airport>, <~>) . project ask .],
{estimatedCardinality=3374, indexTime=29, hashJoin=true, joinTime=0, actualTotalOutput=61}
RepeatNode {
Repeat {
PatternNode[(?3, ?5, ?1, ?6) . project ?1,?3 . IsEdgeIdFilter(?6) .
SimplePathFilter(?1, ?3)) .], {hashJoin=true, estimatedCardinality=50148, indexTime=0,
joinTim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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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it {
Filter(true)
}
LoopsCondition {
LoopsFilter([?1, ?3],eq(2))
}
}, annotations={repeatMode=BFS, emitFirst=true, untilFirst=false, leftVar=?1,
rightVar=?3}
}, finishers=[limit(100)], annotations={path=[Vertex(?1):GraphStep, Repeat[Vertex(?
3):VertexStep]], joinStats=true, optimizationTime=495, maxVarId=7, executionTime=323}
},
NeptuneTraverserConverterStep
]
Physical Pipeline
=================
NeptuneGraphQueryStep
|-- StartOp
|-- JoinGroupOp
|-- SpoolerOp(100)
|-- DynamicJoinOp(PatternNode[(?1, <code>, "AUS", ?) . project ?1 .],
{estimatedCardinality=1, indexTime=84, hashJoin=true})
|-- SpoolerOp(100)
|-- DynamicJoinOp(PatternNode[(?1, <~label>, ?2=<airport>, <~>) . project ask .],
{estimatedCardinality=3374, indexTime=29, hashJoin=true})
|-- RepeatOp
|-- <upstream input> (Iteration 0) [visited=1, output=1 (until=0, emit=1),
next=1]
|-- BindingSetQueue (Iteration 1) [visited=61, output=61 (until=0, emit=61),
next=61]
|-- SpoolerOp(100)
|-- DynamicJoinOp(PatternNode[(?3, ?5, ?1, ?6) . project ?
1,?3 . IsEdgeIdFilter(?6) . SimplePathFilter(?1, ?3)) .], {hashJoin=true,
estimatedCardinality=50148, indexTime=0})
|-- BindingSetQueue (Iteration 2) [visited=38, output=38 (until=38, emit=0),
next=0]
|-- SpoolerOp(100)
|-- DynamicJoinOp(PatternNode[(?3, ?5, ?1, ?6) . project ?
1,?3 . IsEdgeIdFilter(?6) . SimplePathFilter(?1, ?3)) .], {hashJoin=true,
estimatedCardinality=50148, indexTime=0})
|-- LimitOp(100)
Runtime (ms)
============
Query Execution: 392.686
Serialization:
2636.380

Traversal Metrics
=================
Step
Count Traversers
Time (ms)
% Dur
------------------------------------------------------------------------------------------------------NeptuneGraphQueryStep(Vertex)
100
100
314.162
82.78
NeptuneTraverserConverterStep
100
100
65.333
17.22
>TOTAL
379.495
Repeat Metrics
==============
Iteration Visited
Output
Until
Emit
Next
-----------------------------------------------------0
1
1
0
1
1
1
61
61
0
6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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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8
38
38
0
0
-----------------------------------------------------100
100
38
62
62
Predicates
==========
# of predicates: 16
WARNING: reverse traversal with no edge label(s) - .in() / .both() may impact query
performance
Results
=======
Count: 100
Output: [v[3], v[3600], v[3614], v[4], v[5], v[6], v[7], v[8], v[9], v[10], v[11], v[12],
v[47], v[49], v[136], v[13], v[15], v[16], v[17], v[18], v[389], v[20], v[21], v[22],
v[23], v[24], v[25], v[26], v[27], v[28], v[416], v[29], v[30], v[430], v[31], v[9...
Response serializer: GRYO_V3D0
Response size (bytes): 23566
Index Operations
================
Query execution:
# of statement index ops: 3
# of unique statement index ops: 3
Duplication ratio: 1.0
# of terms materialized: 0
Serialization:
# of statement index ops: 200
# of unique statement index ops: 140
Duplication ratio: 1.43
# of terms materialized: 393

除了通过调用 Neptune 返回的查询计划之外explain，该profile结果包括有关查询执行的运行时统计信
息。每个 Join 操作都标记了执行其联接所花费的时间以及进行该操作的解决方案的实际数量。
profile 输出包括在核心查询执行阶段以及序列化阶段（如果指定了 profile.serializer 选项）所花
费的时间。
profile 输出的底部还包括在每个阶段执行的索引操作的明细。
请注意，出于缓存原因，同一查询的连续运行在运行时和索引操作方面可能会显示不同的结果。
对于使用 repeat() 步骤的查询，如果将 repeat() 步骤作为 NeptuneGraphQueryStep 的一部分下
推，还将提供每次迭代边界的明细。

在以下内容profile启用 DFE 时报告
启用 Neptune DFE 替代查询引擎后，profile输出略有不同：
优化的遍历：本部分与中的内容相似explain输出，但包含其他信息。这包括计划中考虑的 DFE 运算符的
类型，以及相关的最坏情况和最佳情况成本估算。
物理管道：本节捕获用于执行查询的运算符。DFESubQueryelements 抽象了 DFE 用来执行其负责的计划部
分的实际计划。这些区域有：DFESubQuery元素在下面列出了 DFE 统计信息的部分中展开。
DFEQueryEngine 统计数据：仅当至少部分查询由 DFE 执行时，才会显示此部分。它概述了特定于 DFE 的
各种运行时统计信息，并包含查询执行的各个部分所花费时间的详细细分，按DFESubQuery.
嵌套在不同的子查询DFESubQuery在此部分中，元素是扁平化的，唯一标识符标有以开头的标
头subQuery=.
遍历指标：此部分显示步骤级遍历度量，当 DFE 引擎运行全部或部分查询时，将显示DFEStep和/
或NeptuneInterleavingStep. 请参阅 使用调整 Gremlin 查询explain和profile (p.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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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DFE 是在实验室模式下发布的一项实验性功能，因此profile输出仍然随时可能更改。

示例profile启用 Neptune 数据流引擎 (DFE) 时输出
当使用 DFE 引擎运行 Gremlin 查询时，GremlinprofileAPI (p. 307)的格式如下例所示。
查询：
curl https://localhost:8182/gremlin/profile \
-d "{\"gremlin\": \"g.withSideEffect('Neptune#useDFE', true).V().has('code',
'ATL').out()\"}"
*******************************************************
Neptune Gremlin Profile
*******************************************************
Query String
==================
g.withSideEffect('Neptune#useDFE', true).V().has('code', 'ATL').out()
Original Traversal
==================
[GraphStep(vertex,[]), HasStep([code.eq(ATL)]), VertexStep(OUT,vertex)]

Optimized Traversal
===================
Neptune steps:
[
DFEStep(Vertex) {
DFENode {
DFEJoinGroupNode[null](
children=[
DFEPatternNode((?1, vp://code[419430926], ?4, defaultGraph[526]) . project
DISTINCT[?1] objectFilters=(in(ATL[452987149]) . ), {rangeCountEstimate=1},
opInfo=(type=PipelineJoin,
cost=(exp=(in=1.00,out=1.00,io=0.00,comp=0.00,mem=0.00),wc=(in=1.00,out=1.00,io=0.00,comp=0.00,mem=0.0
disc=(type=PipelineScan,
cost=(exp=(in=1.00,out=1.00,io=0.00,comp=0.00,mem=34.00),wc=(in=1.00,out=1.00,io=0.00,comp=0.00,mem=34
DFEPatternNode((?1, ?5, ?6, ?7) . project ALL[?1, ?6] graphFilters=(!=
defaultGraph[526] . ), {rangeCountEstimate=9223372036854775807})],
opInfo=[
OperatorInfoWithAlternative[
rec=(type=PipelineJoin,
cost=(exp=(in=1.00,out=27.76,io=0.00,comp=0.00,mem=0.00),wc=(in=1.00,out=27.76,io=0.00,comp=0.00,mem=0
disc=(type=PipelineScan,
cost=(exp=(in=1.00,out=27.76,io=Infinity,comp=0.00,mem=295147905179352830000.00),wc=(in=1.00,out=27.76
alt=(type=PipelineScan,
cost=(exp=(in=1.00,out=27.76,io=Infinity,comp=0.00,mem=295147905179352830000.00),wc=(in=1.00,out=27.76
} [Vertex(?1):GraphStep, Vertex(?6):VertexStep]
} ,
NeptuneTraverserConverterDFEStep,
DFECleanupStep
]
Physical Pipeline
=================
DFEStep
|-- DFESubQuery1
DFEQueryEngine Statistic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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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ESubQuery1

######################################################################################################
# ID # Out #1 # Out #2 # Name
# Arguments
# Mode # Units In #
Units Out # Ratio # Time (ms) #

######################################################################################################
# 0 # 1
# # DFESolutionInjection # solutions=[]
# # 0
#
1
# 0.00
# 0.01
#
#
#
#
#
# outSchema=[]
#
#
#
#
#
#

######################################################################################################
# 1 # 2
# # DFEChunkLocalSubQuery # subQuery=http://aws.amazon.com/
neptune/vocab/v01/dfe/past/graph#089f43e3-4d71-4259-8d19-254ff63cee04/graph_1 # # 1
# 1
# 1.00
# 0.02
#

######################################################################################################
# 2 # 3
# # DFEChunkLocalSubQuery # subQuery=http://aws.amazon.com/
neptune/vocab/v01/dfe/past/graph#089f43e3-4d71-4259-8d19-254ff63cee04/graph_2 # # 1
# 242
# 242.00 # 0.02
#

######################################################################################################
# 3 # 4
# # DFEMergeChunks
# # # 242
#
242
# 1.00
# 0.01
#

######################################################################################################
# 4 # # # DFEDrain
# # # 242
#
0
# 0.00
# 0.01
#

######################################################################################################
subQuery=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dfe/past/
graph#089f43e3-4d71-4259-8d19-254ff63cee04/graph_1

######################################################################################################
# ID # Out #1 # Out #2 # Name
# Arguments
# Mode # Units In # Units Out # Ratio # Time (ms) #

######################################################################################################
# 0 # 1
# # DFEPipelineScan
# pattern=Node(?1) with property 'code'
as ?4 and label 'ALL' # # 0
# 1
# 0.00 # 0.22
#
#
#
#
#
# inlineFilters=[(?4 IN ["ATL"])]
#
#
#
#
#
#
#
#
#
#
# patternEstimate=1
#
#
#
#
#
#

######################################################################################################
# 1 # 2
# # DFEMergeChunks
# # # 1
# 1
# 1.00 # 0.02
#

######################################################################################################
# 2 # 4
# # DFERelationalJoin
# joinVars=[]
# # 2
# 1
# 0.50 # 0.09
#

######################################################################################################
# 3 # 2
# # DFESolutionInjection # solutions=[]
# # 0
# 1
# 0.00 # 0.01
#
#
#
#
#
# outSchema=[]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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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 # # DFEDrain
# # # 1
# 0
# 0.00 # 0.01
#

######################################################################################################
subQuery=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dfe/past/
graph#089f43e3-4d71-4259-8d19-254ff63cee04/graph_2

######################################################################################################
# ID # Out #1 # Out #2 # Name
# Arguments
#
Mode # Units In # Units Out # Ratio # Time (ms) #

######################################################################################################
# 0 # 1
# # DFESolutionInjection # solutions=[]
# # 0
# 1
# 0.00
# 0.01
#
#
#
#
#
# outSchema=[?1]
#
#
#
#
#
#

######################################################################################################
# 1 # 2
# 3
# DFETee
# # # 1
# 2
# 2.00
# 0.01
#

######################################################################################################
# 2 # 4
# # DFEDistinctColumn
# column=?1
# # 1
# 1
# 1.00
# 0.21
#
#
#
#
#
# ordered=false
#
#
#
#
#
#

######################################################################################################
# 3 # 5
# # DFEHashIndexBuild
# vars=[?1]
# # 1
# 1
# 1.00
# 0.03
#

######################################################################################################
# 4 # 5
# # DFEPipelineJoin
# pattern=Edge((?1)-[?7:?5]->(?6))
# # 1
# 242
# 242.00 # 0.51
#
#
#
#
#
# constraints=[]
#
#
#
#
#
#
#
#
#
#
# patternEstimate=9223372036854775807 #
#
#
#
#
#

######################################################################################################
# 5 # 6
# 7
# DFESync
# # # 243
# 243
# 1.00
# 0.02
#

######################################################################################################
# 6 # 8
# # DFEForwardValue
# # # 1
# 1
# 1.00
# 0.01
#

######################################################################################################
# 7 # 8
# # DFEForwardValue
# # # 242
# 242
# 1.00
# 0.02
#

######################################################################################################
# 8 # 9
# # DFEHashIndexJoin
# # # 243
# 242
# 1.00
# 0.31
#

######################################################################################################
# 9 # # # DFEDrain
# # # 242
# 0
# 0.00
# 0.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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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time (ms)
============
Query Execution: 11.744
Traversal Metrics
=================
Step
Time (ms)
% Dur

Count

Traversers

-----------------------------------------------------------------------------------------------------DFEStep(Vertex)
242
242
10.849
95.48
NeptuneTraverserConverterDFEStep
242
242
0.514
4.52
>TOTAL
11.363
Predicates
==========
# of predicates: 18
Results
=======
Count: 242
Index Operations
================
Query execution:
# of statement index ops: 0
# of terms materialized: 0

Note
由于 DFE 引擎是在实验室模式下发布的实验性功能，因此profile输出随时可能更改。

使用调整 Gremlin 查询explain和profile
您经常可以在Amazon Neptune 中调整 Gremlin 查询，以获得更好的性能，使用您从Neptune 获得的报告中
提供的信息说明 (p. 301)和轮廓 (p. 307)API。为此，了解Neptune 如何处理 Gremlin 遍历会有所帮助。

Important
更改内容如下 TinkerPop 版本 3.4.11 提高了查询处理方式的正确性，但目前有时会严重影响查询性
能。
例如，此类查询的运行速度可能要慢得多：
g.V().hasLabel('airport').
order().
by(out().count(),desc).
limit(10).
out()

极限步长之后的顶点现在以非最佳方式获取，因为 TinkerPop 3.4.11 发生了变化。为了避免这种情
况，您可以修改查询，方法是在后面的任意位置添加 barrier () 步骤order().by(). 例如：
g.V().hasLabel('airport').
order().
by(out().count(),desc).
limit(10).
barrier().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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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kerPop 3.4.11 已在Neptune 中启用引擎版本 1.0.5.0 (p. 763).

了解 Neptune 中的 Gremlin 遍历处理
当 Gremlin 遍历发送到 Neptune 时，有三个主要过程可以将遍历转换为引擎执行的基础执行计划。这些是解
析、转换和优化：

遍历解析过程
处理遍历的第一步是将其解析为通用语言。在Neptune 中，这种通用语言是 TinkerPop 步骤是的一部
分TinkerPopAPI. 这些步骤中的每一个都代表遍历中的一个计算单位。
你可以以字符串或字节码的形式向 Neptune 发送 Gremlin 遍历。REST 端点和 Java 客户端驱动程
序submit()方法将遍历作为字符串发送，如下例所示：
client.submit("g.V()")

应用程序和语言驱动程序使用Gremlin 语言变体 (GLV)以字节码发送遍历。

遍历转换过程
处理遍历的第二步是转换其 TinkerPop 步进到一组已转换和未转换的 Neptune 步长。Apache 中的大多数步
骤 TinkerPop Gremlin 查询语言将转换为特定于Neptune 的步骤，这些步骤经过优化，可在底层 Neptune 引
擎上运行。当一个 TinkerPop 在遍历中遇到没有 Neptune 等价物的步骤，则该步骤和遍历中的所有后续步骤
均由 TinkerPop 查询引擎。
有关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转换的步骤的更多信息，请参阅Gremlin Step (p.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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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历优化流程
遍历处理的最后一步是通过优化器运行一系列已转换和未转换的步骤，以尝试确定最佳的执行计划。此优化
的输出是 Neptune 引擎处理的执行计划。

使用Neptune Gremlinexplain用于调整查询的 API
Neptune 解释 API 和 Gremlin 不一样explain()Step。它返回 Neptune 引擎在执行查询时将处理的最终执
行计划。由于它不执行任何处理，因此无论使用何种参数，它都会返回相同的计划，并且其输出不包含有关
实际执行的统计信息。
考虑以下简单遍历，它可以找到安克雷奇的所有机场顶点：
g.V().has('code','ANC')

有两种方法可以穿越NeptuneexplainAPI。第一种方法是对 explain 端点进行 REST 调用，如下所示：
curl -X POST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gremlin/explain -d
'{"gremlin":"g.V().has('code','ANC')"}'

第二种方法是使用Neptune 工作台的%%gremlin (p. 35)细胞魔法用explain参数。这会将细胞体中包含的遍
历传递给NeptuneexplainAPI，然后在运行单元格时显示结果输出：
%%gremlin explain
g.V().has('code','ANC')

由此产生的explainAPI 输出描述了 Neptune 的遍历执行计划。如下图所示，该计划包括处理管道中的 3 个
步骤中的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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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查看未转换的步骤来调整遍历
在Neptune 中首先要寻找的东西之一explainAPI 输出适用于未转换为 Neptune 原生步骤的 Gremlin 步骤。
在查询计划中，当遇到无法转换为 Neptune 本机步骤的步骤时，该步骤以及计划中的所有后续步骤都将由
Gremlin 服务器处理。
在上述示例中，遍历中的所有步骤均已转换。让我们来看看explain此遍历的 API 输出：
g.V().has('code','ANC').out().choose(hasLabel('airport'), values('code'), constant('Not an
airport'))

如下图所示，Neptune 无法将choose()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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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采取几项措施来优化遍历的性能。第一种方法是以这样的方式重写它，以消除无法转换的步骤。另一
种方法是将步骤移到遍历的末尾，以便所有其他步骤都可以转换为本机步骤。
包含未转换步骤的查询计划并不总是需要调整。如果无法转换的步骤位于遍历的末尾，并且与输出的格式化
而不是图形的遍历方式有关，则它们对性能的影响可能不大。
检查Neptune 的输出时要注意的另一件事explainAPI 是不使用索引的步骤。以下遍历将查找所有航班降落
在安克雷奇的机场：
g.V().has('code','ANC').in().values('code')

此遍历的解释 API 的输出为：
*******************************************************
Neptune Gremlin Explain
*******************************************************
Query String
============
g.V().has('code','ANC').in().values('code')
Original Traversal
==================
[GraphStep(vertex,[]), HasStep([code.eq(ANC)]), VertexStep(IN,vertex),
PropertiesStep([code],value)]
Converted Traversal
===================
Neptune steps:
[
NeptuneGraphQueryStep(PropertyValue) {
JoinGroupNode {
PatternNode[(?1, <~label>, ?2, <~>) . project distinct ?1 .]
PatternNode[(?1, <code>, "ANC", ?) . project ask .]
PatternNode[(?3, ?5, ?1, ?6) . project ?1,?3 . IsEdgeIdFilter(?6) .]
PatternNode[(?3, <~label>, ?4, <~>) . project ask .]
PatternNode[(?3, ?7, ?8, <~>) . project ?3,?8 . ContainsFilter(?7 in
(<code>)) .]
}, annotations={path=[Vertex(?1):GraphStep, Vertex(?3):VertexStep, PropertyValue(?
8):PropertiesStep], maxVarId=9}
},
NeptuneTraverserConverterStep
]
Optimized Traversal
===================
Neptune steps:
[
NeptuneGraphQueryStep(PropertyValue) {
JoinGroupNode {
PatternNode[(?1, <code>, "ANC", ?) . project ?1 .], {estimatedCardinality=1}
PatternNode[(?3, ?5, ?1, ?6) . project ?1,?3 . IsEdgeIdFilter(?6) .],
{estimatedCardinality=INFINITY}
PatternNode[(?3, ?7=<code>, ?8, <~>) . project ?3,?8 .],
{estimatedCardinality=7564}
}, annotations={path=[Vertex(?1):GraphStep, Vertex(?3):VertexStep, PropertyValue(?
8):PropertiesStep], maxVarId=9}
},
NeptuneTraverserConverterSte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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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ates
==========
# of predicates: 26
WARNING: reverse traversal with no edge label(s) - .in() / .both() may impact query
performance

这些区域有：WARNING输出底部的消息是因为in()无法使用 Neptune 维护的 3 个索引之一来处理遍历中
的步骤（参见如何在Neptune中为语句编制索引 (p. 98)和Gremlin 在《Neptune》中的声明 (p. 298))。由
于in()step 不包含边缘过滤器，无法使用SPOG、POGS要么GPSO索引。相反，Neptune 必须执行联合扫描
才能找到请求的顶点，这效率要低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方法可以调整遍历。第一种方法是将一个或多个筛选条件添加到in()步骤，以便可以
使用索引查找来解析查询。对于上面的示例，可能是：
g.V().has('code','ANC').in('route').values('code')

Neptune 的输出explain修改后的遍历的 API 不再包含WARNING消息：
*******************************************************
Neptune Gremlin Explain
*******************************************************
Query String
============
g.V().has('code','ANC').in('route').values('code')
Original Traversal
==================
[GraphStep(vertex,[]), HasStep([code.eq(ANC)]), VertexStep(IN,[route],vertex),
PropertiesStep([code],value)]
Converted Traversal
===================
Neptune steps:
[
NeptuneGraphQueryStep(PropertyValue) {
JoinGroupNode {
PatternNode[(?1, <~label>, ?2, <~>) . project distinct ?1 .]
PatternNode[(?1, <code>, "ANC", ?) . project ask .]
PatternNode[(?3, ?5, ?1, ?6) . project ?1,?3 . IsEdgeIdFilter(?6) .
ContainsFilter(?5 in (<route>)) .]
PatternNode[(?3, <~label>, ?4, <~>) . project ask .]
PatternNode[(?3, ?7, ?8, <~>) . project ?3,?8 . ContainsFilter(?7 in
(<code>)) .]
}, annotations={path=[Vertex(?1):GraphStep, Vertex(?3):VertexStep, PropertyValue(?
8):PropertiesStep], maxVarId=9}
},
NeptuneTraverserConverterStep
]
Optimized Traversal
===================
Neptune steps:
[
NeptuneGraphQueryStep(PropertyValue) {
JoinGroupNode {
PatternNode[(?1, <code>, "ANC", ?) . project ?1 .], {estimatedCardinality=1}
PatternNode[(?3, ?5=<route>, ?1, ?6) . project ?1,?3 . IsEdgeIdFilter(?6) .],
{estimatedCardinality=32042}
PatternNode[(?3, ?7=<code>, ?8, <~>) . project ?3,?8 .],
{estimatedCardinality=7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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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otations={path=[Vertex(?1):GraphStep, Vertex(?3):VertexStep, PropertyValue(?
8):PropertiesStep], maxVarId=9}
},
NeptuneTraverserConverterStep
]
Predicates
==========
# of predicates: 26

如果您正在运行许多此类遍历，另一种选择是在具有可选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中运行它们OSGP已启用索
引（请参阅启用 OSGP 索引 (p. 99))。启用OSGP指数有缺点：
• 加载任何数据之前，必须在数据库集群中启用它。
• 顶点和边的插入速率最多可能会降低 23%。
• 存储使用量将增加大约 20%。
• 将请求分散到所有索引的读取查询可能会增加延迟。
有一个OSGP索引对于一组受限制的查询模式来说很有意义，但是除非你经常运行这些模式，否则通常最好尝
试确保你写入的遍历可以使用三个主索引来解析。

使用大量谓词
Neptune 将图表中的每个边标签和每个不同的顶点或边属性名称视为谓词，默认设计为使用数量相对较少的
不同谓词。当图形数据中有超过几千个谓词时，性能可能会降低。
Neptuneexplain如果是这种情况，输出会警告你：
Predicates
==========
# of predicates: 9549
WARNING: high predicate count (# of distinct property names and edge labels)

如果重新设计数据模型以减少标签和属性的数量，从而减少谓词的数量并不方便，那么调整遍历的最佳方法
是在具有OSGP索引已启用，如上所述。

使用Neptune Gremlinprofile用于调整遍历的 API
NeptuneprofileAPI 与 Gremlin 有很大的不同profile()Step。LIKEexplainAPI，其输出包括 Neptune
引擎在执行遍历时使用的查询计划。此外，profileoutput 包含遍历的实际执行统计信息，并给定其参数的
设置方式。
再说一遍，用简单的遍历找到安克雷奇的所有机场顶点：
g.V().has('code','ANC')

和那样explainAPI，您可以调用 APIprofile使用 REST 调用：
curl -X POST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gremlin/profile -d
'{"gremlin":"g.V().has('code','ANC')"}'

你也可以使用 Neptune 工作台%%gremlin (p. 35)细胞魔法用profile参数。这会将细胞体中包含的遍历传
递给NeptuneprofileAPI，然后在运行单元格时显示结果输出：
%%gremlin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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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V().has('code','ANC')

由此产生的profileAPI 输出包含 Neptune 的遍历执行计划和有关计划执行的统计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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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rofile输出时，执行计划部分仅包含遍历的最终执行计划，不包含中间步骤。管道部分包含已执行的物
理管道操作以及遍历执行所用的实际时间（以毫秒为单位）。运行时指标对于比较两个不同版本的遍历在优
化时所花费的时间非常有用。

Note
遍历的初始运行时间通常比后续运行时长，因为第一个遍历会导致相关数据被缓存。
的第三部分profile输出包含执行统计数据和遍历结果。要了解这些信息如何有助于调整穿越，请考虑以下
遍历，该遍历可以找到名称以 “Anchora” 开头的每个机场，以及从这些机场出发两跳即可到达的所有机场，
返回机场代码、航班路线和距离：
%%gremlin profile
g.withSideEffect("Neptune#fts.endpoint", "{your-OpenSearch-endpoint-URL").
V().has("city", "Neptune#fts Anchora~").
repeat(outE('route').inV().simplePath()).times(2).
project('Destination', 'Route').
by('code').
by(path().by('code').by('dist'))

Neptune 中的遍历量度profileAPI 输出
全部可用的第一组指标profile输出是遍历度量。这些与 Gremlin 相似profile()步骤指标，但有几个区
别：

Traversal Metrics
=================
Step
Count Traversers
Time (ms)
% Dur
------------------------------------------------------------------------------------------------------NeptuneGraphQueryStep(Vertex)
3856
3856
91.701
9.09
NeptuneTraverserConverterStep
3856
3856
38.787
3.84
ProjectStep([Destination, Route],[value(code), ...
3856
3856
878.786
87.07
PathStep([value(code), value(dist)])
3856
3856
601.359
>TOTAL
1009.274
-

遍历度量表的第一列列出了遍历所执行的步骤。前两个步骤通常是海王星特有的步
骤，NeptuneGraphQueryStep和NeptuneTraverserConverterStep.
NeptuneGraphQueryStep表示可以由 Neptune 引擎在本地转换和执行的整个遍历部分的执行时间。
NeptuneTraverserConverterStep表示将这些已转换步骤的输出转换为 TinkerPop traversers，它允许
处理无法转换的步骤（如果有）的步骤，或者将结果返回到 TinkerPop-兼容的格式。
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有几个未转换的步骤，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每个步骤 TinkerPop 步骤
(ProjectStep、PathStep) 然后在表格中显示为一行。
表中的第二列Count，报告了代表的通过该步骤的遍历器，而第三列Traversers，报告通过该步骤的遍历
器数量，如TinkerPop配置文件步骤文档.
在我们的示例中，有 3,856 个顶点和 3,856 个遍历器由NeptuneGraphQueryStep，在剩下的处理过程
中，这些数字保持不变，因为ProjectStep和PathStep正在格式化结果，而不是筛选结果。

Note
不像 TinkerPop，Neptune 引擎不会通过以下方式优化性能膨胀IN
ITSNeptuneGraphQueryStep和NeptuneTraverserConverterStep步骤。膨胀是 Tinker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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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遍历器组合在同一个顶点上以减少操作开销的操作，这就是导致Count和Traversers数字有
所不同。因为膨胀只发生在 Neptune 委托给的步骤中 TinkerPop，而不是Neptune 本机处理的步
骤，Count和Traverser列很少有不同。
“时间” 列报告该步骤所用的毫秒数，并且% Dur列报告该步骤占总处理时间的百分比。这些指标通过显示耗
时最多的步骤来告诉你调整工作的重点。

Neptune 中的索引操作指标profileAPI 输出
Neptune 配置文件 API 输出中的另一组指标是索引操作：
Index Operations
================
Query execution:
# of statement index ops: 23191
# of unique statement index ops: 5960
Duplication ratio: 3.89
# of terms materialized: 0

这些报告：
• 索引查找总数。
• 执行的唯一索引查找的次数。
• 索引查找总数与唯一索引查找的比率。比率越低表示冗余越少。
• 从术语字典中实现的术语的数量。

在 Neptune 中重复量度profileAPI 输出
如果你的遍历使用了repeat()步骤如上例所示，则包含重复量度的部分将出现在profile输出:
Repeat Metrics
==============
Iteration Visited
Output
Until
Emit
Next
-----------------------------------------------------0
2
0
0
0
2
1
53
0
0
0
53
2
3856
3856
3856
0
0
-----------------------------------------------------3911
3856
3856
0
55

这些报告：
• 一行的循环计数（Iterationcolumn).
• 循环访问的元素的数量（Visitedcolumn).
• 循环输出的元素数量（Outputcolumn).
• 循环输出的最后一个元素（Untilcolumn).
• 循环发出的元素的数量（Emitcolumn).
• 从循环传递到后续循环的元素数量（Nextcolumn).
这些重复度量对于理解遍历的分支因素非常有帮助，有助于了解数据库正在完成多少工作。您可以使用这些
数字来诊断性能问题，尤其是当相同的遍历在使用不同参数时执行显著不同时。

Neptune 中的全文搜索指标profileAPI 输出
当遍历使用全文搜索 (p. 500)查找，如以上示例所示，则包含全文搜索 (FTS) 指标的部分将显示
在profile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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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S Metrics
==============
SearchNode[(idVar=?1, query=Anchora~, field=city) . project ?1 .],
{endpoint=your-OpenSearch-endpoint-URL, incomingSolutionsThreshold=1000,
estimatedCardinality=INFINITY,
remoteCallTimeSummary=[total=65, avg=32.500000, max=37, min=28],
remoteCallTime=65, remoteCalls=2, joinTime=0, indexTime=0, remoteResults=2}
2 result(s) produced from SearchNode above

这显示了发送到 ElasticSearch (ES) 集群并报告有关与交互的几个指标 ElasticSearch 可以帮助您查明与全文
搜索相关的性能问题：
• 有关呼入的摘要信息 ElasticSearch 索引:
• 所有 RemoteCalls 满足查询所需的总毫秒数 (total)。
• 在 RemoteCall 中花费的平均毫秒数 (avg)。
• 在 RemoteCall 中花费的最小毫秒数 (min)。
• 在 RemoteCall 中花费的最大毫秒数 (max)。
• 远程呼叫所消耗的总时间 ElasticSearch (remoteCallTime)。
• 拨打的远程呼叫次数 ElasticSearch (remoteCalls)。
• 在的连接中花费的毫秒数 ElasticSearch 结果 (joinTime)。
• 索引查找所花费的毫秒数（indexTime)。
• 返回的结果总数 ElasticSearch (remoteResults)。

Amazon Neptune 中的原生 Gremlin 阶梯支持
Amazon Neptune 引擎目前不完全支持所有 Gremlin 步骤，如中所述调整 Gremlin 查询 (p. 314). 目前的支
持分为四类：
• Gremlin 步骤总是可以转换为原生Neptune 引擎操作 (p. 327)
• 在某些情况下，Gremlin 步骤可以转换为原生 Neptune 引擎操作 (p. 328)
• 从未转换为原生Neptune 引擎操作的 Gremlin 台阶 (p. 330)
• Neptune 根本不支持的 Gremlin 步骤 (p. 331)

Gremlin 步骤总是可以转换为原生Neptune 引擎操作
许多 Gremlin 步骤只要满足以下条件，就可以转换为原生 Neptune 引擎操作：
• 在查询中，它们前面没有无法转换的步骤。
• 它们的父步骤（如果有）可以转换，
• 它们的所有子遍历（如果有）都可以转换。
以下 Gremlin 步骤如果满足这些条件，则始终会转换为本机 Neptune 引擎操作：
• 和 ()
• 作为 ()
• count
• E (部署方式)
• 发出 ()
• ex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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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中
• GroupCount ()
• 有 ()
• 身份 ()
• 是 ()
• 键 ()
• 标签 ()
• 限制 (限制 (限制 (限制
• Local (Local
• 循环 (循环
• 不是 ()
• 或 ()
• 示例 ()
• 属性 ()
• 子图 ()
• 直到 ()
• V (部署方式)
• 值 (Value
• 值映射 ()
• 有效值 ()

在某些情况下，Gremlin 步骤可以转换为原生 Neptune 引擎操作
在某些情况下，一些 Gremlin 步骤可以转换为本机 Neptune 引擎操作，但在其他情况下则不能：
• addE ()— 该addE()step 通常可以转换为原生的 Neptune 引擎操作，除非紧接着是property()包含作
为键的遍历的步骤。
• addV ()— 该addV()step 通常可以转换为原生的 Neptune 引擎操作，除非紧接着是property()包含作
为键的遍历的步骤，或者除非分配了多个标签。
• 聚合 ()— 该aggregate()step 通常可以转换为本机 Neptune 引擎操作，除非该步骤用于子遍历或子遍
历，或者存储的值不是顶点、边、id、标签或属性值。
在下面的示例中，aggregate()未被转换，因为它正在子遍历中使用：
g.V().has('code','ANC').as('a')
.project('flights').by(select('a')
.outE().aggregate('x'))

在此示例中，不会转换 aggregate ()，因为存储的是min()值：
g.V().has('code','ANC').outE().aggregate('x').by(values('dist').min())

• 隔离 ()— 该barrier()step 通常可以转换为本机 Neptune 引擎操作，除非其后面的步骤未被转换。
• cap ()— 唯一的例子是cap()step 被转换是当它与unfold()步骤返回顶点、边、id 或属性值聚合的展开
版本。在此示例中，cap()将被转换，因为它后面是.unfold()：
g.V().has('airport','country','IE').aggregate('airport').limit(2)
.cap('airport').unfold()

但是，如果您删除.unfold()、cap()不会被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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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V().has('airport','country','IE').aggregate('airport').limit(2)
.cap('airport')

• coalesce ()— 唯一的例子是coalesce()step 被转换为当它跟随更新插入模式推荐使用TinkerPop
recipes. 不允许使用其他 coalesce () 模式。转换仅限于以下情况：所有子遍历都可以转换，它们都
生成与输出相同的类型（顶点、边、id、值、键或标签），它们都遍历到一个新元素，并且它们不包
含repeat()Step。
• 常量 ()— constant () 步长当前仅在使用时才会被转换sack().by()分配常量值的遍历的一部分，如下所
示：
g.V().has('code','ANC').sack(assign).by(constant(10)).out().limit(2)

• CyclicPath ()— 该cyclicPath()step 通常可以转换为本机 Neptune 引擎操作，除非该步骤
与by()、from()，或者to()调制器。例如，在以下查询中，cyclicPath()未转换：
g.V().has('code','ANC').as('a').out().out().cyclicPath().by('code')
g.V().has('code','ANC').as('a').out().out().cyclicPath().from('a')
g.V().has('code','ANC').as('a').out().out().cyclicPath().to('a')

• drop ()— 该drop()step 通常可以转换为原生的 Neptune 引擎操作，除非该步骤在sideEffect()
或optional()Step。
• 折叠 ()— 只有两种情况可以转换 fold () 步骤，即在更新插入模式推荐使用TinkerPop recipes，以及当它用
于group().by()上下文是这样的：
g.V().has('code','ANC').out().group().by().by(values('code', 'city').fold())

• id ()— 该id()除非在属性上使用 step，否则会被转换，如下所示：
g.V().has('code','ANC').properties('code').id()

• 订单 (订单— 该order()step 通常可以转换为本机 Neptune 引擎操作，除非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 这些区域有：order()step 位于嵌套的子遍历中，如下所示：
g.V().has('code','ANC').where(V().out().order().by(id))

• 正在使用本地排序，例如使用order(local).
• 自定义比较器正用于by()按顺序调制。一个例子就是这样使用sack()：
g.withSack(0).
V().has('code','ANC').
repeat(outE().sack(sum).by('dist').inV()).times(2).limit(10).
order().by(sack())

• 同一个元素有多个排序。
• 项目 ()— 该project()step 通常可以转换为本机 Neptune 引擎操作，除非by()之后的语
句project()与指定的标签数量不匹配，如下所示：
g.V().has('code','ANC').project('x', 'y').by(id)

• range— 该range()step 仅在相关范围的下限为零时才会被转换（例如range(0,3))。
• REPEAT ()— 该repeat()step 通常可以转换为本机 Neptune 引擎操作，除非它嵌套在另一
个repeat()步骤，如下所示：
g.V().has('code','ANC').repeat(out().repeat(out()).times(2)).time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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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袋 ()— 该sack()step 通常可以转换为本机 Neptune 引擎操作，但以下情况除外：
• 如果使用的是非数字的麻袋运算符。
• 如果是数字麻袋运算符不是+、-、mult、div、min和max正在使用。
• 如果sack()用在where()根据麻袋值进行筛选的步骤，如下所示：
g.V().has('code','ANC').sack(assign).by(values('code')).where(sack().is('ANC'))

• SUM ()— 该sum()step 通常可以转换为原生的 Neptune 引擎操作，但在用于计算全局求和时不可以，如
下所示：
g.V().has('code','ANC').outE('routes').values('dist').sum()

• 联盟 ()— 该union()step 可以转换为本机 Neptune 引擎操作，但用作非终端步骤时除外。
• 展开 ()— 该unfold()step 只能在用于 Neptune 引擎的原生操作时才能转换为原生的 Neptune 引擎操
作更新插入模式推荐使用TinkerPoprecipes，以及与之一起使用时cap()示例：
g.V().has('airport','country','IE').aggregate('airport').limit(2)
.cap('airport').unfold()

• 其中 (其中 (其中 (其中— 该where()step 通常可以转换为本机 Neptune 引擎操作，但以下情况除外：
• 使用 by () 调制时，如下所示：
g.V().hasLabel('airport').as('a')
.where(gt('a')).by('runways')

• 当比较运算符不是eq、neq、within, 和without被使用。
• 使用用户提供的聚合时。

从未转换为原生Neptune 引擎操作的 Gremlin 台阶
以下 Gremlin 步骤在 Neptune 中受支持，但从未转换为本机Neptune 引擎操作。相反，它们是由 Gremlin 服
务器执行的。
• 选择 ()
• 硬币 ()
• 注入 ()
• 匹配 (匹配 (匹配 (匹配
• 数学 ()
• max ()
• 意思 ()
• min ()
• 选项 ()
• 可选 ()
• 路径 ()
• 属性映射 ()
• 示例 ()
• skip ()
• 尾巴 ()
• 时间限制 ()
• 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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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 根本不支持的 Gremlin 步骤
Neptune 根本不支持以下 Gremlin 步骤。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因为他们需要GraphComputerNeptune 目
前不支持该功能。
• 已连接组件 ()
• io ()
• 最短路径 ()
• 使用计算机 ()
• PageRank ()
• peerPressure ()
• 示例 ()
这些区域有：io()step 实际上是部分支持的，因为它可以用来read()来自 URL 但不是write().

将 Gremlin 与 Neptune DFE 查询引擎配合使用
如果你完全启用了Neptune替代查询引擎 (p. 123)被称为 DFE实验室模式 (p. 121)（通过设
置neptune_lab_mode将数据库集群参数设置为DFEQueryEngine=enabled），然后 Neptune 会将只读
的 Gremlin 查询/遍历转换为中间逻辑表示形式，并尽可能在 DFE 引擎上运行它们。
但是，DFE 尚不支持所有 Gremlin 步骤。当一个步骤无法在 DFE 上本地运行时，Neptune 会依靠
TinkerPop 来运行该步骤。这些区域有：explain和profile报告包含发生这种情况时的警告。

Note
始于引擎版本 1.0.5.0 (p. 763)，在没有本机支持的情况下处理 Gremlin 步骤的默认 DFE 行为已更
改。以前 DFE 发动机回落在 Neptune Gremlin 发动机上，现在它又回到了普通发动机上 TinkerPop
引擎.

由 DFE 引擎原生支持的 Gremlin 步骤
• GraphStep
• VertexStep
• EdgeVertexStep
• IdStep
• TraversalFilterStep
• PropertiesStep
• HasStep对属性和标注上的顶点和边的过滤支持，但文本和标签除外Without谓词。
• WherePredicateStep和Path-scoped 过滤器，但没有ByModulation、SideEffect要么Map查找支
持
• DedupGlobalStep，除外ByModulation、SideEffect, 和Map查找支持。

查询计划交错
当翻译过程遇到没有相应本机 DFE 运算符的 Gremlin 步骤时，在回退到使用 Tinkerpop 之前，它会尝试查找
其他可以在 DFE 引擎上本地运行的中间查询部分。它通过将交错逻辑应用于顶级遍历来做到这一点。结果是
尽可能使用受支持的步骤。
任何此类中间的非前缀查询翻译都使用表示NeptuneInterleavingStep中的explain和profile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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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行性能比较，您可能希望在查询中关闭交叉存取，同时仍使用 DFE 引擎来运行前缀部分。或者，您可
能只想使用 TinkerPop 用于执行非前缀查询的引擎。您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实现disableInterleaving查询
提示。
就像UsedFE (p. 277)值为的查询提示false完全阻止在 DFE 上运行查询，disableInterleaving值为
的查询提示true关闭用于翻译查询的 DFE 交错。例如：
g.with('Neptune#disableInterleaving', true)
.V().has('genre','drama').in('likes')

更新了 Gremlinexplain和profile输出
Gremlin说明 (p. 297)提供了有关 Neptune 用于运行查询的优化遍历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示例explain输
出 (p. 305)举个例子explain输出看起来像启用 DFE 引擎时的样子。
这些区域有：GremlinprofileAPI (p. 307)运行指定的 Gremlin 遍历、收集有关运行的各种指标并生成分
析报告，其中包含有关优化查询计划的详细信息以及各种运算符的运行时统计信息。请参阅示例profile输
出 (p. 311)举个例子profile输出看起来像启用 DFE 引擎时的样子。

Note
由于 DFE 引擎是在实验室模式下发布的实验性功能，因此explain和profile输出随时可能更
改。

使用 OpencyPher 访问Neptune 图
Neptune支持使用OpencyPher构建图形应用程序，OpencyPher目前是使用图形数据库的开发人员最受欢迎
的查询语言之一。开发人员、业务分析师和数据科学家都喜欢 OpencyPher 的 SQL 启发语法，因为它提供
了一个熟悉的结构来为图形应用程序撰写查询。
OpencyPher是一种用于属性图的声明式查询语言，最初由 Neo4j 开发，然后在 2015 年开源，
为OpencyPherApache 2 开源许可证下的项目。其语法记录在Cypher 查询语言参考，版本 9.
从引擎版本1.1.1.0开始，OpencyPher可用于Neptune 的生产用途。

Gremlin vs OpencyPher：异同
Gremlin 和 OpencyPher 都是属性图查询语言，它们在许多方面都是互补的。
Gremlin 旨在吸引程序员并无缝融入代码。因此，Gremlin 在设计上是必不可少的，而对于具有 SQL 或
SPARQL 经验的人来说，OpencyPher 的声明式语法可能会更熟悉。对于在 Jupyter 笔记本中使用 Python
的数据科学家来说，Gremlin 可能看起来更自然，而对于具有一些 SQL 背景的企业用户来说，OpencyPher
可能看起来更直观。
好处是您不必选择在Neptune 的 Gremlin 和 OpencyPher 之间。无论使用哪种语言输入数据，任何一种
语言的查询都可以在同一个图形上运行。根据你在做什么，你可能会发现使用 Gremlin 做某些事情而将
OpencyPher 用于其他事情会更方便。
Gremlin 使用命令式语法，允许你通过一系列步骤控制在图表中的移动方式，每个步骤都接收数据流，
对其执行一些操作（使用过滤器、地图等），然后将结果输出到下一步。Gremlin 查询通常采用以下形
式：g.V()，然后是其他步骤。
在 OpencyPher 中，你使用一种受 SQL 启发的声明式语法，它使用主题语法（比如()-[]>())。OpencyPher 查询通常以MATCH子句，后跟其他子句，例如WHERE、WITH, 和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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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CyPher 使用入门
你可以使用 OpencyPher 在 Neptune 中查询属性图数据，无论它是如何加载的，但不能使用 OpencyPher 来
查询作为 RDF 加载的数据。
这些区域有：Neptune 散装装载机 (p. 214)接受 a 中的属性图数据Gremlin 的 CSV 格式 (p. 218)，然后
在OpenCepher 的 CSV 格式 (p. 223).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 Gremlin 和/或 OpencyPher 查询将属性数据添加
到图表中。
OpencyPher 处理的数据采用一系列无序键/值映射的形式。优化、操作和增强这些映射的主要方法是使用子
句来执行键/值对的模式匹配、插入、更新和删除等任务。
OpencyPher 中有几个用于在图中查找数据模式的子句，其中MATCH是最常见的。MATCH允许您指定要在图
表中查找的节点、关系和过滤器的模式。例如：
• 获取所有节点
MATCH (n) RETURN n

• 查找连接的节点
MATCH (n)-[r]->(d) RETURN n, r, d

• 找到一条路
MATCH p=(n)-[r]->(d) RETURN p

• 获取所有带标签的节点
MATCH (n:airport) RETURN n

请注意，上面的第一个查询返回图表中的每个节点，而接下来的两个查询返回每个具有 relationship 的节点
— 通常不建议这样做！在几乎所有情况下，您都希望缩小返回的数据范围，可以通过指定节点或关系标签和
属性来实现，如第四个示例所示。
你可以在 Neptune 中找到 OpencyPher 语法的便捷备忘单gitHub 示例库.

Neptune OpencyPher 状态 servlet 和状态端点
OpencyPher 状态端点提供对服务器上当前正在运行或等待运行的查询的相关信息的访问。它还允许您取消
这些查询。终端节点为：
https://(the server):(the port number)/openCypher/status

您可以使用 HTTPGET和POST方法从服务器获取当前状态或取消查询。您也可以使用DELETE方法以取消正
在运行或等待的查询。

状态请求的参数
状态查询参数
• includeWaiting(true要么false) — 当设置为true和其他参数不存在，会导致返回等待查询和正在运
行的查询的状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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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celQuery— 仅用于GET和POST方法，以表明这是取消请求。这些区域有：DELETE方法不需要此参
数。
的价值cancelQuery参数未使用，但在cancelQuery存在，queryId参数是必需的，以标识要取消的查
询。
• queryId— 包含特定查询的 ID。
与GET要么POSTmethodcancelQuery参数不存在，queryId导致返回它所标识的特定查询的状态信息。
如果cancelQuery参数存在，然后是具体的查询queryId标识被取消。
与DELETE方法，queryId始终指示要取消的特定查询。
• silent— 仅在取消查询时使用。如果设置为true，会导致取消静默发生。

状态请求和响应示例
• 请求所有查询的状态，包括正在等待的查询：
curl https://server:port/openCypher/status \
--data-urlencode "includeWaiting=true"

响应:
{

}

"acceptedQueryCount" : 0,
"runningQueryCount" : 0,
"queries" : [ ]

• 请求正在运行的查询的状态，不包括那些等待的人：：
curl https://server:port/openCypher/status

响应:
{

}

"acceptedQueryCount" : 0,
"runningQueryCount" : 0,
"queries" : [ ]

• 请求单个查询的状态：
curl https://server:port/openCypher/status \
--data-urlencode "queryId=eadc6eea-698b-4a2f-8554-5270ab17ebee"

响应:
{

"queryId" : "eadc6eea-698b-4a2f-8554-5270ab17ebee",
"queryString" : "MATCH (n1)-[:knows]->(n2), (n2)-[:knows]->(n3), (n3)-[:knows]->(n4),
(n4)-[:knows]->(n5), (n5)-[:knows]->(n6), (n6)-[:knows]->(n7), (n7)-[:knows]->(n8),
(n8)-[:knows]->(n9), (n9)-[:knows]->(n10) RETURN COUNT(n1);",
"queryEvalStats" : {
"waited" : 0,
"elapsed" : 23463,
"cancelled" :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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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请求取消查询
1. 使用POST：
curl -X POST https://server:port/openCypher/status \
--data-urlencode "cancelQuery" \
--data-urlencode "queryId=f43ce17b-db01-4d37-a074-c76d1c26d7a9"

响应:
{
}

"status" : "200 OK",
"payload" : true

2. 使用GET：
curl -X GET https://server:port/openCypher/status \
--data-urlencode "cancelQuery" \
--data-urlencode "queryId=588af350-cfde-4222-bee6-b9cedc87180d"

响应:
{
}

"status" : "200 OK",
"payload" : true

3. 使用DELETE：
curl -X DELETE \
-s "https://server:port/openCypher/status?queryId=b9a516d1-d25c-4301-bb80-10b2743ecf0e"

响应:
{
}

"status" : "200 OK",
"payload" : true

Amazon Neptune OpencyPher HTTPS 终端节点
主题
• OpencyPher 在 HTTPS 终端节点上读取和写入查询 (p. 335)
• 默认的 OpencyPher JSON 结果格式 (p. 336)

OpencyPher 在 HTTPS 终端节点上读取和写入查询
OpencyPher HTTPS 终端节点支持读取和更新查询GET和POST方法。这些区域有：DELETE和PUT不支持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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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如下：
HTTPS://(the server):(the port number)/openCypher

以下是示例读取查询，它使用POST还有一个使用GET：
1. 使用POST：
curl HTTPS://server:port/openCypher \
-d "query=MATCH (n1) RETURN n1;"

2. 使用GET（查询字符串采用 URL 编码）：
curl -X GET \
"HTTPS://server:port/openCypher?query=MATCH%20(n1)%20RETURN%20n1"

以下是写入/更新查询示例，其中一个使用POST还有一个使用GET：
1. 使用POST：
curl HTTPS://server:port/openCypher \
-d "query=CREATE (n:Person { age: 25 })"

2. 使用GET（查询字符串采用 URL 编码）：
curl -X GET \
"HTTPS://server:port/openCypher?query=CREATE%20(n%3APerson%20%7B%20age%3A%2025%20%7D)"

默认的 OpencyPher JSON 结果格式
默认情况下，返回以下 JSON 格式，或者通过将请求标头显式设置为Accept: application/json. 这种
格式旨在使用大多数库的母语功能轻松解析为对象。
返回的 JSON 文档包含一个字段，results，它包含查询返回值。以下示例显示了常用值的 JSON 格式。
值响应示例：
{

}

"results": [
{
"count(a)": 121
}
]

节点响应示例：
{

"results": [
{
"a": {
"~id": "22",
"~entityType": "node",
"~labels": [
"airport"
],
"~properties": {
"desc": "Seattle-Tac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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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lon": -122.30899810791,
"runways": 3,
"type": "airport",
"country": "US",
"region": "US-WA",
"lat": 47.4490013122559,
"elev": 432,
"city": "Seattle",
"icao": "KSEA",
"code": "SEA",
"longest": 11901

关系响应示例：
{

}

"results": [
{
"r": {
"~id": "7389",
"~entityType": "relationship",
"~start": "22",
"~end": "151",
"~type": "route",
"~properties": {
"dist": 956
}
}
}
]

路径响应示例：
{

"results": [
{
"p": [
{
"~id": "22",
"~entityType": "node",
"~labels": [
"airport"
],
"~properties": {
"desc": "Seattle-Tacoma",
"lon": -122.30899810791,
"runways": 3,
"type": "airport",
"country": "US",
"region": "US-WA",
"lat": 47.4490013122559,
"elev": 432,
"city": "Seattle",
"icao": "KSEA",
"code": "SEA",
"longest": 119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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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id": "7389",
"~entityType": "relationship",
"~start": "22",
"~end": "151",
"~type": "route",
"~properties": {
"dist": 956
}
},
{
"~id": "151",
"~entityType": "node",
"~labels": [
"airport"
],
"~properties": {
"desc": "Ontario International Airport",
"lon": -117.600997924805,
"runways": 2,
"type": "airport",
"country": "US",
"region": "US-CA",
"lat": 34.0559997558594,
"elev": 944,
"city": "Ontario",
"icao": "KONT",
"code": "ONT",
"longest": 12198
}
}

使用 Bolt 协议对 Neptune 进行 OpencyPher 查询
螺栓是一种面向语句的客户端/服务器协议，最初由 Neo4j 开发，并根据知识共享 3.0 获得许可署名ShareAlikelicense. 它是由客户端驱动的，这意味着客户端始终发起消息交换。
要使用 Neo4j 的 Bolt 驱动程序连接到 Neptune，只需使用boltURI 方案。如果您有一个 Neptune 实例在运
行，请使用 read_write 终端节点。如果有多个实例正在运行，则建议使用两个驱动程序，一个用于写入器，
另一个用于所有只读副本。如果您只有两个默认终端节点，read_write 和 read_only 驱动程序就足够了，但
如果您也有自定义终端节点，请考虑为每个终端节点创建一个驱动程序实例。

Note
尽管 Bolt 规范规定 Bolt 可以使用 TCP 或 WebSockets，Neptune 只支持 Bolt 的 TCP 连接。
Neptune 允许多达 1000 个并发的 Bolt 连接。
Neptune 支持以下 Neo4J Bolt 消息规范版本：4.0.0.
有关使用 Bolt 驱动程序的各种语言的 OpencyPher 查询的示例，请参阅 Neo4J驱动程序和语言指南文档
中）。

使用 Bolt 和 Java 连接Neptune
你可以从 Maven 下载任何你想使用的版本的驱动程序MVN 存储库，或者可以将此依赖项添加到您的项目
中：
<depend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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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Id>org.neo4j.driver</groupId>
<artifactId>neo4j-java-driver</artifactId>
<version>4.3.3</version>
</dependency>

然后，要使用这些 Bolt 驱动程序之一在 Java 中连接到 Neptune，请使用如下代码为集群中的主/写入器实例
创建一个驱动程序实例：
import org.neo4j.driver.Driver;
import org.neo4j.driver.GraphDatabase;
final Driver driver =
GraphDatabase.driver("bolt://(your cluster endpoint URL):(your cluster port)",
AuthTokens.none(),
Config.builder().withEncryption()
.withTrustStrategy(TrustStrategy.trustSystemCertificates())
.build());

如果你有一个或多个读取器副本，你可以使用类似的代码为它们创建一个驱动程序实例，如下所示：
final Driver read_only_driver =
// (without connection timeout)
GraphDatabase.driver("bolt://(your cluster endpoint URL):(your cluster port)",
Config.builder().withEncryption()
.withTrustStrategy(TrustStrategy.trustSystemCertificates())
.build());

或者，超时：
final Driver read_only_timeout_driver =
// (with connection timeout)
GraphDatabase.driver("bolt://(your cluster endpoint URL):(your cluster port)",
Config.builder().withConnectionTimeout(30, TimeUnit.SECONDS)
.withEncryption()
.withTrustStrategy(TrustStrategy.trustSystemCertificates())
.build());

如果您有自定义终端节点，也可能值得为每个终端节点创建一个驱动程序实例。

使用 Bolt 的 Python OpencyPher 查询示例
以下是使用 Bolt 在 Python 中进行 OpencyPher 查询的方法：
python -m pip install neo4j
from neo4j import GraphDatabase
uri = "bolt://(your cluster endpoint URL):(your cluster port)"
driver = GraphDatabase.driver(uri, auth=("username", "password"), encrypted=True)

请注意,auth参数将被忽略。

使用 Bolt 的 .NET OpencyPher 查询示例
以下是使用 Bolt 在 .NET 中进行 OpencyPher 查询的方法：
Install-Package Neo4j.Driver-4.3.0
using Neo4j.D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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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space hello
{
// This example creates a node and reads a node in a Neptune
// Cluster where IAM Authentication is not enabled.
public class HelloWorldExample : IDisposable
{
private bool _disposed = false;
private readonly IDriver _driver;
private static string url = "bolt://(your cluster endpoint URL):(your cluster port)";
private static string createNodeQuery = "CREATE (a:Greeting) SET a.message =
'HelloWorldExample'";
private static string readNodeQuery = "MATCH(n:Greeting) RETURN n.message";
~HelloWorldExample() => Dispose(false);
public HelloWorldExample(string uri)
{
_driver = GraphDatabase.Driver(uri, AuthTokens.None, o =>
o.WithEncryptionLevel(EncryptionLevel.Encrypted));
}
public void createNode()
{
// Open a session
using (var session = _driver.Session())
{
// Run the query in a write transaction
var greeting = session.WriteTransaction(tx =>
{
var result = tx.Run(createNodeQuery);
// Consume the result
return result.Consume();
});
// The output will look like this:
//
ResultSummary{Query=`CREATE (a:Greeting) SET a.message =
'HelloWorldExample".....
Console.WriteLine(greeting);
}
}
public void retrieveNode()
{
// Open a session
using (var session = _driver.Session())
{
// Run the query in a read transaction
var greeting = session.ReadTransaction(tx =>
{
var result = tx.Run(readNodeQuery);
// Consume the result. Read the single node
// created in a previous step.
return result.Single()[0].As<string>();;
});
// The output will look like this:
//
HelloWorldExample
Console.WriteLine(greeting);
}
}
public void Dispose()
{
Dispose(true);
GC.SuppressFinalize(th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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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ed virtual void Dispose(bool disposing)
{
if (_disposed)
return;
if (disposing)
{
_driver?.Dispose();
}
_disposed = true;
}

}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
{
using (var apiCaller = new HelloWorldExample(url))
{
apiCaller.createNode();
apiCaller.retrieveNode();
}
}

使用 Bolt 和 IAM 身份验证的 Java OpencyPher 查询示例
下面的 Java 代码展示了如何使用带有 IAM 身份验证的 Bolt 在 Java 中进行 OpencyPher 查询。这些区域
有： JavaDoc 注释描述了它的用法。驱动程序实例可用后，您可以使用它发出多个经过身份验证的请求。
package software.amazon.neptune.bolt;
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com.amazonaws.DefaultRequest;
com.amazonaws.Request;
com.amazonaws.auth.AWS4Signer;
com.amazonaws.auth.AWSCredentialsProvider;
com.amazonaws.http.HttpMethodName;
com.google.gson.Gson;
lombok.Builder;
lombok.Getter;
lombok.NonNull;
org.neo4j.driver.Value;
org.neo4j.driver.Values;
org.neo4j.driver.internal.security.InternalAuthToken;
org.neo4j.driver.internal.value.StringValue;

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java.net.URI;
java.util.Collections;
java.util.HashMap;
java.util.Map;

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static
static
static
static

com.amazonaws.auth.internal.SignerConstants.AUTHORIZATION;
com.amazonaws.auth.internal.SignerConstants.HOST;
com.amazonaws.auth.internal.SignerConstants.X_AMZ_DATE;
com.amazonaws.auth.internal.SignerConstants.X_AMZ_SECURITY_TOKEN;

/**
* Use this class instead of `AuthTokens.basic` when working with an IAM
* auth-enabled server. It works the same as `AuthTokens.basic` when using
* static credentials, and avoids making requests with an expired signature
* when using temporary credentials. Internally, it generates a new signature
* on every invocation (this may change in a future implementation).
*
* Note that authentication happens only the first time for a pooled connection.
*
* Typical us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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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ptuneAuthToken authToken = NeptuneAuthToken.builder()
*
.credentialsProvider(credentialsProvider)
*
.region("aws region")
*
.url("cluster endpoint url")
*
.build();
*
* Driver driver = GraphDatabase.driver(
*
authToken.getUrl(),
*
authToken,
*
config
* );
*/
public class NeptuneAuthToken extends InternalAuthToken {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SCHEME = "basic";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REALM = "realm";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SERVICE_NAME = "neptune-db";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HTTP_METHOD_HDR = "HttpMethod";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DUMMY_USERNAME = "username";
@NonNull
private final String region;
@NonNull
@Getter
private final String url;
@NonNull
private final AWSCredentialsProvider credentialsProvider;
private final Gson gson = new Gson();
@Builder
private NeptuneAuthToken(
@NonNull final String region,
@NonNull final String url,
@NonNull final AWSCredentialsProvider credentialsProvider
) {
// The superclass caches the result of toMap(), which we don't want
super(Collections.emptyMap());
this.region = region;
this.url = url;
this.credentialsProvider = credentialsProvider;
}
@Override
public Map<String, Value> toMap() {
final Map<String, Value> map = new HashMap<>();
map.put(SCHEME_KEY, Values.value(SCHEME));
map.put(PRINCIPAL_KEY, Values.value(DUMMY_USERNAME));
map.put(CREDENTIALS_KEY, new StringValue(getSignedHeader()));
map.put(REALM_KEY, Values.value(REALM));
}

return map;

private String getSignedHeader() {
final Request<Void> request = new DefaultRequest<>(SERVICE_NAME);
request.setHttpMethod(HttpMethodName.GET);
request.setEndpoint(URI.create(url));
// Comment out the following line if you're using an engine version older than 1.2.0.0
request.setResourcePath("/opencypher");
final AWS4Signer signer = new AWS4Signer();
signer.setRegionName(region);
signer.setServiceName(request.getServiceName());
signer.sign(request, credentialsProvider.getCredentials());
}

return getAuthInfoJson(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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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String getAuthInfoJson(final Request<Void> request) {
final Map<String, Object> obj = new HashMap<>();
obj.put(AUTHORIZATION, request.getHeaders().get(AUTHORIZATION));
obj.put(HTTP_METHOD_HDR, request.getHttpMethod());
obj.put(X_AMZ_DATE, request.getHeaders().get(X_AMZ_DATE));
obj.put(HOST, request.getHeaders().get(HOST));
obj.put(X_AMZ_SECURITY_TOKEN, request.getHeaders().get(X_AMZ_SECURITY_TOKEN));

}

}

return gson.toJson(obj);

使用 Bolt 和 IAM 身份验证的 Python OpencyPher 查询示例
下面的 Python 类允许你使用带有 IAM 身份验证的 Bolt 在 Python 中进行 OpencyPher 查询：
import json
from neo4j import Auth
from botocore.awsrequest import AWSRequest
from botocore.credentials import Credentials
from botocore.auth import (
SigV4Auth,
_host_from_url,
)
SCHEME = "basic"
REALM = "realm"
SERVICE_NAME = "neptune-db"
DUMMY_USERNAME = "username"
HTTP_METHOD_HDR = "HttpMethod"
HTTP_METHOD = "GET"
AUTHORIZATION = "Authorization"
X_AMZ_DATE = "X-Amz-Date"
X_AMZ_SECURITY_TOKEN = "X-Amz-Security-Token"
HOST = "Host"
class NeptuneAuthToken(Auth):
def __init__(
self,
credentials: Credentials,
region: str,
url: str,
**parameters
):
# Do NOT add "/opencypher" in the line below if you're using an engine version older
than 1.2.0.0
request = AWSRequest(method=HTTP_METHOD, url=url + "/opencypher")
request.headers.add_header("Host", _host_from_url(request.url))
sigv4 = SigV4Auth(credentials, SERVICE_NAME, region)
sigv4.add_auth(request)
auth_obj = {
hdr: request.headers[hdr]
for hdr in [AUTHORIZATION, X_AMZ_DATE, X_AMZ_SECURITY_TOKEN, HOST]
}
auth_obj[HTTP_METHOD_HDR] = request.method
creds: str = json.dumps(auth_obj)
super().__init__(SCHEME, DUMMY_USERNAME, creds, REALM, **parameters)

您可以使用此类创建驱动程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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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Token = NeptuneAuthToken(creds, REGION, URL)
driver = GraphDatabase.driver(URL, auth=authToken, encrypted=True)

使用 IAM 身份验证和 Bolt 的 Node.js 示例
下面的 Node.js 代码使用了Amazon适用于的开发工具包 JavaScript 版本 3 和 ES6 语法来创建对请求进行身
份验证的驱动程序：
import neo4j from "neo4j-driver";
import { HttpRequest } from "@aws-sdk/protocol-http";
import { defaultProvider } from "@aws-sdk/credential-provider-node";
import { SignatureV4 } from "@aws-sdk/signature-v4";
import crypto from "@aws-crypto/sha256-js";
const { Sha256 } = crypto;
import assert from "node:assert";
const
const
const
const
const
const
const
const
const

region = "us-west-2";
serviceName = "neptune-db";
host = "(your cluster endpoint URL)";
port = 8182;
protocol = "bolt";
hostPort = host + ":" + port;
url = protocol + "://" + hostPort;
createQuery = "CREATE (n:Greeting {message: 'Hello'}) RETURN ID(n)";
readQuery = "MATCH(n:Greeting) WHERE ID(n) = $id RETURN n.message";

async function signedHeader() {
const req = new HttpRequest({
method: "GET",
protocol: protocol,
hostname: host,
port: port,
// Comment out the following line if you're using an engine version older than 1.2.0.0
path: "/opencypher",
headers: {
host: hostPort
}
});
const signer = new SignatureV4({
credentials: defaultProvider(),
region: region,
service: serviceName,
sha256: Sha256
});

}

return signer.sign(req, { unsignableHeaders: new Set(["x-amz-content-sha256"]) })
.then((signedRequest) => {
const authInfo = {
"Authorization": signedRequest.headers["authorization"],
"HttpMethod": signedRequest.method,
"X-Amz-Date": signedRequest.headers["x-amz-date"],
"Host": signedRequest.headers["host"],
"X-Amz-Security-Token": signedRequest.headers["x-amz-security-token"]
};
return JSON.stringify(authInfo);
});

async function createDriver() {
let authToken = { scheme: "basic", realm: "realm", principal: "username", credentials:
await signedHead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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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neo4j.driver(url, authToken, {
encrypted: "ENCRYPTION_ON",
trust: "TRUST_SYSTEM_CA_SIGNED_CERTIFICATES",
maxConnectionPoolSize: 1,
// logging: neo4j.logging.console("debug")
}
);

function unmanagedTxn(driver) {
const session = driver.session();
const tx = session.beginTransaction();
tx.run(createQuery)
.then((res) => {
const id = res.records[0].get(0);
return tx.run(readQuery, { id: id });
})
.then((res) => {
// All good, the transaction will be committed
const msg = res.records[0].get("n.message");
assert.equal(msg, "Hello");
})
.catch(err => {
// The transaction will be rolled back, now handle the error.
console.log(err);
})
.then(() => session.close());
}
createDriver()
.then((driver) => {
unmanagedTxn(driver);
driver.close();
})
.catch((err) => {
console.log(err);
});

Neptune 中的螺栓连接行为
以下是有关Neptune 螺栓连接的一些注意事项：
• 由于 Bolt 连接是在 TCP 层创建的，所以不能使用应用程序负载均衡器在他们面前，就像使用 HTTP 终端
节点一样。
• Neptune 用于 Bolt 连接的端口是数据库集群的端口。
• 根据传递给它的 Bolt 前导码，Neptune 服务器会选择最合适的 Bolt 版本（1、2、3 或 4.0）。
• 客户端在任何时间点都可以打开的与 Neptune 服务器的最大连接数为 1,000。
• 如果客户端未在查询后关闭连接，则连接可用于执行下一个查询。
• 但是，如果连接闲置了 20 分钟，服务器会自动将其关闭。
• 如果未启用 IAM 身份验证，您可以使用AuthTokens.none()而不是提供虚拟用户名和密码。例如，在
Java 中：
GraphDatabase.driver("bolt://(your cluster endpoint URL):(your cluster port)",
AuthTokens.none(),

Config.builder().withEncryption().withTrustStrategy(TrustStrategy.trustSystemCertificates()).build()

• 在启用 IAM 身份验证时，如果 Bolt 连接由于其他原因尚未关闭，则始终在建立 10 天后断开连接。
• 如果客户端通过连接发送要执行的查询，但未使用先前查询的结果，则新查询将被丢弃。要改为放弃之前
的结果，客户端必须通过连接发送重置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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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只能在给定连接上创建一个事务。
• 如果在事务期间发生异常，Neptune 服务器将回滚事务并关闭连接。在此示例中，驱动程序将创建一个用
于下一个查询的新连接。
• 请注意，会话不是线程安全的。多个parallel 操作必须使用多个单独的会话。

OpencyPher 参数化查询的示例
Neptune 支持参数化的 OpencyPher 查询。这允许您使用不同的参数多次使用相同的查询结构。由于查询结
构没有改变，Neptune可以缓存其抽象语法树（AST），而不必多次解析它。

使用 HTTPS 终端节点的 OpencyPher 参数化查询示例
以下是将参数化查询与 Neptune OpencyPher HTTPS 端点结合使用的示例。查询是：
MATCH (n {name: $name, age: $age})
RETURN n

参数的定义如下：
parameters={"name": "john", "age": 20}

使用GET，你可以像这样提交参数化查询：
curl -k \
"https://localhost:8182/openCypher?query=MATCH%20%28n%20%7Bname:\$name,age:\$age%7D
%29%20RETURN%20n&parameters=%7B%22name%22:%22john%22,%22age%22:20%7D"

或者，您也可以使用POST：
curl -k \
https://localhost:8182/openCypher \
-d "query=MATCH (n {name: \$name, age: \$age}) RETURN n" \
-d "parameters={\"name\": \"john\", \"age\": 20}"

或者，使用DIRECT POST：
curl -k \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opencypher" \
"https://localhost:8182/openCypher?parameters=%7B%22name%22:%22john%22,%22age%22:20%7D" \
-d "MATCH (n {name: \$name, age: \$age}) RETURN n"

使用 Bolt 的 OpencyPher 参数化查询示例
以下是使用 Bolt 协议的 OpencyPher 参数化查询的 Python 示例：
from neo4j import GraphDatabase
uri = "bolt://[neptune-endpoint-url]:8182"
driver = GraphDatabase.driver(uri, auth=("", ""))
def match_name_and_age(tx, name, age):
# Parameterized Query
tx.run(f"MATCH (n {name: $name, age: $age})", name=name, age=age)
with driver.session() as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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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eters
session.read_transaction(match_name_and_age, "john", 20)
driver.close()

以下是使用 Bolt 协议的 OpencyPher 参数化查询的 Java 示例：
Driver driver = GraphDatabase.driver("bolt+s://(your cluster endpoint URL):8182");
HashMap<String, Object> parameters = new HashMap<>();
parameters.put("name", "john");
parameters.put("age", 20);
String queryString = "MATCH (n {name: $name, age: $age})";
Result result = driver.session().run(queryString, parameters);

OpencyPher 数据模型
Neptune OpencyPher 引擎建立在与 Gremlin 相同的属性图模型之上。具体而言：
• 每个节点都有一个或多个标签。如果插入不带标签的节点，则默认标签名为vertex挂载 如果您尝试删除
节点的所有标签，则会引发错误。
• 关系是指只有一个关系类型并在两个节点之间形成单向连接的实体（即从一个节点到另一个）。
• 节点和关系都可以有属性，但不一定要有。Neptune 支持具有零属性的节点和关系。
• Neptune 不支持元属性，OpencyPher 规范中也没有包含元属性。
• 如果图表中的属性是使用 Gremlin 创建的，则它们可以是多值的。也就是说，节点或关系属性可以有一组
不同的值，而不仅仅是一个。Neptune 扩展了 OpencyPher 语义，可以优雅地处理多值属性。
支持的数据类型如于Opencher 数据格式 (p. 223). 但是，我们不建议插入Array属性值转换为 OpencyPher
图表。尽管可以使用批量加载器插入数组属性值，但当前的 Neptune OpencyPher 版本将其视为一组多值属
性，而不是单个列表值。
以下是此版本中支持的数据类型列表：
• Bool
• Byte
• Short
• Int
• Long
• Float（包括加减无穷大和 NaN，但不包括 INF）
• Double（包括加减无穷大和 NaN，但不包括 INF）
• DateTime
• String

OpencyPherexplain功能
OpencyPherexplain功能是 Amazon Neptune 中的一种自助式工具，可帮助您了解 Neptune 引擎所采
用的执行方法。要调用 explain，请将参数传递到 OpencyPherHTTPS (p. 335)请求explain=mode，其
中mode值可以是以下之一：
• static— 在staticmode,explain仅输出查询计划的静态结构。它不实际运行查询。
• dynamic— 在dynamicmode,explain还将运行查询，其中包含查询计划的动态方面。这些可能包括流
经运算符的中间绑定的数量、传入绑定与传出绑定的比率以及每个运算符使用的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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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tails— 在detailsmode,explain输出动态模式中显示的信息以及其他详细信息，例如实际的
Opencypher 查询字符串和某个连接运算符之下模式的估计范围计数。

例如，使用POST：
curl HTTPS://server:port/openCypher \
-d "query=MATCH (n) RETURN n LIMIT 1;" \
-d "explain=dynamic"

或者，使用GET：
curl -X GET \
"HTTPS://server:port/openCypher?query=MATCH%20(n)%20RETURN%20n%20LIMIT
%201&explain=dynamic"

Opencypher 的限制explain在Neptune
OpencyPher 解释的当前版本具有以下限制：
• 解释计划目前仅适用于执行只读操作的查询。执行任何类型突变的查询，例
如CREATE、DELETE、MERGE、SET等等，不支持。
• 特定计划的运算符和输出可能会在future 版本中发生更改。

OpencyPher 中的 DFE 运算符explain输出
使用 OpencyPher 提供的信息explain功能提供，您需要了解有关如何DE 查询引擎 (p. 123)行得通（DFE
是 Neptune 用来处理 OpencyPher 查询的引擎）。
DFE 引擎将每个查询转换到一个运算符管道中。从第一个运算符开始，中间解将通过此运算符管道从一名操
作员流向下一位操作员。解释表中的每一行表示一个结果（截至到评估点）。
可以出现在 DFE 查询计划中的运算符如下所示：
dfeApply— 执行指定的函数functor在 arguments 部分中，指定变量中存储的值
DFEBindRelation— 将具有指定名称的变量绑定在一起
DFEChunkLocalSubQuery— 这是一个非阻塞操作，充当正在执行的子查询的包装。
DFEDistinctColumn— 根据指定的变量返回输入值的不同子集。
DFEDistinctRelation— 根据指定的变量返回输入解的不同子集。
dfeDrain— 出现在子查询的末尾，用作该子查询的终止步骤。溶液的数量记录为Units In.Units Out始终
为零。
DFELoopSubQuery— 这是一个非阻塞操作，充当子查询的包装器，允许其重复运行以在循环中使用。
DFEOptionalJoin— 执行可选联接A OPTIONAL B # (A JOIN B) UNION (A MINUS_NE B). 这是封锁
操作。
DFEPipelineJoin— 将输入与定义的三元组模式进行联接pattern参数。
DFEPipelineScan— 在数据库中扫描给定的pattern参数，在列上有或没有给定筛选器。
DFEProjec— 采用多个输入列并仅投影所需的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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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eReduc— 对指定变量执行指定的聚合函数。
DFERelationalJoin— 使用合并联接根据指定的模式键连接前一个运算符的输入。这是封锁操作。
DFERelationalJoin — 使用合并联接根据指定的模式键连接前一个运算符的输入。这是封锁操作。
dfeSubQuery— 此运算符出现在所有计划的开头，并封装计划中在DFE 引擎 (p. 123)，这是 OpencyPher 的
完整计划。
DFESymmetricHashJoin— 使用哈希联接根据指定的模式键连接前一个运算符的输入。这是一项非阻止性操
作。
dfetee— 这是一个分支运算符，它向多个运算符发送相同的解集。
SolutionInjection— 出现在其他所有内容之前explain输出，其中的值为 1Units Outcolumn. 但是，它是
一个空操作，实际上并没有向 DFE 引擎注入任何解决方案。
TermResolution— 出现在平面图的末尾，并将Neptune 引擎中的物体转换为 OpencyPher 对象。

OpencyPher 中的列explain输出
Neptune 作为 OpencyPher 解释输出生成的查询计划信息包含每行一个运算符的表。该表包含以下列：
ID-计划中此运算符的数字 ID。
Out #1（和Out #2) — 位于此运算符下游的运算符的 ID。最多可以有两个下游运营商。
名称— 此运算符的名称。
Arguments (参数)— 操作员的任何相关详情。这包括诸如输入架构、输出架构、模式
（PipelineScan和PipelineJoin) 等等。
Mode (模式)— 描述基本操作员行为的标签。该列大部分为空（-)。一个例外是TermResolution，模式可
以在哪里id2value_opencypher，表示从 ID 到 OpencyPher 值的分辨率。
Unt— 作为输入传递给此运算符的解的数量。没有上游运算符的运算符，例
如DFEPipelineScan、SolutionInjections，还有一个DFESubquery如果没有注入静态值，则值为
零。
单位OUT— 作为此运算符的输出产生的解的数量。DFEDrain是一种特例，其中排出的溶液数量记录
在Units In和Units Out始终为零。
Ratio— 的比例Units Out到Units In.
时间 (ms)— 此运算符消耗的 CPU 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OpencyPher 的基本例子解释输出
以下是 OpencyPher 的基本示例explain输出. 该查询是航空路线数据集中针对具有机场代码的节点的单节
点查询ATL它调用explain使用details默认 ASCII 输出格式的模式：
curl -d "query=MATCH (n {code: 'ATL'}) RETURN n" -k https://localhost:8182/openCypher -d
"explain=details"
~
Query:
MATCH (n {code: 'ATL'}) RETURN n

#######################################################################################################
# ID # Out #1 # Out #2 # Name
# Arguments
# Mode
#
Units In # Units Out # Ratio # Time (ms) #
#######################################################################################################
# 0 # 1
# # SolutionInjection # solutions=[{}]
# # 0
# 1
# 0.00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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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2
# # DFESubquery
# subQuery=subQuery1 # # 0
# 1
# 0.00 # 4.00
#
#######################################################################################################
# 2 # # # TermResolution
# vars=[?n]
# id2value_opencypher # 1
# 1
# 1.00 # 2.00
#
#######################################################################################################

subQuery1
#######################################################################################################
# ID # Out #1 # Out #2 # Name
# Arguments
# Mode # Units In #
Units Out # Ratio # Time (ms) #
#######################################################################################################
# 0 # 1
# # DFEPipelineScan
# pattern=Node(?n) with property 'code' as ?
n_code2 and label 'ALL'
# # 0
# 1
# 0.00 # 0.21
#
#
#
#
#
# inlineFilters=[(?n_code2 IN
["ATL"^^xsd:string])]
#
#
#
#
#
#
#
#
#
#
# patternEstimate=1
#
#
#
#
#
#
#######################################################################################################
# 1 # 2
# # DFEChunkLocalSubQuery # subQuery=http://aws.amazon.com/neptune/
vocab/v01/dfe/past/graph#9d84f97c-c3b0-459a-98d5-955a8726b159/graph_1 # # 1
# 1
# 1.00 # 0.04
#
#######################################################################################################
# 2 # 3
# # DFEProject
# columns=[?n]
# # 1
# 1
# 1.00 # 0.04
#
#######################################################################################################
# 3 # # # DFEDrain
# # # 1
# 0
# 0.00 # 0.03
#
#######################################################################################################

subQuery=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dfe/past/graph#9d84f97cc3b0-459a-98d5-955a8726b159/graph_1
#######################################################################################################
# ID # Out #1 # Out #2 # Name
# Arguments
# Mode # Units In # Units Out # Ratio # Time (ms) #
#######################################################################################################
# 0 # 1
# # DFESolutionInjection # outSchema=[?n, ?n_code2]
# # 0
# 1
# 0.00 # 0.02
#
#######################################################################################################
# 1 # 2
# 3
# DFETee
# # # 1
# 2
# 2.00 # 0.02
#
#######################################################################################################
# 2 # 4
# # DFEDistinctColumn
# column=?n
# # 1
# 1
# 1.00 # 0.20
#
#
#
#
#
# ordered=false
#
#
#
#
#
#
#######################################################################################################
# 3 # 5
# # DFEHashIndexBuild
# vars=[?n]
# # 1
# 1
# 1.00 # 0.04
#
#######################################################################################################
# 4 # 5
# # DFEPipelineJoin
# pattern=Node(?n) with property 'ALL' and
label '?n_label1' # # 1
# 1
# 1.00 # 0.25
#
#
#
#
#
# patternEstimate=3506
#
#
#
#
#
#
#######################################################################################################
# 5 # 6
# 7
# DFESync
# # # 2
# 2
# 1.00 # 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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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 8
# # DFEForwardValue
# # # 1
# 1
# 1.00 # 0.01
#
#######################################################################################################
# 7 # 8
# # DFEForwardValue
# # # 1
# 1
# 1.00 # 0.01
#
#######################################################################################################
# 8 # 9
# # DFEHashIndexJoin
# # # 2
# 1
# 0.50 # 0.35
#
#######################################################################################################
# 9 # # # DFEDrain
# # # 1
# 0
# 0.00 # 0.02
#
#######################################################################################################

在顶层，SolutionInjection出现在其他所有东西之前，有 1 个单位出来。请注意，它实际上并没有注入
任何解决方案。你可以看到下一个操作员DFESubquery，有 0 个单位。
晚于SolutionInjection最高层是DFESubquery和TermResolution运算符。DFESubquery封装了查
询执行计划中要推送到DFE 引擎 (p. 123)（对于 OpencyPher 查询，整个查询计划由 DFE 执行）。查询计
划中的所有运算符都嵌套在里面subQuery1被引用的DFESubquery. 唯一的例外是TermResolution，它
将内部 ID 具体化为完全序列化的 OpencyPher 对象。
所有下推到 DFE 引擎的运算符的名称都以DFEprefix. 如上所述，整个 OpencyPher 查询计划都是由 DFE 执
行的，因此，除最终运算符之外的所有运算符TermResolution运算符开头为DFE.
里面subQuery1，可以有零或多个DFEChunkLocalSubQuery要么DFELoopSubQuery运算符，
封装在内存限制机制中执行的推送执行计划的一部分。DFEChunkLocalSubQuery这里包含一
个SolutionInjection用作子查询的输入。要在输出中查找该子查询的表，请搜索subQuery=graph
URI在中指定ArgumentscolumnDFEChunkLocalSubQuery要么DFELoopSubQuery运算符。
InsubQuery1、DFEPipelineScan和ID0 在数据库中扫描指定的pattern. 该模式扫描具有属性的实
体code另存为变量?n_code2覆盖所有标签（你可以通过追加特定标签进行过滤airport到n:airport)。
这些区域有：inlineFilters参数显示了过滤code财产等于ATL.
下一步：DFEChunkLocalSubQuery运算符连接包含以下内容的子查询的中间结果DFEPipelineJoin. 这
可以确保?n实际上是一个节点，因为前一个DFEPipelineScan使用扫描任何实体code财产。

示例explain具有限制的关系查找的输出
此查询查找两个类型为 type 的匿名节点之间的关系route，最多返回 10。再说一
遍，explainmodedetails并且输出格式是默认的 ASCII 格式。下面是explain输出:
此处,DFEPipelineScan扫描从匿名节点开始的边?anon_node7并在另一个匿名节点结束?
anon_node21，关系类型另存为?p_type1. 有一个过滤器?p_type1存在el://route（其中el代表边缘
标签），它对应于[p:route]在查询字符串中。
DFEDrain收集限制为 10 的输出解，如其Argumentscolumn.DFEDrain一旦达到限制或产生所有解决方案
（以先发生者为准），就会终止。
curl -d "query=MATCH ()-[p:route]->() RETURN p LIMIT 10" -k https://localhost:8182/
openCypher -d "explain=details"
~
Query:
MATCH ()-[p:route]->() RETURN p LIMIT 10

#######################################################################################################
# ID # Out #1 # Out #2 # Name
# Arguments
# Mode
#
Units In # Units Out # Ratio # Time (ms) #
#######################################################################################################
# 0 # 1
# # SolutionInjection # solutions=[{}]
# # 0
# 1
# 0.00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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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2
# # DFESubquery
# subQuery=subQuery1 # # 0
# 10
# 0.00 # 5.00
#
#######################################################################################################
# 2 # # # TermResolution
# vars=[?p]
# id2value_opencypher # 10
# 10
# 1.00 # 1.00
#
#######################################################################################################

subQuery1
#######################################################################################################
# ID # Out #1 # Out #2 # Name
# Arguments
# Mode # Units In # Units Out # Ratio # Time (ms) #
#######################################################################################################
# 0 # 1
# # DFEPipelineScan # pattern=Edge((?anon_node7)-[?p:?p_type1]->(?
anon_node21)) # # 0
# 1000
# 0.00 # 0.66
#
#
#
#
#
# inlineFilters=[(?p_type1 IN [<el://route>])]
#
#
#
#
#
#
#
#
#
#
# patternEstimate=26219
#
#
#
#
#
#
#######################################################################################################
# 1 # 2
# # DFEProject
# columns=[?p]
# # 1000
# 1000
# 1.00 # 0.14
#
#######################################################################################################
# 2 # # # DFEDrain
# limit=10
# # 1000
# 0
# 0.00 # 0.11
#
#######################################################################################################

示例explain值表达式函数的输出
该功能是：
MATCH (a) RETURN DISTINCT labels(a)

在explain在下面输出,DFEPipelineScan(ID 0) 扫描所有节点标签。这对应于MATCH (a)。
DFEChunkLocalSubquery(ID 1) 聚合了?aFor Each?a. 这对应于labels(a). 你可以看清这一
点DFEApply和DFEReduce.
BindRelation(ID 2) 用于重命名列类属?__gen_labelsOfa2进入?labels(a).
DFEDistinctRelation(ID 4) 仅检索不同的标签（多个:airport 节点将提供重复的标签 (a): ["airport"]）。
这对应于DISTINCT labels(a).
curl -d "query=MATCH (a) RETURN DISTINCT labels(a)" -k https://localhost:8182/openCypher -d
"explain=details"
~
Query:
MATCH (a) RETURN DISTINCT labels(a)

#######################################################################################################
# ID # Out #1 # Out #2 # Name
# Arguments
# Mode
#
Units In # Units Out # Ratio # Time (ms) #
#######################################################################################################
# 0 # 1
# # SolutionInjection # solutions=[{}]
# # 0
# 1
# 0.00 # 0
#
#######################################################################################################
# 1 # 2
# # DFESubquery
# subQuery=subQuery1 # # 0
# 5
# 0.00 # 81.00
#
#######################################################################################################
# 2 # # # TermResolution
# vars=[?labels(a)] # id2value_opencypher # 5
# 5
# 1.00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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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Query1
#######################################################################################################
# ID # Out #1 # Out #2 # Name
# Arguments
# Mode # Units In #
Units Out # Ratio # Time (ms) #
#######################################################################################################
# 0 # 1
# # DFEPipelineScan
# pattern=Node(?a) with property 'ALL' and
label '?a_label1'
# # 0
#
3750
# 0.00 # 26.77
#
#
#
#
#
# patternEstimate=3506
#
#
#
#
#
#
#######################################################################################################
# 1 # 2
# # DFEChunkLocalSubQuery # subQuery=http://aws.amazon.com/neptune/
vocab/v01/dfe/past/graph#8b314f55-2cc7-456a-a48a-c76a0465cfab/graph_1 # # 3750
#
3750
# 1.00 # 0.04
#
#######################################################################################################
# 2 # 3
# # DFEBindRelation
# inputVars=[?a, ?__gen_labelsOfa2, ?
__gen_labelsOfa2]
# # 3750
# 3750
# 1.00 # 0.08
#
#
#
#
#
# outputVars=[?a, ?__gen_labelsOfa2, ?
labels(a)]
#
#
#
#
#
#
#######################################################################################################
# 3 # 4
# # DFEProject
# columns=[?labels(a)]
# # 3750
# 3750
# 1.00 # 0.05
#
#######################################################################################################
# 4 # 5
# # DFEDistinctRelation
# # # 3750
# 5
# 0.00 # 2.78
#
#######################################################################################################
# 5 # # # DFEDrain
# # # 5
# 0
# 0.00 # 0.03
#
#######################################################################################################

subQuery=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dfe/past/graph#8b314f55-2cc7-456a-a48ac76a0465cfab/graph_1
#######################################################################################################
# ID # Out #1 # Out #2 # Name
# Arguments
# Mode
# Units In # Units Out # Ratio # Time (ms) #
#######################################################################################################
# 0 # 1
# # DFESolutionInjection # outSchema=[?a]
# # 0
# 3750
# 0.00 # 0.02
#
#######################################################################################################
# 1 # 2
# 3
# DFETee
# # # 3750
# 7500
# 2.00 # 0.02
#
#######################################################################################################
# 2 # 4
# # DFEProject
# columns=[?a]
# # 3750
# 3750
# 1.00 # 0.04
#
#######################################################################################################
# 3 # 17
# # DFEOptionalJoin
# # # 7500
# 3750
# 0.50 # 0.44
#
#######################################################################################################
# 4 # 5
# # DFEDistinctRelation # # # 3750
# 3750
# 1.00 # 2.23
#
#######################################################################################################
# 5 # 6
# # DFEDistinctColumn
# column=?a
# # 3750
# 3750
# 1.00 # 1.50
#
#
#
#
#
# ordered=false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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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 7
# # DFEPipelineJoin
# pattern=Node(?a) with property 'ALL' and
label '?a_label3' # # 3750
# 3750
# 1.00 # 10.58
#
#
#
#
#
# patternEstimate=3506
#
#
#
#
#
#
#######################################################################################################
# 7 # 8
# 9
# DFETee
# # # 3750
# 7500
# 2.00 # 0.02
#
#######################################################################################################
# 8 # 10
# # DFEBindRelation
# inputVars=[?a_label3]
# # 3750
# 3750
# 1.00 # 0.04
#
#
#
#
#
# outputVars=[?100]
#
#
#
#
#
#
#######################################################################################################
# 9 # 11
# # DFEBindRelation
# inputVars=[?a, ?a_label3, ?100]
# # 7500
# 3750
# 0.50 # 0.07
#
#
#
#
#
# outputVars=[?a, ?a_label3, ?100]
#
#
#
#
#
#
#######################################################################################################
# 10 # 9
# # DFETermResolution
# column=?100
# id2value # 3750
# 3750
# 1.00 # 7.60
#
#######################################################################################################
# 11 # 12
# # DFEBindRelation
# inputVars=[?a, ?a_label3, ?100]
# # 3750
# 3750
# 1.00 # 0.06
#
#
#
#
#
# outputVars=[?a, ?100, ?a_label3]
#
#
#
#
#
#
#######################################################################################################
# 12 # 13
# # DFEApply
# functor=nodeLabel(?a_label3)
# # 3750
# 3750
# 1.00 # 0.55
#
#######################################################################################################
# 13 # 14
# # DFEProject
# columns=[?a, ?a_label3_alias4]
# # 3750
# 3750
# 1.00 # 0.05
#
#######################################################################################################
# 14 # 15
# # DFEMergeChunks
# # # 3750
# 3750
# 1.00 # 0.02
#
#######################################################################################################
# 15 # 16
# # DFEReduce
# functor=collect(?a_label3_alias4)
# # 3750
# 3750
# 1.00 # 6.37
#
#
#
#
#
# segmentationKey=[?a]
#
#
#
#
#
#
#######################################################################################################
# 16 # 3
# # DFEMergeChunks
# # # 3750
# 3750
# 1.00 # 0.03
#
#######################################################################################################
# 17 # # # DFEDrain
# # # 3750
# 0
# 0.00 # 0.02
#
#######################################################################################################

示例explain数学值表达式函数的输出
在此示例中，RETURN abs(-10)执行一个简单的计算，取一个常量的绝对值，-10.
DFEChunkLocalSubQuery(ID 1) 对静态值执行溶液注入-10，存储在变量中，?100.
DFEApply(ID 2) 是执行绝对值函数的运算符abs()存储在中的静态值?100变量。
下面是查询和结果explain输出:
curl -d "query=RETURN abs(-10)" -k https://localhost:8182/openCypher
Query:
RETURN abs(-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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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D # Out #1 # Out #2 # Name
# Arguments
# Mode
#
Units In # Units Out # Ratio # Time (ms) #
#######################################################################################################
# 0 # 1
# # SolutionInjection # solutions=[{}]
# #
0
# 1
# 0.00 # 0
#
#######################################################################################################
# 1 # 2
# # DFESubquery
# subQuery=subQuery1
# #
0
# 1
# 0.00 # 4.00
#
#######################################################################################################
# 2 # # # TermResolution
# vars=[?_internalVar1] # id2value_opencypher #
1
# 1
# 1.00 # 1.00
#
#######################################################################################################

subQuery1
#######################################################################################################
# ID # Out #1 # Out #2 # Name
# Arguments
# Mode # Units In #
Units Out # Ratio # Time (ms) #
#######################################################################################################
# 0 # 1
# # DFESolutionInjection # outSchema=[]
# # 0
# 1
# 0.00 # 0.01
#
#######################################################################################################
# 1 # 2
# # DFEChunkLocalSubQuery # subQuery=http://aws.amazon.com/neptune/
vocab/v01/dfe/past/graph#c4cc6148-cce3-4561-93c0-deb91f257356/graph_1 # # 1
# 1
# 1.00 # 0.03
#
#######################################################################################################
# 2 # 3
# # DFEApply
# functor=abs(?100)
# # 1
# 1
# 1.00 # 0.26
#
#######################################################################################################
# 3 # 4
# # DFEBindRelation
# inputVars=[?_internalVar2, ?_internalVar2]
# # 1
# 1
# 1.00 # 0.04
#
#
#
#
#
# outputVars=[?_internalVar2, ?
_internalVar1]
#
#
#
#
#
#
#######################################################################################################
# 4 # 5
# # DFEProject
# columns=[?_internalVar1]
# # 1
# 1
# 1.00 # 0.06
#
#######################################################################################################
# 5 # # # DFEDrain
# # # 1
# 0
# 0.00 # 0.05
#
#######################################################################################################

subQuery=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dfe/past/graph#c4cc6148-cce3-4561-93c0deb91f257356/graph_1
#######################################################################################################
# ID # Out #1 # Out #2 # Name
# Arguments
# Mode
# Units In # Units Out # Ratio # Time (ms) #
#######################################################################################################
# 0 # 1
# # DFESolutionInjection # solutions=[?100 -> [-10^^<LONG>]]
# # 0
# 1
# 0.00 # 0.01
#
#
#
#
#
# outSchema=[?100]
#
#
#
#
#
#
#######################################################################################################
# 1 # 3
# # DFERelationalJoin
# joinVars=[]
# # 2
# 1
# 0.50 # 0.18
#
#######################################################################################################
# 2 # 1
# # DFESolutionInjection # outSchema=[]
# # 0
# 1
# 0.00 # 0.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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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 DFEDrain
# # # 1
# 0
# 0.00 # 0.02
#
#######################################################################################################

示例explain可变长度路径 (VLP) 查询的输出
这是处理可变长度路径查询的更复杂查询计划的示例。这个例子只显示了explain为清晰起见，输出。
InsubQuery1、DFEPipelineScan(ID 0) 和DFEChunkLocalSubQuery(ID 1)，它注入了...graph_1子
查询，负责扫描具有YPO码。
InsubQuery1、DFEChunkLocalSubQuery(ID 2)，它注入了...graph_2子查询，负责扫描具有LAX码。
InsubQuery1、DFEChunkLocalSubQuery(ID 3) 注入...graph3子查询，其中包
含DFELoopSubQuery（ID 17），这反过来又注入了...graph5子查询。此操作负责解决-[*2]->两个节
点之间的查询字符串中的可变长度模式。
curl -d "query=MATCH p=(a {code: 'YPO'})-[*2]->(b{code: 'LAX'}) return p" -k https://
localhost:8182/openCypher -d "explain=details"
~
Query:
MATCH p=(a {code: 'YPO'})-[*2]->(b{code: 'LAX'}) return p

#######################################################################################################
# ID # Out #1 # Out #2 # Name
# Arguments
# Mode
#
Units In # Units Out # Ratio # Time (ms) #
#######################################################################################################
# 0 # 1
# # SolutionInjection # solutions=[{}]
# # 0
# 1
# 0.00 # 0
#
#######################################################################################################
# 1 # 2
# # DFESubquery
# subQuery=subQuery1 # # 0
# 0
# 0.00 # 84.00
#
#######################################################################################################
# 2 # # # TermResolution
# vars=[?p]
# id2value_opencypher # 0
# 0
# 0.00 # 0
#
#######################################################################################################

subQuery1
#######################################################################################################
# ID # Out #1 # Out #2 # Name
# Arguments
# Mode # Units In #
Units Out # Ratio # Time (ms) #
#######################################################################################################
# 0 # 1
# # DFEPipelineScan
# pattern=Node(?a) with property 'code' as ?
a_code7 and label 'ALL'
# # 0
# 1
# 0.00 # 0.68
#
#
#
#
#
# inlineFilters=[(?a_code7 IN
["YPO"^^xsd:string])]
#
#
#
#
#
#
#
#
#
#
# patternEstimate=1
#
#
#
#
#
#
#######################################################################################################
# 1 # 2
# # DFEChunkLocalSubQuery # subQuery=http://aws.amazon.com/neptune/
vocab/v01/dfe/past/graph#cc05129f-d07e-4622-bbe3-9e99558eca46/graph_1 # # 1
# 1
# 1.00 # 0.03
#
#######################################################################################################
# 2 # 3
# # DFEChunkLocalSubQuery # subQuery=http://aws.amazon.com/neptune/
vocab/v01/dfe/past/graph#cc05129f-d07e-4622-bbe3-9e99558eca46/graph_2 # # 1
# 1
# 1.00 # 0.0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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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4
# # DFEChunkLocalSubQuery # subQuery=http://aws.amazon.com/neptune/
vocab/v01/dfe/past/graph#cc05129f-d07e-4622-bbe3-9e99558eca46/graph_3 # # 1
# 0
# 0.00 # 0.04
#
#######################################################################################################
# 4 # 5
# # DFEBindRelation
# inputVars=[?__gen_path6, ?anon_rel26, ?
b_code8, ?b, ?a_code7, ?a, ?__gen_path6]
# # 0
# 0
# 0.00 # 0.10
#
#
#
#
#
# outputVars=[?__gen_path6, ?anon_rel26, ?
b_code8, ?b, ?a_code7, ?a, ?p]
#
#
#
#
#
#
#######################################################################################################
# 5 # 6
# # DFEProject
# columns=[?p]
# # 0
# 0
# 0.00 # 0.05
#
#######################################################################################################
# 6 # # # DFEDrain
# # # 0
# 0
# 0.00 # 0.02
#
#######################################################################################################

subQuery=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dfe/past/graph#cc05129f-d07e-4622bbe3-9e99558eca46/graph_1
#######################################################################################################
# ID # Out #1 # Out #2 # Name
# Arguments
# Mode # Units In # Units Out # Ratio # Time (ms) #
#######################################################################################################
# 0 # 1
# # DFESolutionInjection # outSchema=[?a, ?a_code7]
# # 0
# 1
# 0.00 # 0.01
#
#######################################################################################################
# 1 # 2
# 3
# DFETee
# # # 1
# 2
# 2.00 # 0.01
#
#######################################################################################################
# 2 # 4
# # DFEDistinctColumn
# column=?a
# # 1
# 1
# 1.00 # 0.25
#
#
#
#
#
# ordered=false
#
#
#
#
#
#
#######################################################################################################
# 3 # 5
# # DFEHashIndexBuild
# vars=[?a]
# # 1
# 1
# 1.00 # 0.05
#
#######################################################################################################
# 4 # 5
# # DFEPipelineJoin
# pattern=Node(?a) with property 'ALL' and
label '?a_label1' # # 1
# 1
# 1.00 # 0.47
#
#
#
#
#
# patternEstimate=3506
#
#
#
#
#
#
#######################################################################################################
# 5 # 6
# 7
# DFESync
# # # 2
# 2
# 1.00 # 0.04
#
#######################################################################################################
# 6 # 8
# # DFEForwardValue
# # # 1
# 1
# 1.00 # 0.01
#
#######################################################################################################
# 7 # 8
# # DFEForwardValue
# # # 1
# 1
# 1.00 # 0.01
#
#######################################################################################################
# 8 # 9
# # DFEHashIndexJoin
# # # 2
# 1
# 0.50 # 0.26
#
#######################################################################################################
# 9 # # # DFEDrain
# # # 1
# 0
# 0.00 # 0.02
#
#######################################################################################################

subQuery=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dfe/past/graph#cc05129f-d07e-4622bbe3-9e99558eca46/graph_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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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 Out #1 # Out #2 # Name
# Arguments
# Mode # Units In # Units Out # Ratio # Time (ms) #
#######################################################################################################
# 0 # 1
# # DFEPipelineScan
# pattern=Node(?b) with property 'code' as ?
b_code8 and label 'ALL' # # 0
# 1
# 0.00 # 0.38
#
#
#
#
#
# inlineFilters=[(?b_code8 IN
["LAX"^^xsd:string])]
#
#
#
#
#
#
#
#
#
#
# patternEstimate=1
#
#
#
#
#
#
#######################################################################################################
# 1 # 2
# # DFEMergeChunks
# # # 1
# 1
# 1.00 # 0.02
#
#######################################################################################################
# 2 # 4
# # DFERelationalJoin
# joinVars=[]
# # 2
# 1
# 0.50 # 0.19
#
#######################################################################################################
# 3 # 2
# # DFESolutionInjection # outSchema=[?a, ?a_code7]
# # 0
# 1
# 0.00 # 0
#
#######################################################################################################
# 4 # # # DFEDrain
# # # 1
# 0
# 0.00 # 0.01
#
#######################################################################################################

subQuery=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dfe/past/graph#cc05129f-d07e-4622bbe3-9e99558eca46/graph_3
#######################################################################################################
# ID # Out #1 # Out #2 # Name
# Arguments
# Mode
# Units In #
Units Out # Ratio # Time (ms) #
#######################################################################################################
...
# 17 # 18
# # DFELoopSubQuery
# subQuery=http://aws.amazon.com/neptune/
vocab/v01/dfe/past/graph#cc05129f-d07e-4622-bbe3-9e99558eca46/graph_5 # # 1
# 2
# 2.00 # 0.31
#
...

Neptune OpencyPher 中的交易
亚马逊 Neptune 中的 OpencyPher 实现使用由 Neptune 定义的事务语义 (p. 103)但是，Bolt 驱动程序提供的
隔离级别对 Bolt 事务语义有一些特定的影响，如以下部分所述。

只读 Bolt 事务查询
可以使用不同的事务模型和隔离级别来处理只读查询，如下所示：

隐式只读事务查询
以下是只读隐式事务的示例：
public void executeReadImplicitTransaction()
{
// end point
final String END_POINT = "(End Point URL)";
// read query
final String READ_QUERY = "MATCH (n) RETURN n limit 10";
// create the driver
final Driver driver = GraphDatabase.driver(END_POINT, AuthTokens.none(),
Config.builder().withEncryption()
.withTrustStrategy(TrustStrategy.trustSystemCertificates())
.bu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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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 the session config
SessionConfig sessionConfig = SessionConfig.builder()
.withFetchSize(1000)
.withDefaultAccessMode(AccessMode.READ)
.build();
// run the query as access mode read
driver.session(sessionConfig).readTransaction(new TransactionWork<String>()
{
final StringBuilder resultCollector = new StringBuilder();
@Override
public String execute(final Transaction tx)
{
// execute the query
Result queryResult = tx.run(READ_QUERY);

}

// Read the result
for (Record record : queryResult.list())
{
for (String key : record.keys())
{
resultCollector.append(key)
.append(":")
.append(record.get(key).asNode().toString());
}
}
return resultCollector.toString();

}

);

}

// close the driver.
driver.close();

由于只读副本只接受只读查询，因此无论会话配置中设置的访问模式如何，针对只读副本的所有查询都将作
为隐式读取事务执行。Neptune 将隐式读取事务评估为read-on (p. 104)下SNAPSHOT隔离语义。
如果失败，默认情况下会重试读隐式事务。

自动提交只读事务查询
以下是只读自动提交事务的示例：
public void executeAutoCommitTransaction()
{
// end point
final String END_POINT = "(End Point URL)";
// read query
final String READ_QUERY = "MATCH (n) RETURN n limit 10";
// Create the session config.
final SessionConfig sessionConfig = SessionConfig
.builder()
.withFetchSize(1000)
.withDefaultAccessMode(AccessMode.READ)
.build();
// create the driver
final Driver driver = GraphDatabase.driver(END_POINT, AuthTokens.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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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builder()
.withEncryption()
.withTrustStrategy(TrustStrategy.trustSystemCertificates())
.build());
// result collector
final StringBuilder resultCollector = new StringBuilder();
// create a session
final Session session = driver.session(sessionConfig);
// run the query
final Result queryResult = session.run(READ_QUERY);
for (final Record record : queryResult.list())
{
for (String key : record.keys())
{
resultCollector.append(key)
.append(":")
.append(record.get(key).asNode().toString());
}
}
// close the session
session.close();

}

// close the driver
driver.close();

如果访问模式设置为READ在会话配置中，Neptune 将自动提交事务查询评估为readon (p. 104)下SNAPSHOT隔离语义。请注意，只读副本仅接受只读查询。
如果不传入会话配置，则默认情况下会使用突变查询隔离来处理自动提交查询，因此传入会话配置将访问模
式显式设置为READ.
如果失败，则不会重试只读自动提交查询。

显式只读事务查询
以下是显式只读事务的示例：
public void executeReadExplicitTransaction()
{
// end point
final String END_POINT = "(End Point URL)";
// read query
final String READ_QUERY = "MATCH (n) RETURN n limit 10";
// Create the session config.
final SessionConfig sessionConfig = SessionConfig
.builder()
.withFetchSize(1000)
.withDefaultAccessMode(AccessMode.READ)
.build();
// create the driver
final Driver driver = GraphDatabase.driver(END_POINT, AuthTokens.none(),
Config.builder()
.withEncryption()
.withTrustStrategy(TrustStrategy.trustSystemCertificates())
.bu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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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ult collector
final StringBuilder resultCollector = new StringBuilder();
// create a session
final Session session = driver.session(sessionConfig);
// begin transaction
final Transaction tx = session.beginTransaction();
// run the query on transaction
final List<Record> list = tx.run(READ_QUERY).list();
// read the result
for (final Record record : list)
{
for (String key : record.keys())
{
resultCollector
.append(key)
.append(":")
.append(record.get(key).asNode().toString());
}
}
// commit the transaction and for rollback we can use beginTransaction.rollback();
tx.commit();

}

// close the driver
driver.close();

如果访问模式设置为READ在会话配置中，Neptune 将显式只读事务评估为read-on (p. 104)下SNAPSHOT隔离
语义。请注意，只读副本仅接受只读查询。
如果不传入会话配置，则默认情况下会使用突变查询隔离处理显式只读事务，因此传入会话配置将访问模式
显式设置为READ.
如果失败，则默认重试只读显式查询。

变异博尔特交易查询
与只读查询一样，可以使用不同的事务模型和隔离级别来处理突变查询，如下所示：

隐式变更事务查询
下面是一个隐式突变事务的示例：
public void executeWriteImplicitTransaction()
{
// end point
final String END_POINT = "(End Point URL)";
// create node with label as label and properties.
final String WRITE_QUERY = "CREATE (n:label {name : 'foo'})";
// Read the vertex created with label as label.
final String READ_QUERY = "MATCH (n:label) RETURN n";
// create the driver
final Driver driver = GraphDatabase.driver(END_POINT, AuthTokens.none(),
Config.builder()
.withEncryption()
.withTrustStrategy(TrustStrategy.trustSystemCertificates())
.bu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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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 the session config
SessionConfig sessionConfig = SessionConfig
.builder()
.withFetchSize(1000)
.withDefaultAccessMode(AccessMode.WRITE)
.build();
final StringBuilder resultCollector = new StringBuilder();
// run the query as access mode write
driver.session(sessionConfig).writeTransaction(new TransactionWork<String>()
{
@Override
public String execute(final Transaction tx)
{
// execute the write query and consume the result.
tx.run(WRITE_QUERY).consume();
// read the vertex written in the same transaction
final List<Record> list = tx.run(READ_QUERY).list();
// read the result
for (final Record record : list)
{
for (String key : record.keys())
{
resultCollector
.append(key)
.append(":")
.append(record.get(key).asNode().toString());
}
}
return resultCollector.toString();

}
}); // at the end, the transaction is automatically committed.

}

// close the driver.
driver.close();

在更改查询中进行的读取按照以下命令执行READ COMMITTED隔离与通常的保证Neptune 突变交易 (p. 104).
无论您是否专门传入会话配置，该事务始终被视为写入事务。
有关冲突，请参阅使用锁定等待超时解决冲突 (p. 105).

自动提交变更事务查询
突变自动提交查询继承了与突变隐式事务相同的行为。
如果不传入会话配置，则默认情况下将该事务视为写入事务。
如果失败，突变自动提交查询不会自动重试。

显式变更事务查询
下面是一个显式突变事务的示例：
public void executeWriteExplicitTransaction()
{
// end point
final String END_POINT = "(End Point URL)";
// create node with label as label and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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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 String WRITE_QUERY = "CREATE (n:label {name : 'foo'})";
// Read the vertex created with label as label.
final String READ_QUERY = "MATCH (n:label) RETURN n";
// create the driver
final Driver driver = GraphDatabase.driver(END_POINT, AuthTokens.none(),
Config.builder()
.withEncryption()
.withTrustStrategy(TrustStrategy.trustSystemCertificates())
.build());
// create the session config
SessionConfig sessionConfig = SessionConfig
.builder()
.withFetchSize(1000)
.withDefaultAccessMode(AccessMode.WRITE)
.build();
final StringBuilder resultCollector = new StringBuilder();
final Session session = driver.session(sessionConfig);
// run the query as access mode write
final Transaction tx = driver.session(sessionConfig).beginTransaction();
// execute the write query and consume the result.
tx.run(WRITE_QUERY).consume();
// read the result from the previous write query in a same transaction.
final List<Record> list = tx.run(READ_QUERY).list();
// read the result
for (final Record record : list)
{
for (String key : record.keys())
{
resultCollector
.append(key)
.append(":")
.append(record.get(key).asNode().toString());
}
}
// commit the transaction and for rollback we can use tx.rollback();
tx.commit();
// close the session
session.close();

}

// close the driver.
driver.close();

显式变更查询继承与隐式变更事务相同的行为。
如果不传入会话配置，则默认情况下将该事务视为写入事务。
有关冲突，请参阅使用锁定等待超时解决冲突 (p. 105).

Neptune OpenCyPher 限制
Amazon Neptune 发布的 OpencyPher 仍然不支持Cypher 查询语言参考，版本 9，详见OpenCyPher 标准合
规性 (p. 91). 预计将来的版本将解决其中的许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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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 OpencyPher 例外
在亚马逊 Neptune 上使用 OpencyPher 时，可能会出现各种异常。以下是您可能会从 HTTPS 端点或 Bolt 驱
动程序收到的常见异常（来自 Bolt 驱动程序的所有异常都报告为服务器状态异常）：
HTM代码

错误消息

可检索？

补救措施

400

（语法错误，直接
从 OpencyPher 解
析器传播）

否

请更正查询语法，
然后重试。

500

Operation
terminated
(out of
memory)

是

重做查询以添加其
他筛选条件以减少
所需的内存

500

操作已终止（已超
过最后期限）

是

增加数据库集群
参数组中的查询超
时，或重试该请求.

500

操作已终止（被用
户取消）

是

重试该请求。

500

数据库重置正在
进行中。集群可用
后，请重试查询。

是

重置完成后重试。

500

由于并发操作冲
突，操作失败（请
重试）。交易目前
正在回滚。

是

使用重试指数
退避和重试策
略 (p. 721).

400

######操作/功能
不受支持异常

否

不支持指定的操
作。

400

在只读副本上尝试
更新 OpencyPher

否

将目标端点更改为
写入器端点。

400

MalformedQueryException
否
（Neptune 不显示
内部解析器状态）

请更正查询语法并
重试。

400

无法删除节点，因
为它仍然存在关
系。要删除该节
点，您必须先删除
其关系。

否

而不是使用MATCH
(n) DELETE
n使用MATCH(n)
DETACH
DELETE(n)

400

操作无效：正在尝
试删除节点的最后
一个标签。节点必
须具有至少一个标
签。

否

更改查询和/或应用
程序逻辑，以免删
除最后一个节点。

500

已违反的最
是
大请求数，
ConfiguredQueueCapacity=
{} 代表 connI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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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代码

错误消息

可检索？

补救措施

500

违反了最大连接限
制。

是

每个实例只允许
1000 个并发 Bolt
连接（对于 HTTP
没有限制）。

400

预计 [其中一个：节 否
点、关系或路径] 并
获得文字

请检查是否传递了
正确的参数、正确
的查询语法，然后
重试。

400

属性值必须是简单
文字。或者：需要
Map for Set 属性，
但未找到。

否

SET 子句只接受简
单字面量，不接受
复合类型。

400

找不到已通过删除
的实体未找到

否

检查数据库中是否
存在要删除的实
体。

400

用户无权访问数据
库。

否

检查正在使用的
IAM 角色的策略。

400

没有作为请求的一
部分传入的令牌

否

在启用 IAM 的集群
上，必须将正确签
名的令牌作为查询
请求的一部分进行
传递。

400

错误消息已传播。

否

联系人Amazon
请求编号为的
Support。

500

操作已终止（内部
错误）

是

联系人Amazon
请求编号为的
Support。

使用 SPARQL 访问Neptune 图
SPARQL 是一种用于资源描述框架 (RDF) 的查询语言，这是一种专为 Web 设计的图形数据格式。Amazon
Neptune 与 SPARQL 1.1 兼容。这意味着，您可以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并使用中所述的查询语言查
询图形。SPARQL 1.1 查询语言规范。
SPARQL 中的查询包含一个用于指定要返回的变量的 SELECT 子句和一个用于指定要在图形中匹配的数据的
WHERE 子句。如果您不熟悉 SPARQL 查询，请参阅 SPARQL 1.1 查询语言中的编写简单查询。

Important
要加载数据，对于较小的数据集 SPARQL UPDATE INSERT 可能效果很好，但如果您需要从文件加
载大量数据，请参阅使用 Amazon Neptune 批量加载器收集数据 (p. 214)。
有关海王星的 SPARQL 实施细节的更多信息，请参阅SPARQL 细节 (p. 88).
在开始之前，您必须具有以下内容：
• 一个 Neptune 数据库实例。有关创建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信息，请参阅创建新的 Neptune 数据库集
群 (p.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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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您的 Neptune 数据库实例处于相同的 Virtual Cloud (VPC) 中的 Amazon EC2 实例。
主题
• 使用 RDF4J 控制台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p. 366)
• 使用 RDF4J Workbench 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p. 367)
• 使用 Java 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p. 369)
• SPARQL HTTP API (p. 371)
• SPARQL 查询提示 (p. 379)
• SPARQL 查询状态 API (p. 387)
• SPARQL 查询取消 (p. 388)
• 在Amazon Neptune e 中使用 SPARQL 1.1 图形存储 HTTP 协议 (GSP) (p. 390)
• 使用 SPARQL 分析Neptune 查询执行情况explain (p. 391)
• 在 Neptune 中使用 SPARQL 联合查询SERVICE延期 (p. 411)

使用 RDF4J 控制台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RDF4J 控制台允许您在 REPL (read-eval-print 循环）环境。
您可以将远程图形数据库添加为存储库并从 RDF4J 控制台查询它。此部分将指导您完成 RDF4J 控制台的配
置以远程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使用 RDF4J 控制台连接到 Neptune
1.

从 RDF4J 网站上的下载页面下载 RDF4J SDK。

2.

解压缩 RDF4J SDK zip 文件。

3.

在终端中，导航到 RDF4J SDK 目录，然后输入以下命令来运行 RDF4J 控制台：
bin/console.sh

您应该可以看到类似于如下所示的输出内容：
14:11:51.126 [main] DEBUG o.e.r.c.platform.PlatformFactory - os.name = linux
14:11:51.130 [main] DEBUG o.e.r.c.platform.PlatformFactory - Detected Posix platform
Connected to default data directory
RDF4J Console 3.6.1
3.6.1
Type 'help' for help.
>

您现在位于 > 提示符处。这是面向 RDF4J 控制台的一般提示符。您使用此提示符设置存储库及其他操
作。存储库具有其自己的用于运行查询的提示符。
4.

在>提示符处，输入以下命令以为您的 Neptune 数据库实例创建 SPARQL 存储库：

create sparql

5.

RDF4J 控制台提示您提供要连接到 SPARQL 终端节点所需的变量的值。
Please specify values for the following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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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以下值：
变量名称

值

SPARQL query endpoint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
sparql

SPARQL update endpoint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
sparql

Local repository ID [endpoint@localhost]

Neptune

Repository title [SPARQL endpoint repository
@localhost]

Neptune #####

有关查找您的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地址的信息，请参阅连接到Amazon Neptune 终端节点 (p. 115)部
分。
如果此操作成功，您会看到以下消息：

Repository created

6.

在>提示符处，输入以下命令以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open neptune

如果此操作成功，您会看到以下消息：

Opened repository 'neptune'

您现在位于 neptune> 提示符处。在此提示符处，您可以针对 Neptune 图形运行查询。

Note
您现在已添加存储库，在下次运行bin/console.sh，你可以立即运行open neptune命令连
接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7.

在neptune>提示符下，输入以下命令以运行 SPARQL 查询，该查询最多返回 10 个三元组 (subjectpredicate-object) 在图表中使用?s ?p ?o限制为 10 的查询。要查询其他内容，请将 sparql 命令后面
的文本替换为其他 SPARQL 查询。
sparql select ?s ?p ?o where {?s ?p ?o} limit 10

使用 RDF4J Workbench 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此部分将指导您完成使用 RDF4J Workbench 和 RDF4J Server 连接到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的过程。RDF4J Server 是必需的，因为它充当着 Neptune SPARQL HTTP REST 终端节点与 RDF4J
Workbench 之间的代理。
RDF4J Workbench 提供了一个用于试验图形 (包括加载本地文件) 的简单接口。有关信息，请参阅 RDF4J 文
档中的添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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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决条件
开始之前，请执行以下操作：
• 安装 Java 1.8 或更高版本。
• 安装 RDF4J Server 和 RDF4J Workbench。有关信息，请参阅安装 RDF4J Server 和 RDF4J
Workbench。

使用 RDF4J Workbench 连接到 Neptune
1.

在 Web 浏览器中，导航到在其中部署 RDF4J Workbench Web 应用程序的 URL。例如，如果您使用的
是 Apache Tomcat，该 URL 为：https://ec2_hostname:8080/rdf4j-workbench/。

2.

如果系统要求您 Connect to RDF4J Server (连接到 RDF4J 服务器)，请验证RDF4J Server (RDF4J 服
务器) 是否已安装、正在运行并且服务器 URL 是否正确。然后，继续执行下一步。

3.

在左侧窗格中，选择新建存储库。
在 New repository (新建存储库) 中：
• 在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 SPARQL 终端节点代理。
• 对于 ID，键入 neptune。
• 适用于职务，键入Neptune 数据库实例.
选择 Next（下一步）。

4.

在 New repository (新建存储库) 中：
• 对于 SPARQL query endpoint URL (SPARQL 查询终端节点 URL)，键入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sparql。
• 对于 SPARQL update endpoint URL (SPARQL 更新终端节点 URL)，键入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sparql。
有关查找您的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地址的信息，请参阅连接到Amazon Neptune 终端节点 (p. 115)部
分。
选择Create（创建）。

5.

neptune 存储库现在将显示在存储库列表中。可能要在几分钟后您才能使用新存储库。

6.

在表的 ID 列中，选择 neptune 链接。

7.

在左侧窗格中，选择查询。

Note
如果浏览下的菜单项已禁用，您可能需要重新连接到 RDF4J Server 并再次选择 neptune 存储
库。
您可以通过使用右上角中的 [更改] 链接执行此操作。
8.

在查询字段中，键入以下 SPARQL 查询，然后选择执行。

select ?s ?p ?o where {?s ?p ?o} limit 10

前面的示例最多返回 10 个三元组 (subject-predicate-object) 在图表中使用?s ?p ?o限制为 10 的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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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Java 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此部分将指导您完成完整的 JAmazon Neptune 示例的运行。
按照以下说明，从与您的 Neptune 数据库实例位于同一 Virtual Private Cloud (VPC) 中的 Amazon EC2 实例
中的说明操作。

使用 Java 连接到 Neptune
1.

在您的 EC2 实例上安装 Apache Maven。首先，输入以下命令以添加具有 Maven 程序包的存储库：
sudo wget https://repos.fedorapeople.org/repos/dchen/apache-maven/epel-apachemaven.repo -O /etc/yum.repos.d/epel-apache-maven.repo

输入以下命令以设置该程序包的版本号：
sudo sed -i s/\$releasever/6/g /etc/yum.repos.d/epel-apache-maven.repo

然后，可以使用 yum 安装 Maven：
sudo yum install -y apache-maven

2.

此示例仅使用 Java 8 进行测试。输入以下命令以在 EC2 实例上安装 Java 8：
sudo yum install java-1.8.0-devel

3.

输入以下命令以在 EC2 实例上将 Java 8 设置为默认运行时：
sudo /usr/sbin/alternatives --config java

在系统提示时，输入 Java 8 的数量。
4.

输入以下命令以在 EC2 实例上将 Java 8 设置为默认编译器：
sudo /usr/sbin/alternatives --config javac

在系统提示时，输入 Java 8 的数量。
5.

在新目录中，创建 pom.xml 文件，然后在文本编辑器中打开它。

6.

将以下内容复制到pom.xml文件并保存（您通常可以将版本号调整为最新的稳定版本）：
<project xmlns="https://maven.apache.org/POM/4.0.0" xmlns:xsi="https://www.w3.org/2001/
XMLSchema-instance"
xsi:schemaLocation="https://maven.apache.org/POM/4.0.0 https://maven.apache.org/
maven-v4_0_0.xsd">
<modelVersion>4.0.0</modelVersion>
<groupId>com.amazonaws</groupId>
<artifactId>RDFExample</artifactId>
<packaging>jar</packaging>
<version>1.0-SNAPSHOT</version>
<name>RDFExample</name>
<url>https://maven.apache.org</url>
<dependencies>
<dependency>
<groupId>org.eclipse.rdf4j</groupId>
<artifactId>rdf4j-runtime</artifactId>
<version>3.6</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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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endency>
</dependencies>
<build>
<plugins>
<plugin>
<groupId>org.codehaus.mojo</groupId>
<artifactId>exec-maven-plugin</artifactId>
<version>1.2.1</version>
<configuration>
<mainClass>com.amazonaws.App</mainClass>
</configuration>
</plugin>
<plugin>
<groupId>org.apache.maven.plugins</groupId>
<artifactId>maven-compiler-plugin</artifactId>
<configuration>
<source>1.8</source>
<target>1.8</target>
</configuration>
</plugin>
</plugins>
</build>
</project>

Note
如果您要修改现有的 Maven 项目，则所需依赖项将在上述代码中突出显示。
7.

要为示例源代码创建子目录 (src/main/java/com/amazonaws/)，请在命令行处输入以下命令：
mkdir -p src/main/java/com/amazonaws/

8.

在 src/main/java/com/amazonaws/ 目录中，创建名为 App.java 的文件，然后在文本编辑器中
打开它。

9.

将以下内容复制到 App.java 文件中。Replaceyour-neptune-endpoint使用您的 Neptune 数据库
实例的地址。

Note
有关查找您的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主机名的信息，请参阅连接到Amazon Neptune 终端节
点 (p. 115)部分。
package com.amazonaws;
import org.eclipse.rdf4j.repository.Repository;
import org.eclipse.rdf4j.repository.http.HTTPRepository;
import org.eclipse.rdf4j.repository.sparql.SPARQLRepository;
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java.util.List;
org.eclipse.rdf4j.RDF4JException;
org.eclipse.rdf4j.repository.RepositoryConnection;
org.eclipse.rdf4j.query.TupleQuery;
org.eclipse.rdf4j.query.TupleQueryResult;
org.eclipse.rdf4j.query.BindingSet;
org.eclipse.rdf4j.query.QueryLanguage;
org.eclipse.rdf4j.model.Value;

public class App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 String[] args )
{
String sparqlEndpoint =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sparql";
Repository repo = new SPARQLRepository(sparqlEnd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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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initialize();
try (RepositoryConnection conn = repo.getConnection()) {
String queryString = "SELECT ?s ?p ?o WHERE { ?s ?p ?o } limit 10";
TupleQuery tupleQuery = conn.prepareTupleQuery(QueryLanguage.SPARQL,
queryString);
try (TupleQueryResult result = tupleQuery.evaluate()) {
while (result.hasNext()) { // iterate over the result
BindingSet bindingSet = result.next();
Value s = bindingSet.getValue("s");
Value p = bindingSet.getValue("p");
Value o = bindingSet.getValue("o");

}

}

}

}

}

System.out.print(s);
System.out.print("\t");
System.out.print(p);
System.out.print("\t");
System.out.println(o);

10. 使用以下 Maven 命令编译并运行示例：
mvn compile exec:java

前面的示例最多返回 10 个三元组 (subject-predicate-object) 在图表中使用?s ?p ?o限制为 10 的查询。要
查询其他内容，请将此查询替换为其他 SPARQL 查询。
示例中结果的迭代输出返回的每个变量的值。Value 对象将转换为 String，然后进行输出。如果更改查询
的 SELECT 部分，您必须修改代码。

SPARQL HTTP API
在以下终端节点处接受 SPARQL HTTP 请求：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sparql
有关使用 SPARQL 连接到 Amazon Neptune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SPARQL 访问Neptune 图 (p. 365).
有关 SPARQL 协议和查询语言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SPARQL 1.1 协议和 SPARQL 1.1 查询语言规范。
以下主题提供有关 SPARQL RDF 序列化格式的信息，以及如何将 SPARQL HTTP API 用于 Neptune。
目录
• 使用 HTTP REST 终端节点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p. 372)
• 用于多部分 SPARQL 响应的可选 HTTP 尾随标头 (p. 372)
• SPARQL 在 Neptune 中使用的 RDF 媒体类型 (p. 373)
• Neptune SPARQL 使用的 RDF 序列化格式 (p. 373)
• Neptune SPARQL 使用的 SPARQL 结果序列化格式 (p. 373)
• Neptune 可用于导入 RDF 数据的媒体类型 (p. 374)
• Neptune 可用于导出查询结果的媒体类型 (p. 374)
• 使用 SPARQL UPDATE LOAD 将数据导入到 Neptune (p. 375)
• 使用 SPARQL 更新卸载从 Neptune 中删除数据 (p.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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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HTTP REST 终端节点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Amazon Neptune 为 SPARQL 查询提供 HTTP 终端节点。REST 接口与 SPARQL 版本 1.1 兼容。

Important
发布: 1.0.4.0 (2020-10-12) (p. 776)所有与Amazon Neptune 的连接都必须使用 TLS 1.2 和
HTTPS。无法再使用不安全的 HTTP 连接到 Neptune，或者使用 TLS 版本低于 1.2 的 HTTPS 连接
到 Neptune。
以下说明将带您演练使用 curl 命令、通过 HTTPS 的连接以及使用 HTTP 语法来连接到 SPARQL 终端节
点。按照以下说明，从与您的 Neptune 数据库实例位于同一 Virtual Private Cloud (VPC) 中的 Amazon EC2
实例中的说明操作。
SPARQL 查询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 HTTP 终端节点为：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sparql.

Note
有关查找您的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主机名的信息，请参阅连接到Amazon Neptune 终端节
点 (p. 115)部分。
使用 HTTP POST 的查询
下面的示例使用了curl提交 SPARQLQUERY通过 HTTPPOST.
curl -X POST --data-binary 'query=select ?s ?p ?o where {?s ?p ?o} limit 10'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sparql

前面的示例最多返回 10 个三元组 (subject-predicate-object) 在图表中使用?s ?p ?o限制为 10 的查询。要
查询其他内容，请将其替换为其他 SPARQL 查询。

Note
对于 SELECT 和 ASK 查询，响应的默认 MIME 媒体类型为 application/sparql-results
+json。
对于 CONSTRUCT 和 DESCRIBE 查询，响应的默认 MIME 类型为 application/n-quads。
有关 Neptune 用于序列化的媒体类型列表，请参阅Neptune SPARQL 使用的 RDF 序列化格
式 (p. 373).
使用 HTTP POST 的更新
下面的示例使用了curl提交 SPARQLUPDATE通过 HTTPPOST.
curl -X POST --data-binary 'update=INSERT DATA { <https://test.com/s> <https://test.com/p>
<https://test.com/o> . }'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sparql

上述示例将以下三元组插入 SPARQL 默认图形中：<https://test.com/s> <https://test.com/p>
<https://test.com/o>

用于多部分 SPARQL 响应的可选 HTTP 尾随标头
Note
功能，从开始于Neptune 引擎版本 1.0.3.0 (p. 779).
对 SPARQL 查询和更新的 HTTP 响应通常以多个部分或块的形式返回。很难诊断在查询或更新开始发送这
些区块之后发生的故障，尤其是因为第一个到达时带有 HTTP 状态代码为200.
除非您明确请求尾随标头，否则 Neptune 仅通过在消息正文中附加错误消息来报告此类故障，该消息通常已
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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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轻松地检测和诊断此类问题，您可以添加一个传输编码 (TE) 拖车标头 (te: trailers) 在您的请求
中（例如，参见有关 TE 请求标头的 MDN 页面)。这样做会导致 Neptune 在响应块的尾随标头中包含两个新
的标头字段：
• X-Neptune-Status— 包含响应代码后跟一个短名称。例如，如果成功，尾部标头将是：X-NeptuneStatus: 200 OK. 在失败的情况下，响应代码将是Neptune 引擎错误代码 (p. 729)比如X-NeptuneStatus: 500 TimeLimitExceededException.
• X-Neptune-Detail— 成功请求时为空。在出现错误的情况下，它包含 JSON 错误消息。由于 HTTP
标头值中只允许使用 ASCII 字符，因此 JSON 字符串采用 URL 编码。错误消息仍会附加到响应消息正文
中。

SPARQL 在 Neptune 中使用的 RDF 媒体类型
资源描述框架 (RDF) 数据可以通过多种不同方式序列化，SPARQL 可以使用或输出其中的大部分方式：

Neptune SPARQL 使用的 RDF 序列化格式
• RDF/XML— RDF 的 XML 的 XML 的 XML 序列化，在RDF 1.1 XML 语法. 媒体类型：application/
rdf+xml. 典型文件扩展名：.rdf.
• N-Triples— 基于行的纯文本格式，以编码 RDF 图形，RDF 1.1 N-Triples. 媒体类型：application/ntriples、text/turtle 或 text/plain。典型文件扩展名：.nt。
• N-Quads— 基于行的纯文本格式，以编码 RDF 图形，RDF 1.1 N-Quads. 它是 N-Triples 的扩展。媒体
类型：application/n-quads 或 text/x-nquads（使用 7 位 US-ASCII 编码时）。典型文件扩展
名：.nq。
• 龟— 在中定义的 RDF 的文本语法RDF 1.1 Turty允许 RDF 图形完全使用紧凑自然的使用模式和数据类型
使用缩写。Turtle 提供了与 N-Triples 格式以及 SPARQL 的三元组模式语法一定水平的兼容性。媒体类
型：text/turtle典型文件扩展名：.ttl.
• TriG— 在中定义的 RDF 的文本语法RDF 1.1 Trig允许 RDF 图形完全使用紧凑自然的使用模式和数据类型
使用缩写。TriG 是 Turtle 格式的扩展。媒体类型：application/trig. 典型文件扩展名：.trig.
• N3 (Notation3)— 在中定义的断言和逻辑语言Notation3 (N3)：一种可读的 RDF 语法. N3 通过添加公式
（作为图形本身的文字）、变量、逻辑含义和功能谓词，扩展了 RDF 数据模型，并且提供了对 RDF/XML
的文本语法替代。媒体类型：text/n3. 典型文件扩展名：.n3.
• JSON-LD— 中定义的数据序列化和消息传送格式JSONONN LD 1.0.媒体类型：application/ld
+json. 典型文件扩展名：.jsonld.
• TriX— XML 格式的 RDF 序列化，在TriX: XML 中的 RDF 三元组. 媒体类型：application/trix. 典型
文件扩展名：.trix.
• SPARQL JSON 结果— 使用SPARQL 查询结果. 媒体类型：application/sparql-results+json. 典
型文件扩展名：.srj.
• RDF4J 二进制格式— 用于编码 RDF 数据的二进制格式，在RDF4J 二进制 RDF 格式. 媒体类
型：application/x-binary-rdf。

Neptune SPARQL 使用的 SPARQL 结果序列化格式
• SPARQL XML 结果— SPARQL 查询语言提供的变量绑定和布尔值结果格式的 XML 格式，在SPARQL
查询结果 XML 格式（第二版）. 媒体类型：application/sparql-results+xml. 典型文件扩展
名：.srx.
• SPARQL CSV 和 TSV 结果— 使用逗号分隔值和制表符分隔值来表示来自SELECT查询，定义于SPARQL
1.1 查询结果 CSV 和 TSV 格式. 媒体类型：对于逗号分隔值为 text/csv，对于制表符分隔值为 text/
tab-separated-values。典型文件扩展名：对于逗号分隔值为 .csv，对于制表符分隔值为 .tsv。
• 二进制结果表— 对 SPARQL 查询输出进行编码的二进制格式。媒体类型：application/x-binaryrdf-results-table。
• SPARQL JSON 结果— 使用SPARQL 查询结果. 媒体类型：application/sparql-results+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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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 可用于导入 RDF 数据的媒体类型
支持的媒体类型Neptune 批量装载机 (p. 214)
• N-Triples
• N-Quads
• RDF/XML
• Turtle

SPARQL UPDATE LOAD 可以导入的媒体类型
• N-Triples
• N-Quads
• RDF/XML
• Turtle
• TriG
• N3
• JSON-LD

Neptune 可用于导出查询结果的媒体类型
要指定 SPARQL 查询响应的输出格式，请随查询请求发送 "Accept: media-type" 标头。例如：
curl -H "Accept: application/nquads" ...

SPARQL SELECT 可从Neptune 输出的 RDF 媒体类型
• SPARQL JSON 结果（这是默认值）
• SPARQL XML 结果
• 二进制结果表（媒体类型 application/x-binary-rdf-results-table）
• 逗号分隔值 (CSV)
• 制表符分隔值 (TSV)

SPARQL ASK 可从Neptune 输出的 RDF 媒体类型
• SPARQL JSON 结果（这是默认值）
• SPARQL XML 结果
• 布尔值（媒体类型：text/boolean，表示“true”或“false”）

SPARQL CONSTRUCT 可从Neptune 输出的 RDF 媒体类型
• N-Quads（这是默认值）
• RDF/XML
• JSON-LD
• N-Triples
• Turtle
• N3
• 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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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G
• SPARQL JSON 结果
• RDF4J 二进制 RDF 格式

SPARQL DESCRIBE 可从Neptune 输出的 RDF 媒体类型
• N-Quads（这是默认值）
• RDF/XML
• JSON-LD
• N-Triples
• Turtle
• N3
• TriX
• TriG
• SPARQL JSON 结果
• RDF4J 二进制 RDF 格式

使用 SPARQL UPDATE LOAD 将数据导入到 Neptune
SPARQL UPDATE LOAD 命令的语法在SPARQL 1.1 更新建议：
LOAD SILENT (URL of data to be loaded) INTO GRAPH (named graph into which to load the data)

• SILENT— (可选) 使操作返回成功，即使在处理过程中出现错误。
当单个事务包含多个语句时，这可能很有用"LOAD ...; LOAD ...; UNLOAD ...; LOAD ...;"并
且即使某些远程数据无法处理，您也希望事务完成。
• ####### URL— (必需) 指定包含要加载到图表中的数据的远程数据文件。
远程文件必须具有以下扩展名之一：
• .nt 表示 NTriples。
• .nq 表示 NQuads。
• .trig 表示 Trig。
• .rdf 表示 RDF/XML。
• .ttl 表示 Turtle。
• .n3 表示 N3。
• .jsonld 表示 JSON-LD。
• INTO GRAPH############— (可选) 指定应将数据加载到的图形。
Neptune 将每个三元组与一个命名图形相关联。您可以使用后备命名图 URI 指定默认命名图，http://
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DefaultNamedGraph，如下所示：
INTO GRAPH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DefaultNamedGraph>

Note
当您需要加载大量数据时，我们建议您使用 Neptune 批量加载程序，而不是 UPDATE LOAD。有关
批量加载程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Amazon Neptune 批量加载器收集数据 (p.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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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SPARQL UPDATE LOAD直接从 Amazon S3 加载数据，或者从获取自自行托管 Web 服务器的文
件加载数据。要加载的资源必须与 Neptune 服务器位于同一区域，并且必须在 VPC 中允许这些资源的终端
节点。有关创建 Amazon S3 终端节点的信息，请参阅创建Amazon S3 VPC 终端节点 (p. 227).
全部SPARQL UPDATE LOADURI 必须以开头https://. 这包括Amazon S3 URL。
与Neptune 批量装载机相反，呼叫SPARQL UPDATE LOAD完全是事务性的。

使用 SPARQL UPDATE LOAD 直接将文件从 Amazon S3 加载到 Neptune
由于 Neptune 不允许您在使用 SPARQL UPDATE LOAD 时将 IAM 角色传递给，因此所讨论的 Amazon S3
存储桶必须是公有存储桶或您必须使用预签名 Amazon S3 URL在 LOAD 查询中。
要为 Amazon S3 文件生成预签名 URL，您可以使用Amazon CLI命令是这样的：
aws s3 presign --expires-in (number of seconds) s3://(bucket name)/(path to file of data to
load)

然后，你可以使用生成的预签名 URLLOAD命令：
curl https://(a Neptune endpoint URL):8182/sparql \
--data-urlencode 'update=load (pre-signed URL of the remote Amazon S3 file of data to be
loaded) \
into graph (named graph)'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对请求进行身份验证：使用查询参数. Boto3 文档中介绍了如何使用 Python 脚本生
成预签名 URL。
此外，要加载的文件的内容类型必须正确设置。
1.

将文件上传到 Amazon S3 时，使用-metadata参数，如下所示：
aws s3 cp test.nt s3://bucket-name/my-plain-text-input/test.nt --metadata ContentType=text/plain
aws s3 cp test.rdf s3://bucket-name/my-rdf-input/test.rdf --metadata ContentType=application/rdf+xml

2.

确认媒体类型信息实际存在。运行：
curl -v bucket-name/folder-name

此命令的输出应显示您在上传文件时设置的媒体类型信息。
3.

然后您就可以使用SPARQL UPDATE LOAD命令将这些文件导入到 Neptune 中
curl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sparql \
-d "update=LOAD <https://s3.amazonaws.com/bucket-name/my-rdf-input/test.rdf>"

以上步骤仅适用于公有 Amazon S3 存储桶或您使用预签名 Amazon S3 URL在 LOAD 查询中。
您还可以设置 Web 代理服务器，以便从私有 Amazon S3 存储桶中加载，如下所示：

使用 Web 服务器，通过 SPARQL UPDATE LOAD 将文件加载到 Neptune
1.

在运行在 VPC 中且托管了要加载文件的的计算机上安装 Web 服务器。例如，使用 Amazon Linux，您
可以如下所示安装 Ap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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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do yum install httpd mod_ssl
sudo /usr/sbin/apachectl start

2.

定义您将要加载的 RDF 文件内容的 MIME 类型。SPARQL 使用 Web 服务器发送的 Content-type 标
头确定内容的输入格式，因此您必须为 Web 服务器定义相关的 MIME 类型。
例如，假设您使用以下文件扩展名来标识文件格式：
• .nt 表示 NTriples。
• .nq 表示 NQuads。
• .trig 表示 Trig。
• .rdf 表示 RDF/XML。
• .ttl 表示 Turtle。
• .n3 表示 N3。
• .jsonld 表示 JSON-LD。
如果您使用 Apache 2 作为 Web 服务器，您将编辑文件 /etc/mime.types 并添加以下类型：
text/plain nt
application/n-quads nq
application/trig trig
application/rdf+xml rdf
application/x-turtle ttl
text/rdf+n3 n3
application/ld+json jsonld

3.

确认 MIME 类型映射可以正常使用。在您启动并运行 Web 服务器并托管了所选格式的 RDF 文件之后，
您可以通过从本地主机向 Web 服务器发送请求来测试配置。
例如，您可以如下所示发送请求：
curl -v http://localhost:80/test.rdf

然后，在 curl 的详细输出中您应看到如下所示的行：
Content-Type: application/rdf+xml

这指示已成功定义内容类型映射。
4.

现在，您已准备好使用 SPARQL UDPATE 命令加载数据：
curl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sparql \
-d "update=LOAD <http://web_server_private_ip:80/test.rdf>"

Note
当加载的源文件很大时，在 Web 服务器上使用 SPARQL UPDATE LOAD 可能会触发超
时。Neptune 在文件数据流式传入时进行处理，对于大文件，其用时可能会超过在服务器上配置的
超时。这反过来可能会导致服务器关闭连接，使得Neptune在流中遇到意外的 EOF 时出现以下错误
消息：
{

"detailedMessage":"Invalid syntax in the specified file",
"code":"InvalidParameterEx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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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收到此消息，但不认为自己的源文件包含无效语法，请尝试增加 Web 服务器上的超时设置。
您还可以通过在服务器上启用调试日志并查看超时来诊断问题。

使用 SPARQL 更新卸载从 Neptune 中删除数据
Neptune 还提供了一个自定义 SPARQL 操作，UNLOAD，用于删除远程源中指定的数据。UNLOAD可以被视
为对应的LOADoperation. 其语法为：

Note
功能，从开始于Neptune 引擎版本 1.0.4.1 (p. 772).
UNLOAD SILENT (URL of the remote data to be unloaded) FROM GRAPH (named graph from which to
remove the data)

• SILENT— (可选) 使操作返回成功，即使在处理数据时出错。
当单个事务包含多个语句时，这可能很有用"LOAD ...; LOAD ...; UNLOAD ...; LOAD ...;"并
且即使某些远程数据无法处理，您也希望事务完成。
• ######### URL— (必需) 指定一个远程数据文件，其中包含要从图表中卸载的数据。
远程文件必须具有以下扩展名之一（这些格式与 UPDATE-LOAD 支持的格式相同）：
• .nt 表示 NTriples。
• .nq 表示 NQuads。
• .trig 表示 Trig。
• .rdf 表示 RDF/XML。
• .ttl 表示 Turtle。
• .n3 表示 N3。
• .jsonld 表示 JSON-LD。
此文件包含的所有数据将由数据库集群中删除UNLOADoperation.
任何 Amazon S3 身份验证都必须包含在 URL 中，以进行数据卸载。您可以预先签名 Amazon S3 文件，
然后使用生成的 URL 安全地访问该文件。例如：
aws s3 presign --expires-in (number of seconds) s3://(bucket name)/(path to file of data
to unload)

然后：
curl https://(a Neptune endpoint URL):8182/sparql \
--data-urlencode 'update=unload (pre-signed URL of the remote Amazon S3 data to be
unloaded) \
from graph (named graph)'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对请求进行身份验证：使用查询参数.
• FROM GRAPH ##############— (可选) 指定应从中卸载远程数据的命名图形。
Neptune 将每个三元组与一个命名图形相关联。您可以使用后备命名图 URI 指定默认命名图，http://
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DefaultNamedGraph，如下所示：
FROM GRAPH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DefaultNamed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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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样的方式LOAD对应于INSERT DATA { (inline data) }、UNLOAD对应于DELETE DATA {
(inline data) }. LIEDELETE DATA、UNLOAD对于包含空白节点的数据，将无法使用。
例如，如果本地 Web 服务器提供名为data.nt包含以下 2 个三元组：
<http://example.org/resource#a> <http://example.org/resource#p> <http://example.org/
resource#b> .
<http://example.org/resource#a> <http://example.org/resource#p> <http://example.org/
resource#c> .

以下UNLOAD命令会从命名图中删除这两个三元组，<http://example.org/graph1>：
UNLOAD <http://localhost:80/data.nt> FROM GRAPH <http://example.org/graph1>

这与使用以下命令效果相同DELETE DATA命令：
DELETE DATA {
GRAPH <http://example.org/graph1> {
<http://example.org/resource#a> <http://example.org/resource#p> <http://example.org/
resource#b> .
<http://example.org/resource#a> <http://example.org/resource#p> <http://example.org/
resource#c> .
}
}

抛出的异常UNLOAD命令
• InvalidParameterException— 数据中有空白节点。HTTP 状态：400 错误请求。
消息： Blank nodes are not allowed for UNLOAD
• InvalidParameterException— 数据中的语法已损坏。HTTP 状态：400 错误请求。
消息：Invalid syntax in the specified file.
• UnloadUrlAccessDeniedException — Acccess. HTTP 状态：400 错误请求。
消息：Update failure: Endpoint (Neptune endpoint) reported access denied
error. Please verify access.
• BadRequestException — 无法检索远程数据。HTTP 状态：400 错误请求。
消息：（取决于 HTTP 响应）。

SPARQL 查询提示
您可使用查询提示为 Amazon Neptune 中的特定 SPARQL 查询指定优化和计算策略。
查询提示是使用 SPARQL 查询中嵌入的附加三元组模式表示的，包含以下部分：
scope hint value

• 范围— 确定查询提示应用于的查询部分，例如，查询中的特定组或完整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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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示— 确定要应用的提示的类型。
• 值— 确定要考虑的系统方面的行为。
查询提示和范围在 Amazon Neptune 命名空间中显示为预定义的术语http://aws.amazon.com/
neptune/vocab/v01/QueryHints#. 本部分中的示例通过在查询中定义和包含 hint 前缀来包括该命名
空间：
PREFIX hint: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QueryHints#>

例如，以下示例说明了如何在 SELECT 查询中包含 joinOrder 提示：
PREFIX hint: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QueryHints#>
SELECT ... {
hint:Query hint:joinOrder "Ordered" .
...
}

上述查询指示 Neptune 引擎计算中查询中的联接值特定顺序并禁用任何自动重新排序。
使用查询提示时注意以下事项：
• 您可以在单个查询中组合不同的查询提示。例如，您可以使用 bottomUp 查询提示来注释子查询以进行自
下而上的计算，并使用 joinOrder 查询提示来修复子查询中的联接顺序。
• 您可以在不同的非重叠范围内多次使用相同的查询提示。
• 查询提示仅仅作为提示。尽管查询引擎通常会考虑给定的查询提示，但它仍然可能会忽略它们。
• 查询提示将保留语义。添加查询提示不会更改查询的输出（如果没有给出顺序保证，即未使用 ORDER BY
显式强制执行结果顺序时可能出现的结果顺序除外）。
以下各节提供了有关可用查询提示及其在 Neptune 中的用法的更多信息。
主题
• Neptune 中 SPARQL 查询提示的范围 (p. 380)
• 这些区域有：joinOrderSPARQL 查询提示 (p. 381)
• 这些区域有：evaluationStrategySPARQL 查询提示 (p. 383)
• 这些区域有：queryTimeoutSPARQL 查询提示 (p. 385)
• 这些区域有：rangeSafeSPARQL 查询提示 (p. 386)
• 这些区域有：queryIdSPARQL 查询提示 (p. 386)
• 这些区域有：useDFESPARQL 查询提示 (p. 386)

Neptune 中 SPARQL 查询提示的范围
下表显示了 Amazon Neptune 中 SPARQL 查询提示的可用范围、关联提示和描述。这些区域有：hint这些
条目中的前缀表示提示的 Neptune 命名空间：
PREFIX hint: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QueryHints#>

范围

支持的提示

描述

hint:Query

joinOrder (p. 381)

查询提示应用于整个查询。

API 版本 2020-12-18
380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查询提示

范围

支持的提示

描述

hint:Query

查询超时 (p. 385)

超时值适用于整个查询。

hint:Query

RangeSAFE (p. 386)

对整个查询禁用类型提升。

hint:Query

queryId (p. 386)

查询 ID 值适用于整个查询。

hint:Query

UsedFE (p. 386)

在整个查询中禁用 DFE。

hint:Group

joinOrder (p. 381)

查询提示应用于指定组中的顶级
元素，但不应用于嵌套元素（如
子查询）或父元素。

hint:SubQuery

evaluationStrategy (p. 383)

指定提示并将它应用于嵌套
SELECT 子查询。单独计算子查
询，而不考虑在子查询之前计算
的解。

这些区域有：joinOrderSPARQL 查询提示
在提交 SPARQL 查询时，Amazon Neptune 查询引擎将调查查询的结构。它将对查询的各个部分重新排序，
并尝试最大程度地减少计算所需的工作量和查询响应时间。
例如，通常不会按给定顺序计算一系列连接的三元组模式。使用试探法和统计数据（例如，各个模式的选择
性以及它们通过共享变量连接的方式）来对查询重新排序。此外，如果您的查询包含更复杂的模式（例如，
子查询、FILTER 或复杂的 OPTIONAL 或 MINUS 数据块），则 Neptune 查询引擎将在可能的情况下对查询
重新排序，以获得高效的计算顺序。
对于更复杂的查询，Neptune 选择计算查询的顺序可能并不总是最佳的。例如，Neptune 可能会丢失在计算
查询期间发生的实例数据特定特征（例如命中图形中的能源节点）。
如果您知道确切的数据特征并且想要手动指示查询执行顺序，请使用 NeptunejoinOrderquery hint 可指定
按给定顺序计算查询。

joinOrderSPARQL 提示语法
joinOrder 查询提示被指定为 SPARQL 查询中包含的三元组模式。
为清楚起见，以下语法使用了hint查询中定义和包含的前缀，以指定 Neptune 查询提示命名空间：
PREFIX hint: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QueryHints#>
scope hint:joinOrder "Ordered" .

可用范围
• hint:Query
• hint:Group
有关查询提示范围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Neptune 中 SPARQL 查询提示的范围 (p. 380)。

joinOrderSPARQL 提示示例
本节介绍使用和未使用 joinOrder 查询提示和相关优化编写的查询。
在此示例中，假定数据集包含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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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名为 John 的人（:likes 1000 人，包括 Jane）。
• 一个名为 Jane 的人（:likes 10 人，包括 John）。
无查询提示
以下 SPARQL 查询将从一组社交网络数据中提取所有名为 John 和 Jane 的人员（相互关注）对：
PREFIX : <https://example.com/>
SELECT ?john ?jane {
?person1 :name "Jane" .
?person1 :likes ?person2 .
?person2 :name "John" .
?person2 :likes ?person1 .
}

Neptune 查询引擎可能会以不同于编写的顺序计算语句。例如，它可能选择按以下顺序计算：
1. 查找所有名为 John 的人。
2. 查找通过 :likes 边缘连接到 John 的所有人。
3. 按名为 Jane 的人筛选此集。
4. 按通过 :likes 边缘连接到 John 的人筛选此集。
根据此数据集，按此顺序进行计算会导致在第二步中提取 1000 个实体。第三步将此范围缩小到单个节点
Jane。之后，最后一步确定 Jane 也将 :likes 节点 John。
查询提示
从 Jane 节点开始是有利的，因为她只有 10 个传出 :likes 边缘。这将避免在第二步中提取 1000 个实体，
从而减少了查询计算期间的工作量。
以下示例使用joinOrder查询提示，以确保Jane先通过对查询禁用所有自动联接重新排序来处理节点及其传出
边缘：
PREFIX : <https://example.com/>
PREFIX hint: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QueryHints#>
SELECT ?john ?jane {
hint:Query hint:joinOrder "Ordered" .
?person1 :name "Jane" .
?person1 :likes ?person2 .
?person2 :name "John" .
?person2 :likes ?person1 .
}

一个适用的现实场景可能是社交网络应用程序，其中网络中的人员被分为具有许多连接的影响者和具有很少
连接的普通用户。在此场景中，您可以确保在类似于上一个示例的查询中，先处理普通用户 (Jane)，再处理
影响者 (John)。
查询提示和重新排序
您可以进一步了解此示例。如果您知道 :name 属性对于单一节点是唯一的，则可通过重新排序和使用
joinOrder 查询提示来加快查询速度。此步骤确保首先提取唯一节点。
PREFIX : <https://example.com/>
PREFIX hint: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QueryHints#>
SELECT ?john ?jane {
hint:Query hint:joinOrder "Order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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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son1
?person2
?person1
?person2

:name "Jane" .
:name "John" .
:likes ?person2 .
:likes ?person1 .

在此情况下，您可以在每个步骤中将查询减少到以下单个操作：
1. 查找包含 :name Jane 的单个人节点。
2. 查找包含 :name John 的单个人节点。
3. 检查使用 :likes 边缘连接到第二个节点的第一个节点。
4. 检查使用 :likes 边缘连接到第一个节点的第二个节点。

Important
如果您选择了错误的顺序，则 joinOrder 查询提示可能会导致性能显著下降。例如，如果 :name
属性不是唯一的，则上一个示例的效率低下。如果所有 100 个节点都名为 Jane 并且所有 1000 个
节点都名为 John，则查询将最终检查 :likes 边缘的 1000 * 100 (100000) 个对。

这些区域有：evaluationStrategySPARQL 查询提示
这些区域有：evaluationStrategy查询提示告诉 Amazon Neptune 查询引擎注释的查询片段将作为独立
单元按自下而上的顺序计算。这意味着，不使用之前计算步骤中的任何解来计算此查询片段。此查询片段将
作为独立单元计算，并且其生成的解将在计算后与查询剩余的部分联接。
使用 evaluationStrategy 查询提示是指一个阻止（非管道）查询计划，这意味着使用查询提示注释的片
段的解将在主内存中实现并缓冲。使用此查询提示可能会显著增加计算查询所需的主内存量，尤其是在带注
释的查询片段计算大量结果时。

evaluationStrategySPARQL 提示语法
evaluationStrategy 查询提示被指定为 SPARQL 查询中包含的三元组模式。
为清楚起见，以下语法使用hint查询中定义和包含的前缀，以指定 Neptune 查询提示命名空间：
PREFIX hint: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QueryHints#>
hint:SubQuery hint:evaluationStrategy "BottomUp" .

可用范围
• hint:SubQuery

Note
仅嵌套子查询中支持此查询提示。
有关查询提示范围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Neptune 中 SPARQL 查询提示的范围 (p. 380)。

evaluationStrategySPARQL 提示示例
本节介绍使用和未使用 evaluationStrategy 查询提示和相关优化编写的查询。
在此示例中，假定数据集具有以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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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包含 1000 个标记有 :connectedTo 的边缘。
• 每个 component 节点平均连接到另外 100 个 component 节点。
• 各个节点之间的四跃点周期性连接的典型数量约为 100。
无查询提示
以下 SPARQL 查询提取通过四个跃点来循环互连的所有 component 节点：
PREFIX : <https://example.com/>
PREFIX hint: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QueryHints#>
SELECT * {
?component1 :connectedTo ?component2 .
?component2 :connectedTo ?component3 .
?component3 :connectedTo ?component4 .
?component4 :connectedTo ?component1 .
}

Neptune 查询引擎的方法旨在使用以下步骤计算此查询：
• 提取图形中的所有 1000 个 connectedTo 边缘。
• 扩展 100 倍（component2 中的传出 connectedTo 边缘的数量）。
中间结果：100000 个节点。
• 扩展 100 倍（component3 中传出 connectedTo 边缘的数量）。
中间结果：10000000 个节点。
• 扫描 10000000 个节点以查找循环关闭。
这将产生一个流式处理查询计划，此计划具有固定数量的主内存。
查询提示和子查询
您可能希望权衡主内存空间以加速计算。通过使用 evaluationStrategy 查询提示重新编写查询，您可强
制引擎计算两个更小、更具体的子集之间的联接。
PREFIX : <https://example.com/>
PREFIX hint: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QueryHints#>
SELECT * {
{
SELECT * WHERE {
hint:SubQuery hint:evaluationStrategy "BottomUp" .
?component1 :connectedTo ?component2 .
?component2 :connectedTo ?component3 .
}
}
{
SELECT * WHERE {
hint:SubQuery hint:evaluationStrategy "BottomUp" .
?component3 :connectedTo ?component4 .
?component4 :connectedTo ?component1 .
}
}
}

当迭代使用来自前一个三元组模式的结果作为后续模式的输入时，evaluationStrategy 提示不是按顺序
计算三元组模式，而是使这两个子查询被单独计算。这两个子查询将为中间结果生成 100000 个节点，之后
它们将互联以形成最终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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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当您在较大的实例类型上运行 Neptune 时，将这两个 100,000 子集临时存储在主内存中会增加内
存占用量，从而显著加快计算速度。

这些区域有：queryTimeoutSPARQL 查询提示
queryTimeout 查询提示指定超时，该值短于在数据库参数组中设置的 neptune_query_timeout 值。
如果查询因为此提示而终止，则会引发 TimeLimitExceededException，并显示 Operation
terminated (deadline exceeded) 消息。

queryTimeoutSPARQL 提示语法
PREFIX hint: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QueryHints#>
SELECT ... WHERE {
hint:Query hint:queryTimeout 10 .
# OR
hint:Query hint:queryTimeout "10" .
# OR
hint:Query hint:queryTimeout "10"^^xsd:integer .
...
}

该超时值以毫秒表示。
该超时值必须小于数据库参数组中设置的 neptune_query_timeout 值。否则，将会引发带 Malformed
query: Query hint 'queryTimeout' must be less than neptune_query_timeout DB
Parameter Group 消息的 MalformedQueryException 异常。
queryTimeout 查询提示应在主查询的 WHERE 子句中指定，或者在某个子查询的 WHERE 子句中指定，如下
例所示。
它必须在所有查询/子查询和 SPARQL 更新部分（例如 INSERT 和 DELETE）中只设置一次。否则，将
会引发带 Malformed query: Query hint 'queryTimeout' must be set only once 消息的
MalformedQueryException 异常。

可用范围
queryTimeout 提示可以应用于 SPARQL 查询和更新。
• 在 SPARQL 查询中，它可以出现在主查询或子查询的 WHERE 子句中。
• 在 SPARQL 更新中，可以在 INSERT、DELETE 或 WHERE 子句中对其进行设置。如果有多个 update 子
句，则只能在其中一个中进行设置。
有关查询提示范围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Neptune 中 SPARQL 查询提示的范围 (p. 380)。

queryTimeoutSPARQL 提示示例
此处是在 UPDATE 主查询的 WHERE 子句中使用 hint:queryTimeout 的示例。

PREFIX hint: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QueryHints#>
INSERT {
?s ?p ?o
} WHERE {
hint:Query hint:queryTimeout 100 .
?s ?p ?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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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hint:queryTimeout 位于子查询的 WHERE 子句中：
PREFIX hint: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QueryHints#>
SELECT * {
?s ?p ?o .
{
SELECT ?s WHERE {
hint:Query hint:queryTimeout 100 .
?s ?p1 ?o1 .
}
}
}

这些区域有：rangeSafeSPARQL 查询提示
使用该查询提示关闭 SPARQL 查询的类型提升。
当您提交包含FILTER在数值或范围内，Neptune 查询引擎在执行查询时通常必须使用类型提升。这意味着
它必须检查可能包含您正在筛选的值的每种类型的值。
例如，如果要筛选等于 55 的值，则引擎必须查找等于 55 的整数、等于 55L 的长整数、等于 55.0 的浮点
数，依此类推。每种类型提升都需要在存储上进行额外的查找，这可能会导致一个看似简单的查询花费意想
不到的很长时间才能完成。
通常，类型提升是不必要的，因为您事先知道只需要查找一种特定类型的值。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通过使
用rangeSafe查询提示以关闭类型提升。

rangeSafeSPARQL 提示语法
这些区域有：rangeSafe查询提示的值为true以关闭类型促销。它也接受一个值false（默认）。
示例。以下示例说明在筛选整数值时如何关闭类型提升o大于 1：
PREFIX hint: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QueryHints#>
SELECT * {
?s ?p ?o .
hint:Prior hint:rangeSafe 'true' .
FILTER (?o > '1'^^<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t>)

这些区域有：queryIdSPARQL 查询提示
使用该查询提示将您自己的 queryId 值分配给 SPARQL 查询。
示例：
PREFIX hint: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QueryHints#>
SELECT * WHERE {
hint:Query hint:queryId "4d5c4fae-aa30-41cf-9e1f-91e6b7dd6f47"
{?s ?p ?o}}

您分配的值必须在 Neptune 数据库的所有查询间保持唯一。

这些区域有：useDFESPARQL 查询提示
使用此查询提示可禁用 DFE 执行查询。因为这个提示的默认值是true，除非您不希望 DFE 执行查询，否则
无需包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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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如果在实验室模式下未启用 DFE 时使用此查询提示，则会将该提示视为常规的三重模式。
示例：
PREFIX : <https://example.com/>
PREFIX hint: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QueryHints#>
SELECT ?john ?jane
{
hint:Query hint:useDFE false .
?person1 :name "Jane" .
?person1 :likes ?person2 .
?person2 :name "John" .
?person2 :likes ?person1 .
}

SPARQL 查询状态 API
要获取 SPARQL 查询的状态，请使用 HTTP GET 或 POST 来向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sparql/status 终端节点提出请求。

SPARQL 查询状态请求参数
queryId（可选）
正在运行的 SPARQL 查询的 ID。仅显示指定查询的状态。

SPARQL 查询状态响应语法
{

}

"acceptedQueryCount": integer,
"runningQueryCount": integer,
"queries": [
{
"queryId":"guid",
"queryEvalStats":
{
"subqueries": integer,
"elapsed": integer,
"cancelled": boolean
},
"queryString": "string"
}
]

SPARQL 查询状态响应值
acceptedQueryCount
自上次重新启动 Neptune 引擎以来接受的查询数。
runningQueryCount
当前正在运行的 SPARQL 查询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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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ies
当前 SPARQL 查询的列表。
queryId
查询的 GUID id。Neptune 会自动为每个查询分配该 ID 值，或者您也可以分配自己的 ID（请参阅将自定义
ID 注入到 Neptune Gremlin 或 SPARQL 查询中 (p. 119))。
queryEvalStats
此查询的统计数据。
subqueries
此查询中的子查询数。
elapsed
到目前为止，查询已运行的毫秒数。
cancelled
True 指示查询已取消。
queryString
已提交的查询。

SPARQL 查询状态示例
以下是使用 curl 和 HTTP GET 的状态命令的示例。
curl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sparql/status

此输出显示了一个正在运行的查询。
{

}

"acceptedQueryCount":9,
"runningQueryCount":1,
"queries": [
{
"queryId":"fb34cd3e-f37c-4d12-9cf2-03bb741bf54f",
"queryEvalStats":
{
"subqueries": 0,
"elapsed": 29256,
"cancelled": false
},
"queryString": "SELECT ?s ?p ?o WHERE {?s ?p ?o}"
}
]

SPARQL 查询取消
要获取 SPARQL 查询的状态，请使用 HTTP GET 或 POST 来向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sparql/status 终端节点提出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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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QL 查询取消请求参数
cancelQuery
（必需）告知状态命令取消查询。该参数不接收值。
queryId
（必需）要取消的正在运行的 SPARQL 查询的 ID。
silent
（可选）如果 silent=true，则取消正在运行的查询，并且 HTTP 响应代码为 200。如果不存在 silent
或 silent=false，则取消查询，并且返回 HTTP 500 状态代码。

SPARQL 查询取消示例
示例 1：取消silent=false
以下是在将 silent 参数设置为 false 的情况下使用 curl 取消查询的状态命令的示例：
curl
-d
-d
-d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sparql/status \
"cancelQuery" \
"queryId=4d5c4fae-aa30-41cf-9e1f-91e6b7dd6f47" \
"silent=false"

除非查询已开始流式传输结果，否则取消的查询将返回一个 HTTP 500 代码，其响应如下：
{

}

"code": "CancelledByUserException",
"requestId": "4d5c4fae-aa30-41cf-9e1f-91e6b7dd6f47",
"detailedMessage": "Operation terminated (cancelled by user)"

如果查询返回了一个 HTTP 200 代码 (OK)，并且在取消之前已开始流式传输结果，则超时异常信息将发送到
常规输出流。
示例 2：取消silent=true
以下状态命令与上面的示例相同，但在本示例中，silent 参数设置为 true：
curl
-d
-d
-d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sparql/status \
"cancelQuery" \
"queryId=4d5c4fae-aa30-41cf-9e1f-91e6b7dd6f47" \
"silent=true"

该命令将返回与 silent=false 时相同的响应，但这次取消的查询将返回 HTTP 200 代码，其响应如下：
{

}

"head" : {
"vars" : [ "s", "p", "o" ]
},
"results" : {
"bindings"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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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mazon Neptune e 中使用 SPARQL 1.1 图形存储
HTTP 协议 (GSP)
在SPARQL 图库建议，W3C 定义了一个用于管理 RDF 图形的 HTTP 协议。它定义了删除、创建和替换
RDF 图形内容以及将 RDF 语句添加到现有内容的操作。
图形存储协议 (GSP) 提供了一种方便的方法来操作整个图，而无需编写复杂的 SPARQL 查询。
截至发布: 1.0.5.0 (2021-07-27) (p. 763)，Neptune 完全支持此协议。
图形存储协议 (GSP) 的终端节点是：
https://your-neptune-cluster:port/sparql/gsp/

要使用 GSP 访问默认图表，请使用：
https://your-neptune-cluster:port/sparql/gsp/?default

要使用 GSP 访问命名图形，请使用：
https://your-neptune-cluster:port/sparql/gsp/?graph=named-graph-URI

Neptune 普惠制实施的特别细节
Neptune 完全实现了W3C 推荐它定义了普惠制。不过，在某些情况下，规范并未涵盖这些情况。
其中一种情况是PUT要么POSTrequest 在请求正文中指定一个或多个与请求 URL 指定的图形不同的命
名图形。只有当请求正文 RDF 格式支持命名图时，才会发生这种情况，例如使用Content-Type:
application/n-quads要么Content-Type: application/trig.
在这种情况下，Neptune 会添加或更新正文中存在的所有已命名图形，以及 URL 中指定的命名图形。
例如，假设您从空数据库开始，发送一个PUT请求将投票结果分成三张图表。一个，命名为urn:votes，包
含所有选举年的所有选票。另外两个，命名为urn:votes:2005和urn:votes:2019，包含特定选举年份
的选票。请求及其有效负载如下所示：
PUT "http://your-Neptune-cluster:port/sparql/gsp/?graph=urn:votes"
Host: example.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n-quads
PAYLOAD:
<urn:JohnDoe> <urn:votedFor> <urn:Labour> <urn:votes:2005>
<urn:JohnDoe> <urn:votedFor> <urn:Conservative> <urn:votes:2019>
<urn:JaneSmith> <urn:votedFor> <urn:LiberalDemocrats> <urn:votes:2005>
<urn:JaneSmith> <urn:votedFor> <urn:Conservative> <urn:votes:2019>

执行请求后，数据库中的数据如下所示：
<urn:JohnDoe>
<urn:JohnDoe>
<urn:JaneSmith>
<urn:JaneSmith>
<urn:JohnDoe>

<urn:votedFor>
<urn:votedFor>
<urn:votedFor>
<urn:votedFor>
<urn:votedFor>

<urn:Labour>
<urn:Conservative>
<urn:LiberalDemocrats>
<urn:Conservative>
<urn:Lab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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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n:JohnDoe>
<urn:votedFor> <urn:Conservative>
<urn:votes>
<urn:JaneSmith> <urn:votedFor> <urn:LiberalDemocrats> <urn:votes>
<urn:JaneSmith> <urn:votedFor> <urn:Conservative>
<urn:votes>

另一种模棱两可的情况是，在请求 URL 本身中指定了多个图形，使用任何PUT、POST、GET要么DELETE.
例如：
POST "http://your-Neptune-cluster:port/sparql/gsp/?
graph=urn:votes:2005&graph=urn:votes:2019"

或者：
GET "http://your-Neptune-cluster:port/sparql/gsp/?default&graph=urn:votes:2019"

在这种情况下，Neptune 返回一个 HTTP 400，并显示一条消息，指示在请求 URL 中只能指定一个图形。

使用 SPARQL 分析Neptune 查询执行情况explain
Amazon Neptune 已添加一个名为说明. 此功能是一种自助式工具，用于了解Neptune引擎所采用的执行方
法。您可以通过将 explain 参数添加到提交 SPARQL 查询的 HTTP 调用来调用它。
explain 功能提供了有关查询执行计划的逻辑结构的信息。您可以使用此信息来识别潜在的评估和执行瓶
颈。然后，您可以使用查询提示 (p. 379)来改进查询执行计划。
主题
• SPARQL 查询引擎在Neptune 中的工作原理 (p. 391)
• 如何使用 SPARQLexplain分析 Neptune 查询执行情况 (p. 392)
• 调用 SPARQL 的示例explain在Neptune (p. 393)
• Neptune SPARQLexplain运营商 (p. 405)
• SPARQL 的限制explain在Neptune (p. 410)

SPARQL 查询引擎在Neptune 中的工作原理
使用 SPARQL 的信息explain功能提供时，您需要了解有关 Amazon Neptune SPARQL 查询引擎的工作原
理的一些详细信息。
该引擎将每个 SPARQL 查询转换到一个运算符管道中。从第一个运算符开始，称为绑定列表 的中间解将流
经此运算符管道。您可以将绑定列表视为一个表，其中，表标头是查询中使用的变量的子集。表中的每一行
表示一个结果（截至到评估点）。
假设已为我们的数据定义两个命名空间前缀：
@prefix ex:
<http://example.com> .
@prefix foaf: <http://xmlns.com/foaf/0.1/> .

下面将是此上下文中一个简单的绑定列表的示例：
?person
| ?firstName
-----------------------------------------------------ex:JaneDoe
| "Jane"
ex:JohnDoe
| "John"
ex:RichardRoe | "Ric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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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三个人员中的每一个人，列表会将 ?person 变量绑定到该人员的标识符，并将 ?firstName 变量绑定
到该人员的名字。
在一般情况下，变量可以保持未绑定状态，例如，查询中的某个变量存在 OPTIONAL 选项，对于此选项，数
据中不存在任何值。
这些区域有：PipelineJoin运算符是 Neptune 查询引擎运算符的示例explain输出. 它将来自上一个运算
符的传入绑定集作为输入，并将其与三元组模式（即 (?person, foaf:lastName, ?lastName)）进行
联接。此操作在其输入流中使用 ?person 变量的绑定，将绑定替换到三元组模式中并从数据库中查找三元
组。
在来自上一个表的传入绑定的上下文中执行时，PipelineJoin 将计算三个查找，即以下内容：
(ex:JaneDoe,
foaf:lastName, ?lastName)
(ex:JohnDoe,
foaf:lastName, ?lastName)
(ex:RichardRoe, foaf:lastName, ?lastName)

此方法称为按绑定 计算。此计算过程的解将与传入的解进行联接，同时在传入的解中填充检测到的 ?
lastName。假设您发现全部三位人员均有一个姓氏，该运算符将生成一个内容如下所示的传出绑定列表：

?person
| ?firstName | ?lastName
--------------------------------------ex:JaneDoe
| "Jane"
| "Doe"
ex:JohnDoe
| "John"
| "Doe"
ex:RichardRoe | "Richard" | "Roe"

然后，此传出绑定列表将用作管道中的下一个运算符的输入。最后，管道中的最后一个运算符的输出定义查
询结果。
运算符管道通常是线性的，这意味着，每个运算符将针对单个连接的运算符发送解。但是，在某些情况下，
它们可能具有更复杂的结构。例如，SPARQL 查询中的 UNION 运算会将映射到 Copy 操作。此操作将复制
绑定并将副本转发到两个子计划中，其中一个子计划用于 UNION 的左侧，另一个则用于右侧。
有关运算符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SPARQLexplain运营商 (p. 405)。

如何使用 SPARQLexplain分析 Neptune 查询执行情况
SPARQLexplain功能是 Amazon Neptune 中的一种自助式工具，可帮助您了解 Neptune 引擎所采用的执
行方法。要调用 explain，请采用 explain=mode 形式将参数传递到 HTTP 或 HTTPS 请求。
模式值可为 static、dynamic 或 details 之一。
• 在静态 模式下，explain 仅输出查询计划的静态结构。
• 在动态 模式下，explain 还包含查询计划的动态方面。这些方面可能包括流经运算符的中间绑定的数
量、传入绑定与传出绑定的比率以及运算符使用的总时间。
• 在详细信息模式下，explain 输出 dynamic 模式中显示的信息以及其他详细信息，例如实际的 SPARQL
查询字符串和某个连接运算符之下模式的估计范围计数。
Neptune 支持使用explain所有三种 SPARQL 查询访问协议都列在W3C SPARQL 1.1 协议规格，即：
1. HTTP GET
2. 使用 URL 编码的参数的 HTTP POST
3. 使用文本参数的 HTTP POST
有关 SPARQL 查询引擎的信息，请参阅 SPARQL 查询引擎在Neptune 中的工作原理 (p.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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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通过调用 SPARQL explain 生成的输出类型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调用 SPARQL 的示例explain在
Neptune (p. 393)。

调用 SPARQL 的示例explain在Neptune
本部分中的示例显示了您通过调用 SPARQL 可生成的各种输出。explain功能以分析 Amazon Neptune 中
的查询执行。
主题
• 了解 Explain 输出 (p. 393)
• 详细信息模式输出示例 (p. 395)
• 静态模式输出示例 (p. 396)
• 参数的不同编码方式 (p. 397)
• 除文本/纯文本以外的其他输出类型 (p. 397)
• SPARQL 示例explain启用 DFE 时输出 (p. 399)

了解 Explain 输出
在此示例中，Jane Doe 认识两个人，即 John Doe 和 Richard Roe：
@prefix ex: <http://example.com> .
@prefix foaf: <http://xmlns.com/foaf/0.1/> .
ex:JaneDoe foaf:knows ex:JohnDoe .
ex:JohnDoe foaf:firstName "John" .
ex:JohnDoe foaf:lastName "Doe" .
ex:JaneDoe foaf:knows ex:RichardRoe .
ex:RichardRoe foaf:firstName "Richard" .
ex:RichardRoe foaf:lastName "Roe" .
.

要确定 Jane Doe 认识的所有人员的名字，您可以编写以下查询：
curl http(s)://your_server:your_port/sparql \
-d "query=PREFIX foaf: <https://xmlns.com/foaf/0.1/> PREFIX ex: <https://
www.example.com/> \
SELECT ?firstName WHERE { ex:JaneDoe foaf:knows ?person . ?person foaf:firstName ?
firstName }" \
-H "Accept: text/csv"

此简单查询将返回以下内容：
firstName
John
Richard

接下来，更改 curl 命令以调用 explain，方式是添加 -d "explain=dynamic" 并使用默认输出类型而
不是 text/csv：
curl http(s)://your_server:your_port/sparql \
-d "query=PREFIX foaf: <https://xmlns.com/foaf/0.1/> PREFIX ex: <https://
www.example.com/> \
SELECT ?firstName WHERE { ex:JaneDoe foaf:knows ?person . ?person foaf:firstName ?
firstName }" \
-d "explain=dyna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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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现在将返回采用美观的 ASCII 格式（HTTP 内容类型 text/plain）的输出，这是默认输出类型：

#######################################################################################################
# ID # Out #1 # Out #2 # Name
# Arguments
# Mode
# Units In # Units Out # Ratio # Time (ms) #
#######################################################################################################
# 0 # 1
# # SolutionInjection # solutions=[{}]
# # 0
# 1
# 0.00 # 0
#
#######################################################################################################
# 1 # 2
# # PipelineJoin
# pattern=distinct(ex:JaneDoe, foaf:knows, ?
person)
# # 1
# 2
# 2.00 # 1
#
#
#
#
#
# joinType=join
#
#
#
#
#
#
#
#
#
#
# joinProjectionVars=[?person]
#
#
#
#
#
#
#######################################################################################################
# 2 # 3
# # PipelineJoin
# pattern=distinct(?person, foaf:firstName, ?
firstName) # # 2
# 2
# 1.00 # 1
#
#
#
#
#
# joinType=join
#
#
#
#
#
#
#
#
#
#
# joinProjectionVars=[?person, ?firstName]
#
#
#
#
#
#
#######################################################################################################
# 3 # 4
# # Projection
# vars=[?firstName]
# retain
# 2
# 2
# 1.00 # 0
#
#######################################################################################################
# 4 # # # TermResolution
# vars=[?firstName]
# id2value # 2
# 2
# 1.00 # 1
#
#######################################################################################################

有关 Name 列中的操作及其参数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解释运算操作 (p. 405)。
下面对输出进行了逐行介绍：
1. 主查询中的第一步始终使用 SolutionInjection 运算符来注入解。然后，注入的解将通过计算过程扩
展到最终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它会注入所谓的通用解 { }。在存在 VALUES 子句或 BIND 的情况下，此步骤还可能注入
更复杂的变量绑定来开始计算。
Units Out 列指示此单一解流出运算符。Out #1 列指定此运算符将结果注入到的运算符。在本示例
中，所有运算符均连接到表中的下一个运算符。
2. 第二步是 PipelineJoin。它将接收作为上一个运算符 (Units In := 1) 生成的单一通用（完全不受
约束的）解。它将它与 pattern 参数定义的三元组模式进行联接。这对应于该模式的简单查找。在这种
情况下，三元组模式将定义为以下内容：
distinct( ex:JaneDoe, foaf:knows, ?person )

joinType := join 参数表示这是一个常规联接（其他类型包括 optional 联接、existence check
联接等）。
distinct := true 参数表示您仅从数据库中提取不同的匹配（无重复），并且您将不同的匹配绑定到
变量 joinProjectionVars := ?person（重复）。
事实上，Units Out 列值为 2，表示有两个解流出。具体来说，这些是 ?person 变量的绑定，从而向这
两位人员反映该数据显示 Jane Doe 知道：
?person
------------ex:JohnD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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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RichardRoe

3. 阶段 2 中的两个解作为输入 (Units In := 2) 流入第二个 PipelineJoin。此运算符将两个之前的解
与以下三元组模式联接：
distinct(?person, foaf:firstName, ?firstName)

已知 ?person 变量要由运算符的传入解绑定到 ex:JohnDoe 或 ex:RichardRoe。假定
PipelineJoin 提取名字 John 和 Richard。然后，两个传出解 (Units Out := 2) 如下所示：
?person
| ?firstName
--------------------------ex:JohnDoe
| John
ex:RichardRoe | Richard

4. 下一个投影运算符将阶段 3 中的两个解 (Units In := 2) 作为输入并投影于 ?firstName 变量上。这
将消除映射中的所有其他变量绑定并传递两个绑定 (Units Out := 2)：
?firstName
---------John
Richard

5. 为了提高性能，Neptune 在可能的情况下，会针对其分配到一些术语（如 URI 和字符串文本）的内部标识
符运算，而不是针对字符串本身运算。最后一个运算符 TermResolution 执行从这些内部标识符映射回
相应词语字符串的工作。
在常规（非解释）查询评估中，最后一个运算符计算的结果随后会序列化为请求的序列化格式，并流式传
输到客户端。

详细信息模式输出示例
Note
SPARQL 解释详细信息模式从开始可用Neptune 引擎版本 1.0.2.1 (p. 790).
假设您在详细信息 模式而不是动态 模式下运行与前面相同的查询：
curl http(s)://your_server:your_port/sparql \
-d "query=PREFIX foaf: <https://xmlns.com/foaf/0.1/> PREFIX ex: <https://
www.example.com/> \
SELECT ?firstName WHERE { ex:JaneDoe foaf:knows ?person . ?person foaf:firstName ?
firstName }" \
-d "explain=details"

如此示例所示，输出相同，但有一些额外的详细信息，例如位于输出顶部的查询字符串，以及
PipelineJoin 运算符的 patternEstimate 计数：
Query:
PREFIX foaf: <https://xmlns.com/foaf/0.1/> PREFIX ex: <https://www.example.com/>
SELECT ?firstName WHERE { ex:JaneDoe foaf:knows ?person . ?person foaf:firstName ?
firstName }

#######################################################################################################
# ID # Out #1 # Out #2 # Name
# Arguments
# Mode
# Units In # Units Out # Ratio # Time (ms) #
#######################################################################################################
# 0 # 1
# # SolutionInjection # solutions=[{}]
# # 0
# 1
# 0.00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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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2
# # PipelineJoin
# pattern=distinct(ex:JaneDoe, foaf:knows, ?
person)
# # 1
# 2
# 2.00 # 13
#
#
#
#
#
# joinType=join
#
#
#
#
#
#
#
#
#
#
# joinProjectionVars=[?person]
#
#
#
#
#
#
#
#
#
#
# patternEstimate=2
#
#
#
#
#
#
#######################################################################################################
# 2 # 3
# # PipelineJoin
# pattern=distinct(?person, foaf:firstName, ?
firstName) # # 2
# 2
# 1.00 # 3
#
#
#
#
#
# joinType=join
#
#
#
#
#
#
#
#
#
#
# joinProjectionVars=[?person, ?firstName]
#
#
#
#
#
#
#
#
#
#
# patternEstimate=2
#
#
#
#
#
#
#######################################################################################################
# 3 # 4
# # Projection
# vars=[?firstName]
# retain
# 2
# 2
# 1.00 # 1
#
#######################################################################################################
# 4 # # # TermResolution
# vars=[?firstName]
# id2value # 2
# 2
# 1.00 # 7
#
#######################################################################################################

静态模式输出示例
假设您在静态 模式（默认）而不是详细信息 模式下运行与上一个查询相同的查询：
curl http(s)://your_server:your_port/sparql \
-d "query=PREFIX foaf: <https://xmlns.com/foaf/0.1/> PREFIX ex: <https://
www.example.com/> \
SELECT ?firstName WHERE { ex:JaneDoe foaf:knows ?person . ?person foaf:firstName ?
firstName }" \
-d "explain=static"

如本示例所示，输出是相同的，但它省略了最后三个列：

#######################################################################################################
# ID # Out #1 # Out #2 # Name
# Arguments
# Mode
#
#######################################################################################################
# 0 # 1
# # SolutionInjection # solutions=[{}]
# #
#######################################################################################################
# 1 # 2
# # PipelineJoin
# pattern=distinct(ex:JaneDoe, foaf:knows, ?
person)
# #
#
#
#
#
# joinType=join
#
#
#
#
#
#
# joinProjectionVars=[?person]
#
#
#######################################################################################################
# 2 # 3
# # PipelineJoin
# pattern=distinct(?person, foaf:firstName, ?
firstName) # #
#
#
#
#
# joinType=join
#
#
#
#
#
#
# joinProjectionVars=[?person, ?firstName]
#
#
#######################################################################################################
# 3 # 4
# # Projection
# vars=[?firstName]
# retai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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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

# # TermResolution
# vars=[?firstName]
# id2value #
#######################################################################################################

参数的不同编码方式
以下示例查询说明了调用 SPARQL explain 时编码参数的两种不同方式。
使用 URL 编码— 此示例使用参数的 URL 编码并指定动态输出:
curl -XGET "http(s)://your_server:your_port/sparql?query=SELECT%20*%20WHERE%20%7B%20%3Fs
%20%3Fp%20%3Fo%20%7D%20LIMIT%20%31&explain=dynamic"

直接指定参数— 这与上一个查询相同，但它是通过 POST 直接传递参数：
curl http(s)://your_server:your_port/sparql \
-d "query=SELECT * WHERE { ?s ?p ?o } LIMIT 1" \
-d "explain=dynamic"

除文本/纯文本以外的其他输出类型
前面的示例使用默认值text/plain输出类型。Neptune 也可以格式化 SPARQLexplain以另外两种 MIME
类型的格式输出，即text/csv和text/html. 通过设置 HTTP Accept 标头（可使用 curl 中的 -H 标记来
实现）调用它们，如下所示：
-H "Accept: output type"

下面是一些示例：
text/csv 输出
此查询通过指定 -H "Accept: text/csv" 调用 CSV MIME 类型输出：
curl
-d
-d
-H

http(s)://your_server:your_port/sparql \
"query=SELECT * WHERE { ?s ?p ?o } LIMIT 1" \
"explain=dynamic" \
"Accept: text/csv"

方便导入到电子表格或数据库中的 CSV 格式使用分号 ( ; ) 分隔每个 explain 行中的字段，如下所示：
ID;Out #1;Out #2;Name;Arguments;Mode;Units In;Units Out;Ratio;Time (ms)
0;1;-;SolutionInjection;solutions=[{}];-;0;1;0.00;0
1;2;-;PipelineJoin;pattern=distinct(?s, ?p, ?o),joinType=join,joinProjectionVars=[?s, ?p, ?
o];-;1;6;6.00;1
2;3;-;Projection;vars=[?s, ?p, ?o];retain;6;6;1.00;2
3;-;-;Slice;limit=1;-;1;1;1.00;1

text/html 输出
如果您指定 -H "Accept: text/html"，则 explain 将生成 HTML 表：
<!DOCTYPE html>
<html>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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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border="1px">
<thead>
<tr>
<th>ID</th>
<th>Out #1</th>
<th>Out #2</th>
<th>Name</th>
<th>Arguments</th>
<th>Mode</th>
<th>Units In</th>
<th>Units Out</th>
<th>Ratio</th>
<th>Time (ms)</th>
</tr>
</thead>
<tbody>
<tr>
<td>0</td>
<td>1</td>
<td>-</td>
<td>SolutionInjection</td>
<td>solutions=[{}]</td>
<td>-</td>
<td>0</td>
<td>1</td>
<td>0.00</td>
<td>0</td>
</tr>
<tr>
<td>1</td>
<td>2</td>
<td>-</td>
<td>PipelineJoin</td>
<td>pattern=distinct(?s, ?p, ?o)<br>
joinType=join<br>
joinProjectionVars=[?s, ?p, ?o]</td>
<td>-</td>
<td>1</td>
<td>6</td>
<td>6.00</td>
<td>1</td>
</tr>
<tr>
<td>2</td>
<td>3</td>
<td>-</td>
<td>Projection</td>
<td>vars=[?s, ?p, ?o]</td>
<td>retain</td>
<td>6</td>
<td>6</td>
<td>1.00</td>
<td>2</td>
</tr>
<tr>
<td>3</td>
<td>-</td>
<td>-</td>
<td>Slice</td>
<td>limit=1</td>
<td>-</td>
<td>1</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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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1</td>
<td>1.00</td>
<td>1</td>
</tr>
</tbody>
</table>
</body>
</html>

HTML 在浏览器中呈现如下所示的内容：

SPARQL 示例explain启用 DFE 时输出
以下是 SPARQL 的示例explain启用 Neptune DFE 备用查询引擎时输出：

#######################################################################################################
# ID # Out #1 # Out #2 # Name
# Arguments

# Mode
#
Units In # Units Out # Ratio # Time (ms) #
#######################################################################################################
# 0 # 1
# # SolutionInjection # solutions=[{}]

# #
0
# 1
# 0.00 # 0
#
#######################################################################################################
# 1 # 2
# # HashIndexBuild
# solutionSet=solutionSet1
1

#

#

# 1

#

#

#

#

#

# 1.00
#

# 22

#

#

#

#

#

# -

#

#

#

# joinVars=[]

# sourceType=pipeline

#
#
#
#
#
#
#######################################################################################################
# 2 # 3
# # DFENode
# DFE Stats=
# 101
# 100
#
#
#
DFEQueryEngine)
#

#

#

#

#

#

#

#
#

#

#

#

#

#

# 0.99

#

#

# 32

#
# ====> DFE execution time (measured by

#

#

#

#

#

#

#

#

#

#
# accepted [micros]=127

#

# -

#

#

#

#

# ready [micros]=2

# running [micros]=5627

API 版本 2020-12-18
399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SPARQLexplai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stima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FE execution time (measured in DFENode)
#

#

#

#

#

#

#

#

#

#

#

#

#

#

#

#

# -> setupTime [ms]=1

# -> executionTime [ms]=14

# -> resultReadTime [ms]=0

#

#

# ===> Static analysis statistics

# --> 35907 micros spent in parser.

# --> 7643 micros spent in range count

#

#
# --> 2895 micros spent in value resolu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finished [micros]=0

#

#

#

#

#

#

#

#

#

# --> 39974925 micros spent in optimizer loop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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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FEJoinGroupNode[ children={

#
#
#
#
#
DFEPatternNode[(?1, TERM[117442062], ?2, ?
3) . project DISTINCT[?1, ?2] {rangeCountEstimate=100},
#
#
#
#
#
#
#
#
#
#
#
OperatorInfoWithAlternative[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c=OperatorInfo[

type=INCREMENTAL_PIPELINE_JOIN,
#

#

#

costEstimates=OperatorCostEstimates[
#

#

#
#
#
#
costEstimate=OperatorCostEstimate[in=1.0000,out=100.0000,io=0.0002,comp=0.0000,mem=0],
#
#
#
#
#
#
#
#
#
#
worstCaseCostEstimate=OperatorCostEstimate[in=1.0000,out=100.0000,io=0.0002,comp=0.0000,mem=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t=OperatorInfo[

#

type=INCREMENTAL_HASH_JOIN,
#

#

#

#

costEstimates=OperatorCostEstimates[
#

#

#
#
#
#
costEstimate=OperatorCostEstimate[in=1.0000,out=100.0000,io=0.0003,comp=0.0000,mem=3212],

#
#
#
#
#
#
#
#
#
#
worstCaseCostEstimate=OperatorCostEstimate[in=1.0000,out=100.0000,io=0.0003,comp=0.0000,mem=3212]]]]],

#

#
#
#
#
#
#
#
#
#
#
#
DFEPatternNode[(?1, TERM[150997262], ?4, ?
5) . project DISTINCT[?1, ?4] {rangeCountEstimate=100},
#
#
#
#
#
#
#
#
#
#
#
OperatorInfoWithAlternative[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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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ype=INCREMENTAL_HASH_JOIN,
#

#

#

costEstimates=OperatorCostEstimates[
#

#

#
#
#
#
costEstimate=OperatorCostEstimate[in=100.0000,out=100.0000,io=0.0003,comp=0.0000,mem=6400],

#
#
#
#
#
#
#
#
#
#
worstCaseCostEstimate=OperatorCostEstimate[in=100.0000,out=100.0000,io=0.0003,comp=0.0000,mem=64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t=OperatorInfo[
#

#

#

#

#

#

#

type=INCREMENTAL_PIPELINE_JOIN,
#

#

#

costEstimates=OperatorCostEstimates[
#

#

#
#
#
#
costEstimate=OperatorCostEstimate[in=100.0000,out=100.0000,io=0.0010,comp=0.0000,mem=0],
#
#
#
#
#
#
#
#
#
#
worstCaseCostEstimate=OperatorCostEstimate[in=100.0000,out=100.0000,io=0.0010,comp=0.0000,mem=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FE configuration:

# solutionChunkSize=5000

# ouputQueueSize=20

# numComputeCore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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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cl. wai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stances)

#

#

#

#

#

#

#

#

#

#

#

#

#

#

# maxParallelIO=2

# numInitialPermits=12

#

# ===> Statistics & operator histogram
#

#

#

#

# ==> Statistics

# -> 3741 / 3668 micros total elapsed (incl.
#
#
# -> 3741 / 3 millis total elapse (incl. wait /

#

#

#

#

#

# numComputeCores=3

#

#

#

# ====> DFE configuration (reported back)

#

#
#
#
pipelineScan (2 instances)

#

#

#

#

#

#

#

#

#
# numInitialPermits=12

#

#

#

#

#

#
#

#
excl. wait)

#

#

#

#
#
wait / excl. wai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xParallelIO=10

#

#

#

#

#

#

#

#

#

#

#

# -> 3741 / 0 secs total elapsed (incl. wait /
#

#

# ==> Operator histogram

#

#

#

#

# -> 47.66% of total time (excl. wait):

#

#

#
#
# -> 10.99% of total time (excl. wait): mer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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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symmetricHashJoin (1 instances)
#

#

#
instances)
#

#

#

#

#

#

#

#

#

#
#
# -> 0.19% of total time (excl. wait): drain (1

#

#

#

#

# -> 41.17% of total time (excl. wait):

#

#

#

#

#

#

#

#

#

#

# 100
#

# 1.00
#

# 4

#

#

#

#

#
#
#
# nodeId | out0
| out1 | opName
|
args
| rowsIn | rowsOut | chunksIn | chunksOut
| elapsed* | outWait | outBlocked | ratio
| rate* [M/s] | rate [M/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de_0 | node_2 | | pipelineScan
|
(?1, TERM[117442062], ?2, ?3) DISTINCT [?1, ?2] | 0
| 100
| 0
| 1
| 874
| 0
| 0
| Infinity | 0.1144
| 0.1144
| 23.83 #
#
#
#
#
#
#
#
#
#
# node_1 | node_2 | | pipelineScan
|
(?1, TERM[150997262], ?4, ?5) DISTINCT [?1, ?4] | 0
| 100
| 0
| 1
| 874
| 0
| 0
| Infinity | 0.1144
| 0.1144
| 23.83 #
#
#
#
#
#
#
#
#
#
# node_2 | node_4 | | symmetricHashJoin |
| 200
| 100
| 2
| 2
|
1510
| 73
| 0
| 0.50
| 0.0662
| 0.0632
| 41.17 #
#
#
#
#
#
#
#
#
#
# node_3 | | | drain
|
| 100
| 0
| 1
| 0
|
7
| 0
| 0
| 0.00
| 0.0000
| 0.0000
| 0.19 #
#
#
#
#
#
#
#
#
#
# node_4 | node_3 | | merge
|
| 100
| 100
| 2
| 1
|
403
| 0
| 0
| 1.00
| 0.2481
| 0.2481
| 10.99 #
#
#
#
#
#
#######################################################################################################
# 3 # 4
# # HashIndexJoin
# solutionSet=solutionSet1
100

#

#

# -

#

# joinType=join

#
#
#
#
#
#
#######################################################################################################
# 4 # 5
# # Distinct
# vars=[?s, ?o, ?o1]

# #
100
# 100
# 1.00 # 9
#
#######################################################################################################
# 5 # 6
# # Projection
# vars=[?s, ?o, ?o1]

# retain
#
100
# 100
# 1.00 # 2
#
#######################################################################################################
# 6 # # # TermResolution
# vars=[?s, ?o, ?o1]
100

# 100

# 1.00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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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ptune SPARQLexplain运营商
以下各节介绍 SPARQL 的运算符和参数explain功能目前在Amazon Neptune 中可用。

Important
SPARQL explain 功能仍在不断优化中。此处记录的运算符和参数可能会在未来版本中发生更
改。
主题
• Aggregation 运算符 (p. 405)
• ConditionalRouting 运算符 (p. 405)
• Copy 运算符 (p. 406)
• DFENode 运算符 (p. 406)
• Distinct 运算符 (p. 406)
• Federation 运算符 (p. 406)
• Filter 运算符 (p. 407)
• HashIndexBuild 运算符 (p. 407)
• HashIndexJoin 运算符 (p. 407)
• MergeJoin 运算符 (p. 407)
• NamedSubquery 运算符 (p. 407)
• PipelineJoin 运算符 (p. 408)
• PipelineCountJoin 运算符 (p. 408)
• Projection 运算符 (p. 409)
• PropertyPath 运算符 (p. 409)
• TermResolution 运算符 (p. 409)
• Slice 运算符 (p. 409)
• SolutionInjection 运算符 (p. 410)
• Sort 运算符 (p. 410)
• VariableAlignment 运算符 (p. 410)

Aggregation 运算符
执行一个或多个聚合，同时实现 SPARQL 聚合运算符（如 count、max、min、sum 等）的语义。
Aggregation 带有使用 groupBy 子句的可选分组和可选 having 约束。

Arguments
• groupBy— (可选) 提供groupBy子句，该子句指定作为传入解的分组依据的表达式顺序。
• aggregates— (必需) 指定聚合表达式的排序列表。
• having— (可选) 添加约束以对组进行筛选，与havingSPARQL 查询中的子句。

ConditionalRouting 运算符
根据某个给定条件路由传入解。满足该条件的解将会路由到 Out #1 引用的运算符 ID，而未满足该条件的解
将不会路由到 Out #2 引用的运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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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uments
• condition— (必需) 路由条件。

Copy 运算符
根据指定模式指定的方式委派解流。

Modes
• forward— 将解转发至由标识的下游运算符Out #1.
• duplicate— 复制解并将其转发至由标识的两个运算符中的每一个Out #1和Out #2.
Copy 没有任何参数。

DFENode 运算符
此运算符是由 DFE 备用查询引擎运行的计划的抽象。详细的 DFE 计划在此运算符的论点中概述。该参数当
前已过载，以包含 DFE 计划的详细运行时统计信息。它包含 DFE 执行查询的各个步骤所花费的时间。
将打印 DFE 查询计划的逻辑优化抽象语法树 (AST)，其中包含有关规划时考虑的运算符类型的信息，以及运
行运算符的相关最佳和最坏情况成本。目前，AST 由以下类型的节点组成：
• DFEJoinGroupNode— 表示一个或多个联接DFEPatternNodes.
• DFEPatternNode— 封装一个底层模式，使用该模式将匹配的元组从基础数据库中投射出来。
该小节为Statistics & Operator histogram包含有关以下命令的执行时间的详细信息DataflowOp计
划和每个操作员使用的 CPU 时间的明细。在此下方有一个表，其中列出了由 DFE 执行的计划的详细运行时
统计信息。

Note
由于 DFE 是在实验室模式下发布的实验性功能，所以它的确切格式explain输出可能会改变。

Distinct 运算符
计算变量子集上的不同投影，从而消除重复项。因此，流入的解的数量大于或等于流出的解的数量。

Arguments
• vars— (必需) 要将变量应用于Distinct投影。

Federation 运算符
将指定的查询传递到指定的远程 SPARQL 终端节点。

Arguments
• endpoint— (必需) SPARQL 中的终端节点 URLSERVICE网页。这可以是常量字符串，或者如果查询终
端节点是基于相同查询中的变量确定的，这也可以是变量名。
• query— (必需) 要发送到远程终端节点的重构查询字符串。即使客户端未指定任何前缀，引擎也会向该查
询添加默认前缀。
• silent— (必需) 一个布尔值，指示是否SILENT关键字出现在关键字之后。SILENT告知引擎即使远程查
询，也不要使整个查询失败SERVICE部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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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ter 运算符
筛选传入解。只有这些满足筛选条件的解才会转发至上游运算符，而所有其他解将被删除。

Arguments
• condition— (必需) 筛选条件。

HashIndexBuild 运算符
将绑定和假脱机的列表置于其名称由 solutionSet 参数定义的哈希索引中。通常情况下，后续运算符将针
对此解集（根据名称引用）执行联接。

Arguments
• solutionSet— (必需) 哈希索引解的名称。
• sourceType— (必需) 从中获取要存储在哈希索引中的绑定的源的类型：
• pipeline— 将来自运算符管道中的下游运算符的传入解假脱机到哈希索引中。
• binding set— 将由指定的固定绑定集假脱机处理sourceBindingSet参数到哈希索引中。
• sourceBindingSet— (可选) 如果sourceType参数值为binding set，此参数指定要假脱机到哈希索
引中的静态绑定集。

HashIndexJoin 运算符
将传入解与由 solutionSet 参数标识的哈希索引解集进行联接。

Arguments
• solutionSet— (必需要进行联接的解集的名称。这必须是已在之前某一步中使用 HashIndexBuild 运
算符构建的哈希索引。
• joinType— (必需) 要执行的联接的类型：
• join-一个常规联接，要求所有共享变量之间的完全匹配。
• optional— 一个optional一个联接，该联接使用 SPARQLOPTIONAL运算符语义。
• minus— Aminus运算使用 SPARQL 保留不存在任何联接合作伙伴的映射MINUS运算符语义。
• existence check— 检查是否有联接合作伙伴，并绑定existenceCheckResultVar变量到此检查
的结果。
• constraints— (可选) 联接期间要考虑的其他联接约束。不满足这些约束的联接将被丢弃。
• existenceCheckResultVar— (可选) 仅用于以下情况的联接joinType等于existence check（请
参阅joinType之前的争论）。

MergeJoin 运算符
针对多个解集的合并联接，由 solutionSets 参数标识。

Arguments
• solutionSets— (必需) 要联接在一起的解集。

NamedSubquery 运算符
触发由 subQuery 参数标识的子查询的评估并将结果假脱机到由 solutionSet 参数指定的解集中。该运算
符的传入解将转发至子查询，然后转发至下一个运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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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uments
• subQuery— (必需) 要评估的子查询的名称。子查询将在输出中明确显示。
• solutionSet— (必需) 要在其中存储子查询结果的解集的名称。

PipelineJoin 运算符
接收上一个运算符的输出作为输入并将它与 pattern 参数定义的元组模式进行联接。

Arguments
• pattern— (必需) 图案，即一个的形式 subject-predicate-object，也可以选择作为连接基础的-graph 元
组。如果为该模式指定 distinct，联接将仅从由 projectionVars 参数指定的投影变量中提取不同的
解，而不是所有匹配的解。
• inlineFilters— (可选) 要应用于模式中的变量的一组筛选条件。将结合这些筛选条件对模式进行评
估。
• joinType— (必需) 要执行的联接的类型：
• join-一个常规联接，要求所有共享变量之间的完全匹配。
• optional— 一个optional一个联接，该联接使用 SPARQLOPTIONAL运算符语义。
• minus— Aminus运算使用 SPARQL 保留不存在任何联接合作伙伴的映射MINUS运算符语义。
• existence check— 检查是否有联接合作伙伴，并绑定existenceCheckResultVar变量到此检查
的结果。
• constraints— (可选) 联接期间要考虑的其他联接约束。不满足这些约束的联接将被丢弃。
• projectionVars— (可选) 投影变量。与 distinct := true 结合使用以强制提取某指定变量集中的
不同投影。
• cutoffLimit— (可选) 提取的联接合作伙伴的数量的截止限制。尽管默认情况下没有任何限制，但您可
以在执行联接时将此值设置为 1 以实施 FILTER (NOT) EXISTS 子句，这样可足以证明或反证是否有联
接合作伙伴。

PipelineCountJoin 运算符
PipelineJoin 的变体。它仅对匹配的联接合作伙伴进行计数并将计数绑定到由 countVar 参数指定的变
量，而不是进行联接。

Arguments
• countVar— (必需) 应将计数结果（即联接合作伙伴的数量）绑定到的变量。
• pattern— (必需) 图案，即一个的形式 subject-predicate-object，也可以选择作为连接基础的-graph 元
组。如果为该模式指定 distinct，联接将仅从由 projectionVars 参数指定的投影变量中提取不同的
解，而不是所有匹配的解。
• inlineFilters— (可选) 要应用于模式中的变量的一组筛选条件。将结合这些筛选条件对模式进行评
估。
• joinType— (必需) 要执行的联接的类型：
• join-一个常规联接，要求所有共享变量之间的完全匹配。
• optional— 一个optional一个联接，该联接使用 SPARQLOPTIONAL运算符语义。
• minus— Aminus运算使用 SPARQL 保留不存在任何联接合作伙伴的映射MINUS运算符语义。
• existence check— 检查是否有联接合作伙伴，并绑定existenceCheckResultVar变量到此检查
的结果。
• constraints— (可选) 联接期间要考虑的其他联接约束。不满足这些约束的联接将被丢弃。
• projectionVars— (可选) 投影变量。与 distinct := true 结合使用以强制提取某指定变量集中的
不同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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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toffLimit— (可选) 提取的联接合作伙伴的数量的截止限制。尽管默认情况下没有任何限制，但您可
以在执行联接时将此值设置为 1 以实施 FILTER (NOT) EXISTS 子句，这样可足以证明或反证是否有联
接合作伙伴。

Projection 运算符
针对变量子集投影。流入的解数量等于流出的解数量，但解的形状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模式设置。

Modes
• retain— 仅保留解中由vars参数。
• drop— 删除由指定的所有变量vars参数。

Arguments
• vars— (必需) 要保留或删除（取决于模式设置）的变量。

PropertyPath 运算符
启用递归属性路径，例如+要么*. Neptune 根据指定模板实施固定点迭代方法iterationTemplate参数。
已知的左侧或右侧变量将在每次固定点迭代中绑定到模板中，直到再也找不到新解。

Arguments
• iterationTemplate— (必需) 用于实施固定点迭代的子查询模板的名称。
• leftTerm— (必需) 属性路径左侧的术语（变量或常量）。
• rightTerm— (必需) 属性路径右侧的术语（变量或常量）。
• lowerBound— (必需) 固定点迭代的下限（0为了*查询，或1为了+查询)。

TermResolution 运算符
将内部字符串标识符值转换回其相应的外部字符串，或将外部字符串转换为内部字符串标识符值，具体取决
于模式。

Modes
• value2id— 将文本和 URI 等术语映射到相应的内部 ID 值（编码为内部值）。
• id2value— 将内部 ID 值映射到相应的术语（如文本和 URI）（解码为内部值）。

Arguments
• vars— (必需) 指定其字符串或内部字符串 ID 应进行映射的变量。

Slice 运算符
在传入解流中使用 SPARQL 的 LIMIT 和 OFFSET 子句的语义实施切片。

Arguments
• limit— (可选针对要进行转发的解的限制。
• offset— (可选) 用于评估解的转发的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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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Injection 运算符
未接收输入。将解静态注入查询计划中并将其记录在 solutions 参数中。
查询计划始终以此静态注入开始。如果要注入的静态解可通过组合各种来源的静态绑定（例如，来自
VALUES 或 BIND 子句）从查询本身进行派生，则 SolutionInjection 运算符将注入这些派生的静态解。
在最简单的情况下，这些反映了外部 VALUES 子句所隐含的绑定。
如果没有任何静态解可从查询派生，SolutionInjection 将注入空的所谓的通用解，它将在整个查询-评
估过程中进行扩展和增加。

Arguments
• solutions— (必需) 该运算符注入的解的序列。

Sort 运算符
使用指定的排序条件对解集排序。

Arguments
• sortOrder— (必需) 一个有序的变量列表，每个变量包含一个ASC（升序）或DESC（降序）标识符，用
于对解集排序。

VariableAlignment 运算符
逐个检查解，同时对两个变量中的每个变量执行对齐：指定的 sourceVar 和指定的 targetVar。
如果解中的 sourceVar 和 targetVar 具有相同的值，则这些变量将被视为对齐并将转发解，同时会投影
出多余的 sourceVar。
如果这些变量绑定到不同的值，则将完全筛选出该解。

Arguments
• sourceVar— (必需) 要与目标变量比较的源变量。如果解中的对齐成功，则表示这两个变量具有相同的
值，将投影出源变量。
• targetVar— (必需) 要与源变量进行比较的目标变量。即使在对齐成功时也将保留。

SPARQL 的限制explain在Neptune
Neptune SPARQL 的发布explain功能有以下限制。
Neptune 目前仅在 SPARQL SELECT 查询中支持 Explain
有关其他查询形式（如 ASK、CONSTRUCT、DESCRIBE 和 SPARQL UPDATE 查询）的评估过程的信息，您
可以将这些查询转换为 SELECT 查询。然后，改用 explain 检查相应的 SELECT 查询。
例如，要获取有关 ASK WHERE {...} 查询的 explain 信息，请使用 explain 运行相应的 SELECT
WHERE {...} LIMIT 1 查询。
同样，对于 CONSTRUCT {...} WHERE {...} 查询，删除 CONSTRUCT {...} 部分并使用 explain 在
第二个 WHERE {...} 子句上运行 SELECT 查询。评估第二个 WHERE 子句通常会显示出处理 CONSTRUCT
查询的主要挑战，因为从第二个 WHERE 流出到 CONSTRUCT 模板的解通常仅需要简单替代。
Explain 运算符可能会在未来版本中发生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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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QL explain 运算符及其参数可能会在未来版本中发生更改。
Explain 输出可能会在未来版本中发生更改
例如，列标头可能更改，而且可能会有更多列添加到表中。

在 Neptune 中使用 SPARQL 联合查询SERVICE延期
Amazon Neptune 完全支持 SPARQL 联合查询扩展，该扩展使用SERVICE关键字。（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 SPARQL 1.1 联合查询。）

Note
功能，从开始于1.0.1.0.200463.0 版本 (2019-10-15) (p. 801).
SERVICE 关键字指示 SPARQL 查询引擎针对远程 SPARQL 终端节点执行查询的一部分，并组成最终查
询结果。仅限READ操作是可能的。WRITE和DELETE不支持操作。Neptune 只能在其 Virtual Private Cloud
(VPC) 中针对可访问的 SPARQL 终端节点运行联合查询。但是，您也可以在 VPC 中使用反向代理使外部数
据源在 VPC 内可供访问。

Note
当 SPARQLSERVICE用于将查询联合到同一 VPC 中的两个或多个 Neptune 集群，必须将安全组配
置为允许所有这些 Neptune 集群相互通信。

Important
将查询和参数传递到外部 SPARQL 终端节点时，SPARQL 1.1 Federation 代表您发出服务请求。您
负责验证外部 SPARQL 终端节点是否满足应用程序的数据处理和安全要求。

Neptune 联合查询的示例
以下简单示例显示了如何使用 SPARQL 联合查询。
假设某位客户向Neptuneptune-在http://neptune-1:8182/sparql.
SELECT * WHERE {
?person rdf:type foaf:Person .
SERVICE <http://neptune-2:8182/sparql> {
?person foaf:knows ?friend .
}
}

1. Neptuneptune-评估第一个查询模式 (Q-1) 这是?person rdf:type foaf:Person，使用结果来解决?
person在Q-2(?person foaf:knows ?friend)，然后将生成的模式转发给Neptuneptune-在http://
neptune-2:8182/sparql.
2. Neptuneptune-评估Q-2并将结果发送回给Neptuneptune-.
3. Neptuneptune-联接两个模式的解决方案，并将结果发回给客户。
下图显示了该流程。

API 版本 2020-12-18
411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SPARQLSERVICE扩展

Note
“默认情况下，优化程序会确定在查询执行的哪一点SERVICE指令被执行。您可以使用覆盖此位
置joinOrder (p. 381)查询提示。

Neptune 中联合查询的访问控制
Neptune 使用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 进行身份验证和授权。联合查询的访问控制可
以涉及多个 Neptune 数据库实例。这些实例可能对访问控制有不同的要求。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会限制您
进行联合查询的能力。
请考虑上一部分中介绍的简单示例。Neptuneptune-呼叫Neptuneptune-使用与调用时相同的凭据。
• 如果Neptuneptune-需要 IAM 身份验证和授权，但是Neptuneptune-不是，您所需要的只是适当的 IAM 权
限Neptuneptune-进行联合查询。
• 如果Neptuneptune-和Neptuneptune-都需要 IAM 身份验证和授权，您需要为两个数据库都附加 IAM 权限
才能进行联合查询。
•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Neptuneptune-未启用 IAM 但是Neptuneptune-是，您无法进行联合查询。原因
是Neptuneptune-无法检索您的 IAM 凭证并将其传递给Neptuneptune-授权查询的第二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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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导出数据
从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中导出数据的好方法有几种：
• 对于少量数据，只需使用一个或多个查询的结果即可。
• 对于 RDF 数据，图形存储协议 (GSP) (p. 390)可以使导出变得容易。例如：
curl --request GET \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sparql/gsp/?graph=http%3A//www.example.com/named/
graph'

• 还有一个功能强大而灵活的开源工具用于导出 Neptune 数据，即neptune-export. 以下几节介绍了此工
具的功能及其使用方式。
主题
• 使用 neptune-export (p. 414)
• 使用 Neptune 导出服务导出 Neptune 数据 (p. 415)
• 使用neptune-export用于从 Neptune 导出数据的命令行工具 (p. 420)
• 由 Neptune-Export 导出的文件neptune-export (p. 423)
• 用于控制 Neptune 导出过程的参数 (p. 424)
• 排查 Neptune 导出过程 (p.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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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neptune-export
你可以使用开源neptune-export工具有两种不同的方式：
• 作为海王星出口服务 (p. 415). 当您使用 Neptune-Export 服务从 Neptune 导出数据时，您可以通过
REST API 触发和监控导出任务。
• 作为neptune-exportJava 命令行实用程序 (p. 420). 要使用此命令行工具导出 Neptune 数据，您必
须在可以访问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环境中运行它。
海王星出口服务和neptune-export命令行工具将数据发布到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Amazon
S3)，该数据使用 Amazon S3 服务器端加密 (SSE-S3)。
如果您尝试从导出期间数据正在更改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中导出数据，则无法保证导出数据的一致性。也
就是说，如果您的集群在导出任务进行期间为写入流量提供服务，则导出的数据可能存在不一致。无论您是
从群集中的主实例导出还是从一个或多个只读副本导出，都是如此。
为了确保导出的数据一致，最好从数据库集群的克隆 (p. 469). 这两者都为导出工具提供了数据的静态版
本，并确保导出作业不会降低原始数据库集群中的查询速度。
为了简化此操作，您可以在触发导出作业时表明要克隆源数据库集群。如果这样做，导出过程将自动创建克
隆，将其用于导出，然后在导出完成后将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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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Neptune 导出服务导出 Neptune 数据
您可以使用以下步骤使用 Neptune-Export 服务将数据从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导出到 Amazon S3：

安装海王星出口服务
使用Amazon CloudFormation创建堆栈的模板：

安装海王星出口服务
1.

启动Amazon CloudFormation堆叠在Amazon CloudFormation选择控制台之一启动堆栈下表中的按钮：
区域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
部）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美国东部（俄亥俄）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
北部）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美国西部（俄勒冈）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加拿大（中部）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南美洲（圣保罗）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欧洲（斯德哥尔摩）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欧洲（爱尔兰）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欧洲（伦敦）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欧洲（巴黎）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欧洲（法兰克福）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中东（巴林）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非洲（开普敦）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亚太地区（香港）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亚太地区（东京）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亚太地区（首尔）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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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亚太地区（新加坡）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亚太地区（悉尼）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亚太地区（孟买）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中国（北京）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中国（宁夏）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Amazon GovCloud
（美国西部）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Amazon GovCloud
（美国东部）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2.

在 Select Template 页面上，选择 Next。

3.

在存储库的指定详细信设置页面、模板中的参数：

启动

• VPC— 设置 Neptune 出口服务的最简单方法是将其安装在与 Neptune 数据库相同的 Amazon VPC
中。如果你想在单独的 VPC 中安装它，你可以使用VPC 对等在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 VPC 和
Neptune 导出服务 VPC 之间建立连接。
• Subnet1— VPC 导出服务必须安装在 VPC 中的子网中，该子网允许出站 IPv4 HTTPS 流量从子网流
向 Internet。这是为了使海王星出口服务可以调用AmazonBatch API以创建和运行导出作业。
如果 Neptune 使用 CloudFormation 上的 Template创建数据库集群 (p. 52)在 Neptune 文档中的页
面，你可以使用PrivateSubnet1和PrivateSubnet2来自该堆栈的输出来填充此参数和下一个参
数。
• Subnet2— VPC 中允许出站 IPv4 HTTPS 流量从子网流向 Internet 的第二个子网。
• EnableIAM— 将其设置为true使用保护海王星端点 API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我们建议您这样做。
如果您确实启用了 IAM 身份验证，则必须Sigv4对终端节点的所有 HTTPS 请求进行签名。您可以使
用以下工具：awscurl以代表您签署请求。
• VPCOnly— 将其设置为true使导出终端节点仅限 VPC，因此您只能从安装了 Neptune-Export 服务
的 VPC 内访问它。这限制了海王星出口 API 仅在该 VPC 内使用。
建议您将 VPCOnly 设置为 true。
• NumOfFilesULimit — 指定在 10,000 到 1,000,000 之间的值nofile中的ulimits容器属性。默
认值为 10,000，我们建议保留默认值，除非您的图表包含大量唯一标签。
• PrivateDnsEnabled （布尔值）— 指示是否将私有托管区域与指定 VPC 关联。原设定值为
true。
当创建启用此标志的 VPC 终端节点时，所有 API Gateway 流量都将通过 VPC 终端节点路由，并且
公共 API Gateway 终端节点调用将被禁用。如果你设置PrivateDnsEnabled到false，公共 API
Gateway 终端节点已启用，但 Neptune 导出服务无法通过私有 DNS 终端节点连接。然后，您可以使
用 VPC 终端节点的公有 DNS 终端节点来调用导出服务，详情如这里.
4.

选择 Next（下一步）。

5.

在 Options (选项) 页面上，选择 Next (下一步)。

6.

在存储库的审核页面上，选中第一个复选框以确认Amazon CloudFormation将创建 IAM 资源。选中第二
个复选框以确认新堆栈的 CAPABILITY_AUTO_EXP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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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CAPABILITY_AUTO_EXPAND 明确确认在创建堆栈时将扩展宏，而无需事先审核。用户通常
通过处理的模板创建更改集，以便在实际创建堆栈之前对宏所做的更改进行审核。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 Amazon CloudFormation CreateStack API。
然后选择 Create (创建)。

启用从 Neptune 出口访问 Neptune
在 Neptune-Export 安装完成后，请更新Neptune VPC 安全组 (p. 59)以允许从海王星出口访问。当海王星
出口Amazon CloudFormation堆栈已创建，输出选项卡包括NeptuneExportSecurityGroupID。更新
Neptune VPC 安全组以允许从此 Neptune-Export 安全组访问 Neptune VPC 安全组。

启用从基于 VPC 的 EC2 实例访问 Neptune-Export 终
端节点
如果您将 Neptune-Export 终端节点设置为仅 VPC，则只能从安装了 Neptune-Export 服务的 VPC 内访问
它。要允许来自 VPC 中的 Amazon EC2 实例的连接，您可以通过该实例进行 Neptune-Export API 调用，请
附加NeptuneExportSecurityGroup由创建Amazon CloudFormation堆栈到 Amazon EC2 实例上。

使用海王星出口 API 运行海王星导出作业
这些区域有：输出“” 选项卡Amazon CloudFormation堆栈还包括NeptuneExportApiUri. 无论何时向
Neptune-Export 终端节点发送请求，请使用此 URI。

运行导出任务
• 确保已授予运行导出的用户或角色execute-api:Invoke权限。
• 如果你设置了EnableIAM以下参数true中的Amazon CloudFormation安装 Neptune-Export 时，你需
要Sigv4对海王星出口 API 的所有请求进行签名。我们建议使用awscurl向 API 发出请求。此处的所有示
例都假设 IAM 身份验证已启用。
• 如果你设置了VPCOnly以下参数true中的Amazon CloudFormation在安装 Neptune-Export 时堆栈，您必
须从 VPC 内调用海王星导出 API，通常是从位于 VPC 中的 Amazon EC2 实例调用。
要开始导出数据，请向NeptuneExportApiUri与终端节点command和outputS3Path请求参数
和endpoint导出参数。
以下是从 Neptune 导出属性图数据并将其发布到 Amazon S3 的请求示例：
curl \
(your NeptuneExportApiUri) \
-X POST \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d '{
"command": "export-pg",
"outputS3Path": "s3://(your Amazon S3 bucket)/neptune-export",
"params": { "endpoint": "(your Neptune endpoint DNS name)" }
}'

同样，以下是一个将 RDF 数据从 Neptune 导出到 Amazon S3 的请求示例：
cur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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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NeptuneExportApiUri) \
-X POST \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d '{
"command": "export-rdf",
"outputS3Path": "s3://(your Amazon S3 bucket)/neptune-export",
"params": { "endpoint": "(your Neptune endpoint DNS name)" }
}'

如果你省略了command请求参数，默认情况下，Neptune-Export 尝试从 Neptune 导出属性图数据。
如果上一个命令成功运行，输出会类似于以下内容：
{
}

"jobName": "neptune-export-abc12345-1589808577790",
"jobId": "c86258f7-a9c9-4f8c-8f4c-bbfe76d51c8f"

监控刚刚开始的导出作业
要监控正在运行的作业，请将其 JobID 附加到NeptuneExportApiUri，类似于以下内容：
curl \
(your NeptuneExportApiUri)(the job ID)

如果该服务尚未启动导出任务，则响应如下所示：
{
}

"jobId": "c86258f7-a9c9-4f8c-8f4c-bbfe76d51c8f",
"status": "pending"

当你在导出作业开始后重复该命令时，响应将如下所示：
{

}

"jobId": "c86258f7-a9c9-4f8c-8f4c-bbfe76d51c8f",
"status": "running",
"logs": "https://us-east-1.console.aws.amazon.com/cloudwatch/home?..."

如果你打开登录 CloudWatch 使用状态调用提供的 URI 进行日志，然后可以详细监控导出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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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运行中的导出任务
使用取消正在运行的导出任务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
1.
2.
3.
4.

打开Amazon Batch控制台在https://console.aws.amazon.com/batch/.
选择 Jobs (作业)。
基于其中的任务，找到要取消的正在运行的任务jobID.
Select取消任务.

使用 Neptune 导出 API 取消正在运行的导出作业：
发送HTTP DELETE请求NeptuneExportApiUri使用jobID像这样附加：
curl -X DELETE \
(your NeptuneExportApiUri) (the job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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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neptune-export用于从 Neptune 导出数据的
命令行工具
您可以使用以下步骤将数据从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导出到 Amazon S3，使用neptune-export命令行实用
程序：

使用的先决条件neptune-export命令行实用程序
开始之前
• 拥有 JDK 的版本 8— 你需要的版本 8Java SE 开发工具包 (JDK)已安装。
• 下载海王星导出实用程序下载并安装neptune-export.jar文件。
• 确保neptune-export有权访问你的 Neptune VPC— 从可以访问 Neptune 数据库集群所在的 VPC 的位
置运行 neptune-export。
例如，您可以在 Neptune VPC 内的 Amazon EC2 实例上运行它，也可以在与 Neptune VPC 对等的单独
VPC 中运行，也可以在单独的堡垒主机上运行它。
• 确保 VPC 安全组授予访问权限neptune-export— 检查附加到 Neptune VPC 的 VPC 安全组是否允许从
与neptune-export环境。
• 设置必要的 IAM 权限— 如果你的数据库有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 数据库身份验
证已启用，请确保neptune-export运行与允许连接到 Neptune 的 IAM 策略相关联。有关 Neptune 策略
的信息，请参阅使用 IAM 策略 (p. 158).
如果要使用clusterId查询请求中的导出参数，其下的角色neptune-export运行需要以下 IAM 权限：
• rds:DescribeDBClusters
• rds:DescribeDBInstances
• rds:ListTagsForResource
如果要从克隆的群集中导出，则该角色在其下neptune-export运行需要以下 IAM 权限：
• rds:AddTagsToResource
• rds:DescribeDBClusters
• rds:DescribeDBInstances
• rds:ListTagsForResource
• rds: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s
• rds:DescribeDBParameters
• rds:ModifyDBParameterGroup
• rds:ModifyDBClusterParameterGroup
• rds:RestoreDBClusterToPointInTime
• rds:DeleteDBInstance
• rds:DeleteDBClusterParameterGroup
• rds:DeleteDBParameterGroup
• rds:DeleteDBCluster
• rds:CreateDBInstance
• rds:CreateDBClusterParameterGroup
• rds:CreateDBParameterGroup
要将导出的数据发布到 Amazon S3，其下的角色neptune-export运行需要 Amazon S3 位置的以下
IAM 权限：
• s3:Put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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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3:PutObjectTagging
• s3:GetObject
• 设置SERVICE_REGION环境变量— 设置SERVICE_REGION用于标识数据库集群所在的区域的环境变量
（请参阅连接到 Neptune (p. 147)获取区域标识符列表）。

运行neptune-export用于启动导出操作的实用程序
使用以下命令从命令行运行 neptune-export 并启动导出操作：
java -jar neptune-export.jar nesvc \
—root-path (path to a local directory) \
—json (the JSON file that defines the export)

此命令有两个参数：

开始导出时的 neptune-export 参数
• --root-path发布到 Amazon S3 之前写入导出文件的本地目录的路径。
• --json— 用于定义导出的 JSON 对象。

使用示例命令neptune-export命令行实用程序
要直接从源数据库集群导出属性图数据，请执行以下操作：
java -jar neptune-export.jar nesvc \
--root-path /home/ec2-user/neptune-export \
--json '{
"command": "export-pg",
"outputS3Path" : "s3://(your Amazon S3 bucket)/neptune-export",
"params": {
"endpoint" : "(your neptune DB cluster endpoint)"
}
}'

要直接从源数据库集群中导出 RDF 数据：
java -jar neptune-export.jar nesvc \
--root-path /home/ec2-user/neptune-export \
--json '{
"command": "export-rdf",
"outputS3Path" : "s3://(your Amazon S3 bucket)/neptune-export",
"params": {
"endpoint" : "(your neptune DB cluster endpoint)"
}
}'

如果你省略了command请求参数，neptune-export默认情况下，公用事业从 Neptune 导出属性图数据。
要从数据库集群的克隆中导出：
java -jar neptune-export.jar nesvc \
--root-path /home/ec2-user/neptune-export \
--json '{
"command": "export-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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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putS3Path" : "s3://(your Amazon S3 bucket)/neptune-export",
"params": {
"endpoint" : "(your neptune DB cluster endpoint)",
"cloneCluster" : true
}

}'

要使用 IAM 身份验证从数据库集群导出：
java -jar neptune-export.jar nesvc \
--root-path /home/ec2-user/neptune-export \
--json '{
"command": "export-pg",
"outputS3Path" : "s3://(your Amazon S3 bucket)/neptune-export",
"params": {
"endpoint" : "(your neptune DB cluster endpoint)"
"useIamAuth" : tru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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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Neptune-Export 导出的文件neptune-export
导出完成后，导出文件将发布到您指定的 Amazon S3 位置。Amazon S3 发布的所有文件均使用 Amazon S3
服务器端加密进行加密 (SSE-S3)。发布到 Amazon S3 的文件夹和文件会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您是导出属
性图还是 RDF 数据。如果您打开文件发布的 Amazon S3 位置，则会看到以下内容：

Amazon S3 中导出的文件的位置
• nodes/— 此文件夹包含逗号分隔值 (CSV) 或 JSON 格式的节点数据文件。
在 Neptune 中，节点可以有一个或多个标签。具有不同单个标签（或多个标签的不同组合）的节点写入不
同的文件，这意味着没有单个文件包含具有不同标签组合的节点的数据。如果一个节点有多个标签，则这
些标签在分配给文件之前按字母顺序排序。
• edges/— 此文件夹包含逗号分隔值 (CSV) 或 JSON 格式的边缘数据文件。
与节点文件一样，边缘数据根据标签的组合写入不同的文件。为了进行模型训练，根据边缘的标签加上边
缘起点和结束节点的标签的组合，将边缘数据分配给不同的文件。
• statements/— 此文件夹包含RDF海龟、N-四边形、N-三元格式或 JSON 格式的数据文件。
• config.json— 此文件包含纲要根据出口过程推断出来的图表。
• lastEventId.json— 此文件包含commitNum和opNum数据库的 Neptune 直播上的最后一个事件。导
出过程仅包含此文件，如果您将includeLastEventId导出参数到true，并且要从中导出数据的数据库
具有Neptune 直播 (p. 483)已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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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控制 Neptune 导出过程的参数
无论您是在使用海王星出口服务还是neptune-export命令行实用程序，用于控制导出的参数大致相同。它
们包含传递给 Neptune-Export 终端节点或传递到的 JSON 对象neptune-export在命令行上。
传递给导出过程的对象最多有五个顶级字段：
-d '{

"command" : "(either export-pg or export-rdf)",
"outputS3Path" : "s3:/(your Amazon S3 bucket)/(path to the folder for exported
data)",
"jobsize" : "(for Neptune-Export service only)",
"params" : { (a JSON object that contains export-process parameters) },
"additionalParams": { (a JSON object that contains parameters for training
configuration) }
}'

目录
• 这些区域有：command参数 (p. 425)
• 这些区域有：outputS3Path参数 (p. 425)
• 这些区域有：jobSize参数 (p. 425)
• 这些区域有：params宾语 (p. 426)
• 这些区域有：additionalParams宾语 (p. 426)
• 导出中的参数字段params顶级 JSON 对象 (p. 427)
• 导出参数中可能的字段列表params宾语 (p. 427)
• 所有类型导出的通用字段列表 (p. 427)
• 属性图导出的字段列表 (p. 427)
• RDF 导出的字段列表 (p. 427)
• 所有类型导出的通用字段 (p. 427)
• cloneCluster中的字段params (p. 427)
• cloneClusterInstanceType中的字段params (p. 428)
• cloneClusterReplicaCount中的字段params (p. 428)
• clusterId中的字段params (p. 428)
• endpoint中的字段params (p. 428)
• endpoints中的字段params (p. 429)
• profile中的字段params (p. 429)
• useIamAuth中的字段params (p. 429)
• includeLastEventId中的字段params (p. 429)
• 用于导出属性图的字段 (p. 430)
• concurrency中的字段params (p. 430)
• edgeLabels中的字段params (p. 430)
• filter中的字段params (p. 430)
• filterConfigFile中的字段params (p. 431)
• format用于属性图数据的字段params (p. 431)
• gremlinFilter中的字段params (p. 431)
• gremlinNodeFilter中的字段params (p. 432)
• gremlinEdgeFilter中的字段params (p. 432)
• nodeLabels中的字段params (p. 432)
• scope中的字段params (p.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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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DF 导出的字段 (p. 433)
• format用于 RDF 数据的字段params (p. 433)
• rdfExportScope中的字段params (p. 433)
• sparql中的字段params (p. 433)
• 过滤导出内容的示例 (p. 434)
• 筛选属性图数据的导出 (p. 434)
• 使用的示例scope只导出边 (p. 434)
• 使用的示例nodeLabels和edgeLabels仅导出具有特定标签的节点和边 (p. 434)
• 使用的示例filter仅导出指定的节点、边缘和属性 (p. 434)
• 使用的示例gremlinFilter (p. 435)
• 使用的示例gremlinNodeFilter (p. 435)
• 使用的示例gremlinEdgeFilter (p. 435)
• 组合filter、gremlinNodeFilter、nodeLabels、edgeLabels和scope (p. 435)
• 筛选 RDF 数据的导出 (p. 436)
• 使用rdfExportScope和sparql以导出特定边 (p. 436)

这些区域有：command参数
这些区域有：command顶级参数确定是导出属性图数据还是导出 RDF 数据。如果你省略command参数，导
出过程默认为导出属性图数据。
• export-pg— 导出属性图表数据。
• export-rdf— 导出 RDF 数据。

这些区域有：outputS3Path参数
这些区域有：outputS3Path顶级参数是必需的，且必须包含可将导出文件发布到的 Amazon S3 位置的
URI：
"outputS3Path" : "s3://(your Amazon S3 bucket)/(path to output folder)"

该值必须以s3://，后跟有效的存储桶名称和存储桶中的文件夹路径（可选）。

这些区域有：jobSize参数
这些区域有：jobSize顶级参数仅与海王星出口服务一起使用，而不是与neptune-export命令行实用程
序，是可选的。它允许您描述正在启动的导出作业的规模，这有助于确定专门用于该作业的计算资源量及其
最大并发级别。
"jobsize" : "(one of four size descriptors)"

四个有效的尺寸描述符是：
• small最大并发数量：8. 适用于最大 10 GB 的存储卷。
• medium最大并发数量：32. 适用于高达 100 GB 的存储卷。
• large最大并发数量：64。适用于超过 100 GB 但小于 1 TB 的存储卷。
• xlarge最大并发数量：96。适用于超过 1 TB 的存储卷。
API 版本 2020-12-18
425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params

默认情况下，在 Neptune-Export 服务上启动的导出作为small任务。
出口的表现不仅取决于jobSize设置，而且还取决于要从中导出的数据库实例的数量、每个实例的大小以及
作业的有效并发级别。
对于属性图导出，您可以使用clone ClusterReplicaCount (p. 428)参数，并且可以使
用concurrency (p. 430)参数。

这些区域有：params宾语
这些区域有：params顶级参数是一个 JSON 对象，其中包含用于控制导出过程本身的参数，如中所述导
出中的参数字段params顶级 JSON 对象 (p. 427). 中的一些字段params对象特定于属性图导出，有些是
RDF。

这些区域有：additionalParams宾语
这些区域有：additionalParams顶级参数是一个 JSON 对象，其中包含可用于控制导出数据后应用于数
据的操作的参数。目前，additionalParams仅用于导出训练数据Neptune ML (p.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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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中的参数字段params顶级 JSON 对象
Neptune 出口paramsJSON 对象允许您控制导出，包括导出数据的类型和格式。

导出参数中可能的字段列表params宾语
下面列出了所有可能出现在params对象。只有这些字段的一个子集出现在任何一个对象中。

所有类型导出的通用字段列表
• cloneCluster (p. 427)
• cloneClusterInstanceType (p. 428)
• cloneClusterReplicaCount (p. 428)
• clusterId (p. 428)
• endpoint (p. 428)
• endpoints (p. 429)
• profile (p. 429)
• useIamAuth (p. 429)
• includeLastEventId (p. 429)

属性图导出的字段列表
• concurrency (p. 430)
• edgeLabels (p. 430)
• filter (p. 430)
• filterConfigFile (p. 431)
• gremlinFilter (p. 431)
• gremlinNodeFilter (p. 431)
• gremlinEdgeFilter (p. 431)
• format (p. 431)
• nodeLabels (p. 432)
• scope (p. 432)

RDF 导出的字段列表
• format (p. 433)
• rdfExportScope (p. 433)
• sparql (p. 433)

所有类型导出的通用字段
cloneCluster中的字段params
（可选）. 默认值: false。
如果cloneCluster参数设置为true，导出过程使用数据库集群的快速克隆：
"cloneCluster" :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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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导出过程会从您使用endpoint、endpoints要么clusterId参数。但是，如果您的数据库集
群在导出过程中使用，且数据正在发生变化，则导出过程无法保证要导出的数据的一致性。
要确保导出的数据一致，请使用cloneCluster参数来改为从数据库集群的静态克隆中导出。
克隆的数据库集群与源数据库集群在同一 VPC 中创建，并继承源的安全组、子网组和 IAM 数据库身份验证
设置。导出完成后，Neptune 将删除克隆的数据库集群。
默认情况下，克隆的数据库集群由与源数据库集群中的主实例具有相同实例类型的单个实例组成。您可以通
过使用指定不同的实例类型来更改用于克隆的数据库集群的实例类型cloneClusterInstanceType.

Note
如果您未使用cloneCluster选项，并且直接从主数据库集群导出，则可能需要增加从中导出数据
的实例的超时时间。对于大型数据集，超时应设置为几个小时。

cloneClusterInstanceType中的字段params
（可选）.
如果cloneCluster参数存在且设置为true，您可以使用cloneClusterInstanceType参数来指定用于
克隆的数据库集群的实例类型：
默认情况下，克隆的数据库集群由与源数据库集群中的主实例具有相同实例类型的单个实例组成。
"cloneClusterInstanceType" : "(for example, r5.12xlarge)"

cloneClusterReplicaCount中的字段params
（可选）.
如果cloneCluster参数存在且设置为true，您可以使用cloneClusterReplicaCount参数来指定在克
隆的数据库集群中创建的只读副本实例的数量：
"cloneClusterReplicaCount" : (for example, 3)

默认情况下，克隆的数据库集群由单个主实例组成。这些区域有：cloneClusterReplicaCount参数允许
您指定应创建多少个额外的只读副本实例。

clusterId中的字段params
（可选）.
这些区域有：clusterId参数指定要使用的数据库集群的 ID：
"clusterId" : "(the ID of your DB cluster)"

如果您将clusterId参数中，导出过程使用该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可用实例来提取数据。

Note
这些区域有：endpoint、endpoints, 和clusterId参数是互斥的。使用其中一个也只使用一
个。

endpoint中的字段params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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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endpoint指定数据库集群中的 Neptune 实例的终端节点，导出过程可以查询该终端节点以提取数据
（请参阅终端节点连接 (p. 115))。这只是 DNS 名称，不包括协议或端口：
"endpoint" : "(a DNS endpoint of your DB cluster)"

使用集群或实例终端节点，但不使用主读取终端节点。

Note
这些区域有：endpoint、endpoints, 和clusterId参数是互斥的。使用其中一个也只使用一
个。

endpoints中的字段params
（可选）.
使用endpoints在数据库集群中指定导出过程可以查询以提取数据的终端节点的 JSON 数组（请参阅终端
节点连接 (p. 115))。这些只是 DNS 名称，不包括协议或端口：
"endpoints": [
"(one endpoint in your DB cluster)",
"(another endpoint in your DB cluster)",
"(a third endpoint in your DB cluster)"
]

如果集群中有多个实例（一个主实例和一个或多个只读副本），则可以使用endpoints参数以跨这些终端节
点的列表分发查询。

Note
这些区域有：endpoint、endpoints, 和clusterId参数是互斥的。使用其中一个也只使用一
个。

profile中的字段params
（需要导出 Neptune ML 的训练数据，除非neptune_ml字段存在于additionalParams字段）.
这些区域有：profile参数为特定工作负载提供了一组预配置的参数。目前，导出过程只支
持neptune_ml轮廓
如果要导出 Neptune ML 的训练数据，请将以下参数添加到params对象：
"profile" : "neptune_ml"

useIamAuth中的字段params
（可选）. 默认值: false。
如果要从中导出数据的数据库有启用 IAM 身份验证 (p. 143)，您必须包含useIamAuth参数设置为true：
"useIamAuth" : true

includeLastEventId中的字段params
如果你设置includeLastEventId为 true，并且要从中导出数据的数据库具有Neptune 直播 (p. 483)启用
后，导出过程将写lastEventId.json文件到指定的导出位置。此文件包含commitNum和opNum直播中最
后一个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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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LastEventId" : true

由导出过程创建的克隆数据库将继承其父级的流设置。如果父级启用了流，则克隆也将启用流。克隆上的流
的内容将反映克隆创建时父级的内容（包括相同的事件 ID）。

用于导出属性图的字段
concurrency中的字段params
（可选）. 默认值: 4。
这些区域有：concurrency参数指定导出过程应使用的并行查询数：
"concurrency" : (for example, 24)

一个很好的指导方针是将并发级别设置为所有从中导出数据的实例上 vCPUs 数量的两倍。例如，r5.xlarge
实例有 4 个 vCPUs。如果从 3 个 r5.xlarge 实例的集群中导出，则可以将并发级别设置为 24（= 3 x 2 x
4）。
如果您使用的是 Neptune-Export 服务，则并发级别受作业大小 (p. 425)设置。例如，小型作业支持 8 的并发
级别。如果您尝试为小型作业指定 24 的并发级别为 24，请使用concurrency参数，有效水平保持在 8。
如果从克隆的群集导出，则导出过程将根据克隆实例的大小和作业大小计算适当的并发级别。

edgeLabels中的字段params
（可选）.
使用edgeLabels仅导出那些具有您指定标签的边：
"edgeLabels" : ["(a label)", "(another label"]

JSON 数组中的每个标签必须是一个简单的标签。
这些区域有：scope参数的优先级高于edgeLabels参数，所以如果scope值不包括边缘，edgeLabels参
数没有影响。

filter中的字段params
（可选）.
使用filter以指定只导出具有特定标签的节点和/或边，并筛选为每个节点或边缘导出的属性。
A 的一般结构filter对象，无论是内联还是在过滤器配置文件中，如下所示：
"filter" : {
"nodes": [ (array of node label and properties objects) ],
"edges": [ (array of edge definition an properties objects) ]
}

• nodes— 包含以下形式的节点和节点属性的 JSON 数组：
"nodes : [
{
"label": "(node label)",

API 版本 2020-12-18
430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params

]

}

"properties": [ "(a property name)", "(another property name)", ( ... ) ]

• label— 节点的属性图标签或标签。
获取单个值，或者，如果节点有多个标签，则获取一个值数组。
• properties— 包含要导出的节点属性的名称的数组。
• edges— 包含以下形式的边缘定义的 JSON 数组：
"edges" : [
{
"label": "(edge label)",
"properties": [ "(a property name)", "(another property name)", ( ... ) ]
}
]

• label— 边缘的属性图表标签。需要单个值。
• properties— 包含要导出的边属性的名称的数组。

filterConfigFile中的字段params
（可选）.
使用filterConfigFile指定包含过滤器配置的 JSON 文件，格式与filter参数需要：
"filterConfigFile" : "s3://(your Amazon S3 bucket)/neptune-export/(the name of the JSON
file)"

请参阅筛选条件 (p. 430)对于的格式，请参阅filterConfigFile文件。

format用于属性图数据的字段params
（可选）. 默认值：csv（逗号分隔值）
这些区域有：format参数指定导出的属性图数据的输出格式：
"format" : (one of: csv, csvNoHeaders, json, neptuneStreamsJson)

• csv— 逗号分隔值 (CSV) 格式化的输出，列标题根据Gremlin 加载数据格式 (p. 218).
• csvNoHeaders— CSV 格式化的数据，没有列标题。
• json— JSON 格式化的数据。
• neptuneStreamsJson— JSON 格式化的数据，使用GREMLIN_JSON 更改序列化格式 (p. 486).

gremlinFilter中的字段params
（可选）.
这些区域有：gremlinFilter参数允许你提供 Gremlin 片段，例如has()step，用于过滤节点和边缘：
"gremlinFilter" : (a Gremlin snippet)

字段名称和字符串值应用转义的双引号括起来。对于日期和时间，您可以使用datetime (p. 710)方法。
API 版本 2020-12-18
431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params

以下示例仅导出具有日期创建属性且值大于 2021-10-10 的节点和边：
"gremlinFilter" : "has(\"created\", gt(datetime(\"2021-10-10\")))"

gremlinNodeFilter中的字段params
（可选）.
这些区域有：gremlinNodeFilter参数允许你提供 Gremlin 片段，例如has()step，用于过滤节点：
"gremlinNodeFilter" : (a Gremlin snippet)

字段名称和字符串值应用转义的双引号括起来。对于日期和时间，您可以使用datetime (p. 710)方法。
以下示例仅导出具有deleted值为的布尔属性true：
"gremlinNodeFilter" : "has(\"deleted\", true)"

gremlinEdgeFilter中的字段params
（可选）.
这些区域有：gremlinEdgeFilter参数允许你提供 Gremlin 片段，例如has()step，用于过滤边缘：
"gremlinEdgeFilter" : (a Gremlin snippet)

字段名称和字符串值应用转义的双引号括起来。对于日期和时间，您可以使用datetime (p. 710)方法。
以下示例仅导出带有strength值为 5 的数字属性：
"gremlinEdgeFilter" : "has(\"strength\", 5)"

nodeLabels中的字段params
（可选）.
使用nodeLabels仅导出具有您指定标签的节点：
"nodeLabels" : ["(a label)", "(another label"]

JSON 数组中的每个标签必须是一个简单的标签。
这些区域有：scope参数的优先级高于nodeLabels参数，所以如果scope值不包括节点，nodeLabels参
数没有影响。

scope中的字段params
（可选）. 默认值: all。
这些区域有：scope参数指定是仅导出节点还是只导出边，还是同时导出节点和边缘：
"scope" : (one of: nodes, edges, or all)

• nodes— 仅导出节点及其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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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ges— 仅导出边缘及其属性。
• all— 导出节点和边缘及其属性（默认值）。

RDF 导出的字段
format用于 RDF 数据的字段params
（可选）. 默认值：turtle
这些区域有：format参数指定导出 RDF 数据的输出格式：
"format" : (one of: turtle, nquads, ntriples, neptuneStreamsJson)

• turtle— 海龟格式化的输出。
• nquads— N-Quads 格式化的数据，没有列标题。
• ntriples— N-Triples 格式化的数据。
• neptuneStreamsJson— JSON 格式化的数据，使用SPARQL NQUADS 更改序列化格式 (p. 486).

rdfExportScope中的字段params
（可选）. 默认值: graph。
这些区域有：rdfExportScope参数指定 RDF 导出的范围：
"rdfExportScope" : (one of: graph, edges, or query)

• graph— 导出所有 RDF 数据。
• edges— 仅导出那些代表边缘的三元组。
• query— 导出由 SPARQL 查询检索的数据，该查询使用sparql字段中返回的子位置类型。

sparql中的字段params
（可选）.
这些区域有：sparql参数允许您指定 SPARQL 查询来检索要导出的数据：
"sparql" : (a SPARQL query)

如果您使用sparql字段中返回的子位置，则还必须rdfExportScope字段至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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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导出内容的示例
以下示例说明了过滤导出数据的方法。

筛选属性图数据的导出
使用的示例scope只导出边
{

}

"command": "export-pg",
"params": {
"endpoint": "(your Neptune endpoint DNS name)",
"scope": "edges"
},
"outputS3Path": "s3://(your Amazon S3 bucket)/neptune-export"

使用的示例nodeLabels和edgeLabels仅导出具有特定标签的节点和边
这些区域有：nodeLabels以下示例中的参数指定只有节点具有Person标签或Post应该导出标签。这些区
域有：edgeLabels参数指定只有带likes应该导出标签：
{

}

"command": "export-pg",
"params": {
"endpoint": "(your Neptune endpoint DNS name)",
"nodeLabels": ["Person", "Post"],
"edgeLabels": ["likes"]
},
"outputS3Path": "s3://(your Amazon S3 bucket)/neptune-export"

使用的示例filter仅导出指定的节点、边缘和属性
这些区域有：filter本示例中的对象导出country带有他们的节点type、code和desc房地产，还
有route他们的边缘dist财产。
{

"command": "export-pg",
"params": {
"endpoint": "(your Neptune endpoint DNS name)",
"filter": {
"nodes": [
{
"label": "country",
"properties": [
"type",
"code",
"desc"
]
}
],
"edges": [
{
"label": "route",
"properties": [
"dis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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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outputS3Path": "s3://(your Amazon S3 bucket)/neptune-export"

使用的示例gremlinFilter
此示例使用gremlinFilter仅导出那些在 2021-10-10 之后创建的节点和边（也就是说，created价值大
于 2021-10-10 的财产）：
{

}

"command": "export-pg",
"params": {
"endpoint": "(your Neptune endpoint DNS name)",
"gremlinFilter" : "has(\"created\", gt(datetime(\"2021-10-10\")))"
},
"outputS3Path": "s3://(your Amazon S3 bucket)/neptune-export"

使用的示例gremlinNodeFilter
此示例使用gremlinNodeFilter仅导出已删除的节点（带有布尔值的节点）deleted价值为的财产true):
{

}

"command": "export-pg",
"params": {
"endpoint": "(your Neptune endpoint DNS name)",
"gremlinNodeFilter" : "has(\"deleted\", true)"
},
"outputS3Path": "s3://(your Amazon S3 bucket)/neptune-export"

使用的示例gremlinEdgeFilter
此示例使用gremlinEdgeFilter 只导出带有strength值为 5 的数字属性：
{

}

"command": "export-pg",
"params": {
"endpoint": "(your Neptune endpoint DNS name)",
"gremlinEdgeFilter" : "has(\"strength\", 5)"
},
"outputS3Path": "s3://(your Amazon S3 bucket)/neptune-export"

组合filter、gremlinNodeFilter、nodeLabels、edgeLabels和scope
这些区域有：filter本示例中的对象导出：
• country带有他们的节点type、code和desc属性
• airport带有他们的节点code、icao和runways属性
• route他们的边缘dist属性
这些区域有：gremlinNodeFilter参数过滤节点，以便只有具有code其值以 A 开头的属性将被导出。
这些区域有：nodeLabels和edgeLabels参数进一步限制输出，以便只airport节点和route边缘将被导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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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scope参数从导出中删除边缘，这只保留指定的airport输出中的节点。
{

}

"command": "export-pg",
"params": {
"endpoint": "(your Neptune endpoint DNS name)",
"filter": {
"nodes": [
{
"label": "airport",
"properties": [
"code",
"icao",
"runways"
]
},
{
"label": "country",
"properties": [
"type",
"code",
"desc"
]
}
],
"edges": [
{
"label": "route",
"properties": [
"dist"
]
}
]
},
"gremlinNodeFilter": "has(\"code\", startingWith(\"A\"))",
"nodeLabels": [
"airport"
],
"edgeLabels": [
"route"
],
"scope": "nodes"
},
"outputS3Path": "s3://(your Amazon S3 bucket)/neptune-export"

筛选 RDF 数据的导出
使用rdfExportScope和sparql以导出特定边
此示例导出了谓词为 < http://kelvinlawrence.net/air-routes/objectProperty/route > 且其对象不是文字的三元
组：
{

"command": "export-rdf",
"params": {
"endpoint": "(your Neptune endpoint DNS name)",
"rdfExportScope": "query",
"sparql": "CONSTRUCT { ?s <http://kelvinlawrence.net/air-routes/objectProperty/route> ?
o } WHERE { ?s ?p ?o . FILTER(!isLiteral(?o)) }"
},
"outputS3Path": "s3://(your Amazon S3 bucket)/neptune-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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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 Neptune 导出过程
Amazon Neptune 出口流程使用Amazon Batch以配置导出 Neptune 数据所需的计算和存储资源。当导出运
行时，您可以使用logs字段以访问导出作业的 CloudWatch 日志。
但是，CloudWatch 日志中的Amazon Batch执行导出的作业只有在Amazon Batch作业正在运行。如果
Neptune 导出报告导出处于待定状态，则不会有可以访问 CloudWatch 日志的日志链接。如果导出作业仍
在pending状态超过几分钟时间，则可能存在问题，配置底层资源Amazon Batch资源的费用。
导出作业离开 “待处理” 状态后，您可以按如下方式检查其状态：

检查的状态Amazon Batch工作
1.

打开Amazon Batch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batch/.

2.

选择海王星导出作业队列。

3.

寻找姓名与jobName开始导出时，由 Neptune 导出返回。

如果作业仍然停留在RUNNABLE状态，这可能是因为网络或安全问题阻止容器实例加入底层 Amazon Elastic
Container Service (Amazon ECS) 集群。请参阅中有关验证计算环境的网络和安全设置的部分此支持文章.
你可以检查的另一件事是 auto-scaling 的问题：

要查看 Amazon EC2 auto-scaling 组中的Amazon Batch计算环境
1.

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Amazon EC2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ec2/。

2.

SelectAuto Scaling用于镎导出计算环境的组。

3.

打开活动选项卡，然后检查活动历史记录是否有失败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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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您的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
此部分说明如何使用管理和维护 Neptune 数据库集群。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和
Amazon CLI.
Neptune 在以复制拓扑形式连接的数据库服务器的集群上运行。因此，管理 Neptune 通常涉及将更改部署到
多个服务器以及确保所有 Neptune 副本与主服务器保持同步。
由于 Neptune 会随着数据增加透明地扩展底层存储，因此管理 Neptune 需要相对较少的磁盘存储管理。同
样，由于 Neptune 自动执行持续备份，因此 Neptune 集群无需广泛的规划或用于执行备份的停机时间。
主题
• 创建具有 Neptune 权限的 IAM 用户 (p. 441)
• Amazon Neptune 参数组 (p. 443)
• Amazon Neptune 参数 (p. 445)
• 使用启动 Neptune 数据库集群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 (p. 448)
• 停止和启动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 (p. 451)
• 使用快速重置 API 清空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 (p. 453)
• 使用控制台创建 Neptune 副本 (p. 457)
• 使用控制台修改 Neptune 数据库集群 (p. 458)
• 将 Neptune 副本添加到数据库集群 (p. 460)
• Amazon Neptune 中的性能和扩展 (p. 462)
• 自动扩展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中的副本数量 (p. 463)
• 维护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 (p. 466)
• Amazon Neptune 更新 (p. 468)
• Neptune 中的数据库克隆 (p. 469)
• 管理 Amazon Neptune 实例 (p.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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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具有 Neptune 权限的 IAM 用户
要访问 Neptune 控制台以创建和管理 Neptune 数据库集群，您需要创建具有所有必要权限的 IAM 用户。
第一步是为 Neptune 创建服务相关角色策略：

为 Amazon Neptune 创建服务相关角色策略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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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左侧的导航窗格中，选择策略。

3.

在存储库的策略页面上，选择创建策略.

4.

在存储库的创建策略页面上，选择JSON选项卡并复制以下服务相关角色策略：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Action": "iam:CreateServiceLinkedRole",
"Effect": "Allow",
"Resource": "arn:aws:iam::*:role/aws-service-role/rds.amazonaws.com/
AWSServiceRoleForRDS",
"Condition": {
"StringLike": {
"iam:AWSServiceName":"rds.amazonaws.com"
}
}
}
]
}

5.
6.

Select后续：标签，然后在添加标签选择页面后续：审核。
在存储库的查看策略页面中，将新政策命名为 “海王星服务链接”。

有关服务相关角色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对 Neptune 使用服务相关角色 (p. 196)。

创建具有所有必要权限的新 IAM 用户
接下来，创建新的 IAM 用户，其中附加了相应的托管策略，这些策略将授予您所需的权限，以及您创建的服
务相关角色策略（此处名为NeptuneServiceLinked):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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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左侧的导航窗格中，选择用户，然后在用户页面上，选择添加用户.
在存储库的添加用户页面上，输入新 IAM 用户的名称，选择访问密钥-编程访问(对于 )Amazon凭据类
型，然后选择后续：Permissions (下一步：权限)。
在存储库的设置权限在页面上，筛选策略框中，键入 “Neptune”。现在从列出的策略中选择以下内容：
• NeptuneFullAccess
• NeptuneConsoleFullAccess
• 海王星服务已链接（假设这就是您之前创建的服务相关角色策略的命名）。

5.
6.
7.

下 VPC 步在筛选策略框代替 “Neptune”。SelectAmazonVPCFullAccess来自列出的策略。
Select后续：标签，然后在添加标签页面上，选择后续：审核。
在审核页面中，检查以下所有策略现在已附加到新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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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ptuneFullAccess
• NeptuneConsoleFullAccess
• 海王星服务已链接
• AmazonVPCFullAccess

8.

然后，选择创建用户.
最后，下载并保存新用户的访问密钥 ID 和秘密访问密钥。

要在 Amazon Simple Storage Storage Service (Amazon S3) 等其他服务上进行互操作，您需要添加更多权
限和信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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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Neptune 参数组
通过以下方法来在 Amazon Neptune 中管理数据库配置参数 (p. 445)在参数组中。参数组充当容器以获取
引擎配置值，这些值可应用于一个或多个数据库实例。
有两种类型的参数组，即数据库集群参数组和数据库参数组：
• 数据库参数组在实例级别应用，通常与 Neptune 图形引擎的设置关联，例
如neptune_query_timeout参数。
• 数据库集群参数组 应用到集群中的每个实例，通常具有更广泛的设置。每个 Neptune 集群与一个数据库
集群参数组关联。该集群中的每个数据库实例继承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中包含的引擎配置值。
您在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中修改的任意配置值将覆盖数据库参数组中的默认值。如果您在数据库参数组中编
辑对应的值，则这些值将覆盖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中的设置。
如果在创建数据库实例时未指定自定义数据库参数组，则将使用默认数据库参数组。默认数据库参数组的参
数设置无法修改。相反，要更改默认参数设置，您必须创建新的数据库参数组。并非所有数据库引擎参数都
可在您创建的数据库参数组中进行更改。
参数组是在与不同的 Neptune 引擎版本兼容的系列中创建的。默认参数组系列为neptune1，它与之前的所
有引擎版本兼容1.2.0.0. 从以下启动发布: 1.2.0.0 (2022-07-21) (p. 741)，该neptune1.2必须改用参数
组系列。这意味着，当你升级到1.2.0.0 或更高版本，则必须先在neptune1.2family，这样你就可以在升
级时附上它们。
以下是您在使用数据库参数组中的参数时应了解的几个要点：
• 更改静态参数并保存实例数据库参数组时，参数更改将在手动重启数据库实例后生效。目前，所有
Neptune 数据库参数都是静态的。
• 更改静态参数并保存数据库集群参数组时，参数更改将在手动重启集群中每个数据库实例后生效。目前，
所有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参数都是静态的。
• 在数据库参数组内设置参数不恰当可能会产生意外的不利影响，包括性能降低和系统不稳定。修改数据库
参数时应始终保持谨慎，且在修改数据库参数组前备份数据。先对测试数据库实例试用参数组设置更改，
然后再将这些更改应用于生产数据库实例。
• 当您更改与数据库实例关联的数据库参数组时，必须在数据库实例使用新的数据库参数组之前手动重启实
例。

Note
优化前发布: 1.2.0.0 (2022-07-21) (p. 741)，则每当主（写入器）实例重新启动时，数据库集群
中的所有只读副本实例都会自动重启。
从发布: 1.2.0.0 (2022-07-21) (p. 741)以后，重启主实例不会导致任何复制副本实例重新启动。
这意味着，如果您要更改集群参数，则必须分别重启每个实例以获取参数更改。
•

编辑数据库集群参数组或数据库参数组
1.

登录到Amazon管理控制台，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Amazon Neptune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neptune/home.

2.

选择导航窗格中的 Parameter groups (参数组)。

3.

选择要编辑的数据库参数组的 Name (名称) 链接。
（可选）选择创建参数组以创建新的集群参数组并创建新的组。然后选择新参数组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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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如果只有默认数据库集群参数组，则此步骤为必需，因为默认数据库集群参数组无法修改。
4.
5.
6.

选择编辑参数。
设置要更改的参数的值。
选择Save changes（保存更改）。

7.

如果要更改数据库集群参数，请重启 Neptune 集群中的每个数据库实例；如果要更改数据库实例参数，
则重启一个或多个特定实例。

创建数据库参数组或数据库集群参数组
您可以轻松使用 Neptune 控制台来创建新的参数组：
1.
2.

登录到Amazon管理控制台，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Amazon Neptune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neptune/home.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中的 Parameter groups (参数组)。

3.

选择 Create DB parameter group (创建数据库参数组)。
创建数据库参数组页面将显示。

4.

在参数组系列列表中，选择neptune1或者，如果您的目标是引擎版本 1.2.0.0 或更高版本，请选
择neptune1.2.

5.
6.

在类型列表中，选择数据库参数组或数据库集群参数组。
在组名框中，键入新数据库参数组的名称。

7.
8.

在描述框中，键入新数据库参数组的描述。
选择Create（创建）。

您还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创建新的参数组：Amazon CLI：
aws neptune create-db-parameter-group \
--db-parameter-group-name (a name for the new DB parameter group) \
--db-parameter-group-family (either neptune1 or neptune1.2, depending on the engine
version) \
--description (a description for the new DB parameter group)

API 版本 2020-12-18
444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参数

Amazon Neptune 参数
通过使用参数来在 Amazon Neptune参数组 (p. 443). 下列参数可用于配置 Neptune 数据库参数：
目录
• neptune_enable_audit_log（集群级参数） (p. 445)
• neptune_lab_mode（集群级参数） (p. 445)
• neptune_query_timeout（集群级参数） (p. 445)
• neptune_streams（集群级参数） (p. 445)
• neptune_streams_expiry_days（集群级参数） (p. 446)
• neptune_lookup_cache（集群级参数） (p. 446)
• neptune_autoscaling_config（集群级参数） (p. 446)
• neptune_ml_iam_role（集群级参数） (p. 446)
• neptune_ml_endpoint（集群级参数） (p. 446)
• neptune_dfe_query_engine（实例级参数） (p. 446)
• neptune_query_timeout（实例级参数） (p. 447)
• neptune_result_cache（实例级参数） (p. 447)
• neptune_enforce_ssl（已弃用的集群级参数） (p. 447)

neptune_enable_audit_log（集群级参数）
此参数切换 Neptune 的审核日志记录。
允许的值为 0（禁用）和 1（启用）。原设定值为 0。

neptune_lab_mode（集群级参数）
设置此项后，该参数将启用 Neptune（Neptune）的特定实验性功能。有关当前可用的实验性功能，请参
阅Neptune 实验室模式 (p. 121)。
要启用或禁用实验性功能，请在此参数中包括 (feature name)=enabled 或 (feature
name)=disabled。可以通过用逗号分隔多个功能来启用或禁用它们，如下所示：
(feature #1 name)=enabled, (feature #2 name)=enabled
实验室模式功能通常在默认情况下禁用。一个例外是DFEQueryEngine功能，该功能在默认情况下已启用，
以便与查询提示一起使用（DFEQueryEngine=viaQueryHint) 始于Neptune 引擎版本 1.0.5.0 (p. 763).
始于Neptune (p. 745)DFE 引擎不再处于实验室模式，现在使用neptune_dfe_query_engine (p. 446)实例
的数据库参数组中的实例参数。

neptune_query_timeout（集群级参数）
指定图表查询的特定超时持续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31

允许值的范围为 10 到 2,147,483,647 (2

- 1)。默认值为 120,000（2 分钟）。

neptune_streams（集群级参数）
启用或禁用Neptune 流 (p. 482).
允许的值为 0（默认禁用）和 1（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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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_streams_expiry_days（集群级参数）
指定服务器删除流记录之前经过的天数。
允许的值来自1到90（含这两个字母）。默认为 7。

neptune_lookup_cache（集群级参数）
禁用或重新启用Neptune 查找缓存。 (p. 101)上R5d实例。
允许的值包括 enabled 和 disabled。默认值是 。disabled，但是每当R5d实例在数据库集群中创
建，neptune_lookup_cache参数自动设置为enabled并在该实例上创建查找缓存。

neptune_autoscaling_config（集群级参数）
为只读副本实例设置配置参数Neptune auto-scaling (p. 463)创建和管理。
使用您设置为neptune_autoscaling_config参数，您可以指定：
• Neptune auto-scaling 用于其创建的所有新只读副本实例的实例类型。
• 分配给这些只读副本的维护时段。
• 要与所有新只读副本关联的标签。
JSON 字符串的结构如下所示：
"{

\"tags\": [
{ \"key\" : \"reader tag-0 key\", \"value\" : \"reader tag-0 value\" },
{ \"key\" : \"reader tag-1 key\", \"value\" : \"reader tag-1 value\" },
],
\"maintenanceWindow\" : \"wed:12:03-wed:12:33\",
\"dbInstanceClass\" : \"db.r5.xlarge\"

}"

请注意，字符串中的引号必须全部使用反斜杠字符（\)。
未在中指定的三种配置设置中的任何一个neptune_autoscaling_config参数从数据库集群的主写入器实
例的配置中复制。

neptune_ml_iam_role（集群级参数）
指定在 Neptune 机器学习中使用的 IAM 角色 ARN。该值可以是任何有效的 IAM 角色 ARN。
您可以为图表上的机器学习指定默认 IAM 角色 ARN。

neptune_ml_endpoint（集群级参数）
指定用于 Neptune ML 的端点。值可以是任何有效值SageMaker终端节点名称.
您可以指定默认值 SageMaker 用于在图形上进行机器学习的端点。

neptune_dfe_query_engine（实例级参数）
始于Neptune (p. 745)，则此数据库实例参数用于控制DPL (p. 123)被使用。允许的值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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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abled— 使得尽可能使用 DFE 引擎，除非useDFE查询提示存在且设置为false.
• viaQueryHint（默认值）— 使 DFE 引擎仅用于显式包含useDFE查询提示设置为true.
如果尚未显式设置此参数，则默认值viaQueryHint，在实例启动时使用。

Note
无论如何设置此参数，所有 OpencyPher 查询都由 DFE 引擎执行。
在 1.1.1.0 版之前，这是一个实验室模式参数，而不是数据库实例参数。

neptune_query_timeout（实例级参数）
该数据库实例参数为一个实例指定图表查询的超时持续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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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值的范围为 10 到 2,147,483,647 (2

- 1)。默认值为 120,000（2 分钟）。

neptune_result_cache（实例级参数）
neptune_result_cache— 此数据库实例参数启用或禁用缓存查询结果 (p. 283).
允许的值包括0、（禁用，这是默认禁用）和1（已启用）。

neptune_enforce_ssl（已弃用的集群级参数）
(已淘汰) 曾经有一些区域允许到 Neptune 的 HTTP 连接，当设置为 1 时，此参数用于强制所有连接使用
HTTPS。但是，此参数不再相关，因为 Neptune 现在仅在所有区域接受 HTTPS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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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启动 Neptune 数据库集群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
启动新 Neptune 数据库集群，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 Neptune 数据库集群Amazon CloudFormation用于为您
创建所有必需资源的模板，如中所述创建数据库集群 (p. 52).
如果您愿意，也可以使用 Neptune 控制台手动启动新的数据库集群，如下所述。
在访问 Neptune 控制台创建 Neptune 集群之前，请先创建一个具有执行此操作所需权限的 IAM 用户，如中
所述创建具有 Neptune 权限的 IAM 用户 (p. 441).
然后，登录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以该 IAM 用户身份进行操作，然后按照以下步骤创
建新的数据库集群：

使用控制台启动 Neptune 数据库集群
1.

登录到 ER ER ER ER ER ER ERAmazon管理控制台，然后在处打开 Amazon Neptune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neptune/home.

2.

导航到数据库页面并选择创建数据库，这将打开创建数据库页.

3.

UNDER引擎选项，发动机类型是neptune，您可以选择特定的引擎版本或接受默认版本。

4.

UNDER设置中，输入新数据库集群的名称，或接受其中提供的默认名称。此名称在实例的终端节点地址
中使用，并且必须满足以下限制：
• 它必须包含 1 到 63 个字母数字字符或连字符。
• 它的第一个字符必须是字母。
• 它不能以连字符结束或包含两个连续连字符。
• 它在中的所有数据库实例中必须是唯一的Amazon给定账户Amazon区域。

5.

UNDER模板，选择其中一个 ER ER ER生产要么开发和测试.

6.

UNDER数据库实例大小，请选择实例大小。这将决定新数据库集群的主写入实例的处理和内存容量。
如果您选择了 ER ER ER ER ER ER生产模板，则只能从列出的可用内存优化类中进行选择，但如果您
选择了开发和测试，你也可以从更经济的突发类中进行选择（参见T3 可突增实例 (p. 474)关于突发类
的讨论）。

Note
启动Neptune 引擎版本 1.1.0.0 (p. 754)Neptune 不再支持R4实例类型。
7.

UNDER可用性与持久性，您可以选择是否启动 ER ER ER ER ER ER ER ER ER ER ER ER ER multiavailability-zone （多可用区）部署。默认情况下，生产模板启用多可用区部署，而开发和测试模板则不
启用。如果启用了多可用区部署，Neptune 会定位您在不同可用区 (AZ) 中创建的只读副本实例，以提高
可用性。

8.

UNDER连接中，从可用选项中选择将托管新数据库集群的虚拟私有云 (VPC)。在这里你可以选择创建
新 VPC如果你想让 Neptune 为你创建 VPC。您必须先在此同一 VPC 中创建 Amazon EC2 实例才能
访问 Neptune 实例（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每个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都驻留在亚马逊 VPC
中 (p. 137))。请注意，在数据库集群创建后，您无法更改 VPC。
如果需要，可以在下进一步配置集群的连接其他连接配置：
a.

UNDER子网组，您可以选择要用于新数据库集群的 Neptune 数据库数据库子网组。如果您的 VPC
尚没有任何子网组，Neptune 将为您创建一个数据库子网组（请参阅每个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
集群都驻留在亚马逊 VPC 中 (p. 137))。

b.

UNDERVPC 安全组，选择一个或多个现有的 VPC 安全组以保护对新数据库集群的网络访问，或选
择新建 ER ER ER如果您希望 Neptune 为您创建一个，然后为新 VPC 安全组提供一个名称（请参
阅使用 VPC 控制台创建安全组 (p.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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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9.

UNDER数据库端口中，输入数据库将用于应用程序连接的 TCP/IP 端口。Neptune 使用端口
号8182默认值为。

UNDER标签，您最多可以将 50 个标签与新数据库集群关联。

10. UNDER其他配置，您可以为新数据库集群进行更多设置（在许多情况下，您现在可以跳过这些设置并接
受默认值）：
选项

您能做的事情

数据库实例标识符

您可以为集群的写入器实例提供名称。如果不这
样做，则使用基于集群名称的默认标识符。如果
是，请指定您拥有的所有数据库实例的唯一名称
Amazon当前区域的账户。数据库实例标识符不区
分大小写，但以全小写形式存储。

数据库集群参数组

选择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然后定义集群中所有数
据库实例的默认配置。除非您另有选择，否则
Neptune 将使用默认数据库集群参数组。有关参
数组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Neptune 参数
组 (p. 443)。

数据库参数组

选择数据库参数组以定义集群中主数据库实例的
配置。除非您另行选择，否则 Neptune 将使用默
认参数组。有关参数组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参数
组 (p. 443)。

IAM 数据库身份验证

如果你查看启动 IAM 数据库身份验证，则对数
据库的所有访问都将使用进行身份验证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

Important
这要求您使用签署所有请求Amazon签
名版本 4 签名。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 概述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 在Amazon Neptune
中 (p. 140)。
Failover priority (故障转移优先级)

选择No preference或故障转移的优先级层。如
果您选择了一个层并且其中存在争用，则会选择
与主实例大小相等的副本。

备份保留期

选择 Neptune 保留此数据库实例的自动备份的时
间长度（1 到 35 天）。你只能执行 point-in-time
还原 (PITR) 到备份保留期内的某个时间。

将标签复制到快照

(默认情况下启用) 此选项会将与数据库集群关联
的所有标签复制到数据库集群的任何快照中。

启用加密

(默认情况下启用) 此选项会使数据库集群中的数
据静态加密。
如果这样做，请选择用于保护用于加密此数据库
卷的密钥的主密钥。你可以选择默认aws/rds密
钥或从您账户的主密钥中进行选择，或输入来自
其他账户的密钥的 ARN。您可以在上创建新的主
加密密钥加密密钥选项卡。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 静态加密Neptune 资源 (p.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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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您能做的事情

审核日志

如果您希望将数据库集群的审核日志发布到，请
选中此项 CloudWatch 日志。

启用自动次要版本升级

(默认情况下启用) 此选项会使数据库集群在发
布后自动升级到新的次要引擎版本。自动升级
会在数据库的维护时段进行。请参阅 升级你的
Neptune 引擎 (p. 737)。

维护时段

您可以选择希望对数据库集群进行待处理修改的
特定时间段，例如更改数据库实例类或自动引擎
修补程序。任何此类维护操作都将在选定的时间
段内开始和完成。如果不选择周期，Neptune 会
任意分配一个维护期。

启用删除保护

(默认情况下启用) 删除保护机制会阻止删除您的
数据库集群。您必须显式禁用它才能删除数据库
集群。

11. 选择创建数据库启动您的新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及其主实例。
在 Amazon Neptune 控制台中，新数据库集群显示在数据库的列表中。数据库集群的状态为 Creating
(正在创建)，直到完成创建并可供使用。当状态更改为 Available (可用) 时，您可连接到数据库集群的主
实例。根据所分配的数据库实例类和存储的不同，新实例可能需要数分钟时间才能变得可用。
要查看新创建的集群，请选择 ER ER ER ER ER ER ER ER ER数据库在Neptune 控制台中查看。

Note
如果您使用删除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 Neptune 数据库实例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控制台会自动删除数据库集群本身。如果您使用 ER ER ER ER ER ER ER ER
ERAmazon CLI或 SDK，则必须在删除数据库集群的最后一个实例后手动删除数据库集群。
记下了 ER ER ER ER ER ER集群终端节点值。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集群，需要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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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和启动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
停止和启动 Amazon Neptune 集群可以帮助您控制开发和测试环境的成本。您可以暂时停止集群中的所有数
据库实例，而不是每次使用集群时设置和停用所有数据库实例。
主题
• 停止和启动 Neptune 数据库集群概述 (p. 451)
• 停止 Neptune 数据库集群 (p. 451)
• 启动已停止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 (p. 452)

停止和启动 Neptune 数据库集群概述
在不需要 Neptune 集群期间，您可以同时停止该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您可以在需要使用时再次启动集群。
启动和停止简化了用于开发、测试或不需要持续可用性的类似活动的集群的设置和停用过程。您可以在
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中通过单个操作完成此操作，而不考虑集群中的实例数量。
在停止数据库集群后，您只需在指定的保留时段内为集群存储、手动快照和自动备份存储付费。您无需为任
何数据库实例小时数付费。
七天后，Neptune 自动重新启动数据库集群，以确保其赶得上任何所需的维护更新。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具有较少负载的 Neptune 集群的费用，您可以停止集群，而不是删除其所有只读副本。对
于具有超过一个或两个实例的集群，则只能使用Amazon CLI或 Neptune API，而且删除也可能难以按正确顺
序执行。例如，您必须在删除主实例之前删除所有只读副本，以避免激活故障转移机制。
如果您需要将数据库集群保持运行状态，但想要减少容量，请不要使用启动和停止。如果您的集群成本太高
或不太繁忙，您可以删除一个或多个数据库实例，或者将数据库实例更改为使用较小的实例类，但您不能停
止单个数据库实例。

停止 Neptune 数据库集群
当您不使用它一段时间后，您可以停止正在运行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然后在需要时重新启动它。在停止
集群后，您需要在指定的保留时段内为集群存储、手动快照和自动备份存储付费，但不需要为数据库实例小
时数付费。
停止操作会先停止所有集群的只读副本实例，然后停止主实例，以避免激活故障转移机制。

使用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
使用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停止 Neptune 集群
1.

登录到Amazon在以下网址打开 Amazon Neptune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neptune/
home.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Databases (数据库)，然后选择集群。您可以从该页面中执行停止操作，或者导航
到要停止的数据库集群的详细信息页面。

3.

在 Actions (操作) 中，选择 Stop (停止)。

使用Amazon CLI
要使用Amazon CLI请调用stop-db-cluster (p. 841)命令，使用--db-cluster-identifier参数来标识要
停止的数据库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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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aws neptune stop-db-cluster --db-cluster-identifier mydbcluster

使用 Neptune 管理 API 停止数据库集群
要使用 Neptune 管理 API 停止数据库实例，请调用StopDBCluster (p. 841)API 然后使
用DBClusterIdentifier参数来标识要停止的数据库集群。

停止数据库集群后可以发生什么
• 您可以从快照还原它（请参阅从数据库集群快照还原 (p. 693)）。
• 您无法修改该数据库集群或其任何数据库实例的配置。
• 您无法从集群中添加或删除数据库实例。
• 如果集群仍有任何关联的数据库实例，则您无法删除此集群。
• 通常，您必须重新启动已停止的数据库集群才能执行大多数管理操作。
• 一旦再次启动停止的集群，Neptune 将任何计划的维护应用于此集群。请记住，七天后，Neptune 自动重
新启动停止的集群，以使其维护状态不会落后太多。
• Neptune 不会对已停止的数据库集群执行任何自动备份，因为在集群停止后无法更改基础数据。
• 停止 Neptune 据库集群后，不会延长数据库集群的备份保留期。

启动已停止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
您只能启动处于停止状态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在启动集群时，它的所有数据库实例将再次变得可用。集
群保留其配置设置，例如，终端节点、参数组和 VPC 安全组。

使用启动已停止的数据库集群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
1.

登录到Amazon在以下网址打开 Amazon Neptune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neptune/
home.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Databases (数据库)，然后选择集群。您可以从该页面中执行启动操作，或者导航
到该数据库集群的详细信息页面并从那里启动。

3.

在 Actions (操作) 中，选择 Start (启动)。

使用启动已停止的数据库集群Amazon CLI
使用启动已停止的数据库集群Amazon CLI请调用start-db-cluster (p. 837)使用的命令--db-clusteridentifier参数，以指定要启动的停止数据库集群。提供您在创建数据库集群时选择的集群名称，或使用
您选择的数据库实例名称。-cluster附加到它的结尾。

Example
aws neptune start-db-cluster --db-cluster-identifier mydbcluster

使用 Neptune 管理 API 启动已停止的数据库集群
要使用 Neptune 管理 API 启动 Neptune 数据库集群，请调用StartDBCluster (p. 837)使用
APIDBCluster参数，以指定要启动的停止数据库集群。提供您在创建数据库集群时选择的集群名称，或使
用您选择的在其末尾附加 -cluster 的数据库实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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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快速重置 API 清空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
群
Neptune 快速重置 REST API 可让您快速轻松地重置Neptune 图形，移除其所有数据。

Note
此功能于以下内容Neptune 引擎版本 1.0.4.0 (p. 776).
• 在大多数情况下，快速重置操作会在几分钟内完成。持续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启动操作时集
群上的负载。
• 快速复位操作不会导致额外的 I/O。
• 快速重置后，存储卷大小不会缩小。相反，存储会在插入新数据时重复使用。这意味着在快速重置操作之
前和之后拍摄的快照的卷大小将相同。使用快速重置操作之前和之后创建的快照恢复的集群的卷大小也将
相同
• 作为重置操作的一部分，将重新启动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

Note
在极少数情况下，这些服务器重启也可能导致群集故障转移。

Important
使用快速重置可能会中断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与其他服务的集成。例如：
• 快速重置会从数据库中删除所有流数据并完全重置流。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新配置，您的流使用者
可能无法再工作。
• 快速重置删除所有元数据关于 SageMaker Neptune ML 正在使用的资源，包括作业和终端节点。
它们继续存在于 SageMaker，您可以继续使用现有的 SageMaker Neptune 机器学习推理查询的
端点，但 Neptune 机器学习管理 API 不再与它们配合使用。
• 集成，例如 full-text-search 与 集成 ElasticSearch 也会被快速重置消灭，必须手动重新建立才能
再次使用。

使用 API 删除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数据
1.

首先，生成一个令牌，然后使用该令牌执行数据库重置。此步骤旨在帮助防止任何人意外重置数据库。
你可以通过发送一个HTTP POST请求/system数据库集群的写入器实例上的终端节点来指
定initiateDatabaseResetaction.
这些区域有：curl使用 JSON 内容类型的命令将是：
curl -X POST \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https://your_writer_instance_endpoint:8182/system \
-d '{ "action" : "initiateDatabaseReset" }'

或者，使用x-www-form-urlencoded内容类型：
curl -X POST \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
https://your_writer_instance_endpoint:8182/system \
-d 'action=initiateDatabaseRe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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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区域有：initiateDatabaseResetrequest 在其 JSON 响应中返回重置令牌，如下所示：
{

}

"status" : "200 OK",
"payload" : {
"token" : "new_token_guid"
}

令牌在颁发后的一小时（60 分钟）内仍然有效。
如果您将请求发送到读取器实例或状态终端节点，Neptune 将抛出ReadOnlyViolationException.
如果你发送多个initiateDatabaseReset请求，则只有最新生成的令牌才对第二步有效，即实际执行
重置的步骤。
如果服务器在你之后立即重启initiateDatabaseReset请求时，生成的令牌将失效，您需要发送新请
求以获取新令牌。
2.

接下来，您发送performDatabaseReset使用您从中获得的令牌进行请
求initiateDatabaseReset到/system数据库集群的写入器实例上的终端节点。这将会从您的数据
库集群中删除所有数据。
这些区域有：curl使用 JSON 内容类型的命令是：
curl -X POST \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https://your_writer_instance_endpoint:8182/system \
-d '{
"action" : "performDatabaseReset",
"token" : "token_guid"
}'

或者，使用x-www-form-urlencoded内容类型：
curl -X POST \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
https://your_writer_instance_endpoint:8182/system \
-d 'action=performDatabaseReset&token=token_guid'

该请求返回一个 JSON 响应。如果请求被接受，则响应为：
{

"status" : "200 OK"

}

如果您发送的令牌与发出的令牌不匹配，则响应如下所示：
{

"code" : "InvalidParameterException",
"requestId":"token_guid",
"detailedMessage" : "System command parameter 'token' : 'token_guid' does not match
database reset token"

}

如果请求被接受并且重置开始，服务器将重新启动并删除数据。在重置数据库集群时，您无法向其发送
任何其他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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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带有 IAM-Auth 的快速重置 API
如果您已在数据库集群上启用 IAM-auth，您可以使用awscurl发送使用 IAM-Auth 进行身份验证的快速重置命
令:

使用 awscurl 通过 IAM-Auth 发送快速重置请求
1.

设置AWS_ACCESS_KEY_ID和AWS_SECRET_ACCESS_KEY环境变量正确（还
有AWS_SECURITY_TOKEN如果您使用的是临时证书）。

2.

网络 ACL 和安全组都允许 (因此可到达您的实例) 的发起 ping 的initiateDatabaseReset请求类似
于以下内容：
awscurl -X POST --service neptune-db "$SYSTEM_ENDPOINT" \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region us-west-2 \
-d '{ "action" : "initiateDatabaseReset" }'

3.

一个performDatabaseReset请求类似于以下内容：
awscurl -X POST --service neptune-db "$SYSTEM_ENDPOINT" \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region us-west-2 \
-d '{ "action" : "performDatabaseReset" }'

快速重置操作的常见错误代码
Neptune 错误代码

HTTP 状态

消息

示例

400
InvalidParameterException

系统命令参数 '##'具有不
受支持的值'XXX'

参数无效

400
InvalidParameterException

为以下项提供的值过
多：##

带有多个操作的快
速重置请求，标头
为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400
InvalidParameterException

重复的字段 “操作”

带有多个操作的快速重
置请求，标头为 “内容类
型：应用程序/json”

400
MethodNotAllowedException

错误的路线：/###

请求发送到错误的终端
节点

400
MissingParameterException

缺少必需的参数：[动作]

快速重置请求不包含所
需的 “操作” 参数

400
ReadOnlyViolationException

只读实例上不允许写入
内容

快速重置请求已发送到
读取器或状态终端节点

403
AccessDeniedException

身份验证令牌缺失

向启用了 IAM-Auth 的数
据库终端节点发送了没
有正确签名的快速重置
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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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 错误代码

HTTP 状态

500
ServerShutdownException

消息

示例

数据库重置正在进行
中。请在集群可用后重
试查询。

当快速重置开始时，现
有的和传入的 Gremlin/
Sparql 查询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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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控制台创建 Neptune 副本
创建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主实例之后，可通过使用添加其他 Neptune 副本创建只读副本Amazon Neptune
控制台上的页面。

使用创建 Neptune 副本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
1.

登录到Amazon管理控制台，然后在处打开 Amazon Neptune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neptune/home.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Instances (实例)。

3.
4.

选中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主实例左侧的复选框。
选择实例操作，然后选择创建只读副本。

5.

在存储库的创建副本数据库实例页面上，指定您的 Neptune 副本的选项。下表显示了 Neptune 只读副
本的设置。
对于此选项...

请执行此操作

可用区

指定可用区。选择与主数据库实例不同的区域。该列表仅包
括数据库集群的数据库子网组映射的那些可用区。

加密

启用或禁用加密。

数据库实例类

选择定义 Neptune 副本的处理和内存要求的数据库实例类。
有关 Neptune 在不同区域中提供的数据库实例类的当前列
表，请参阅Neptune 定价页面.

只读副本源

选择要为其创建 Neptune 副本的主实例的标识符。

数据库实例标识符

为该实例输入一个名称，该名称在您所选区域中对于您
的账户是唯一的。您可选择对该名称进行一些巧妙处理，
例如将所选的可用区包含在名称中（如 neptune-useast-1c）。

数据库参数组

此实例的参数组。

Auto Minor Version Upgrade

选择是如果您希望在次要 Neptune 数据库引擎版本升级可用
时，让 Neptune 副本自动接收这些次要升级，请选择。
Auto Minor Version Upgrade (自动次要版本升级) 选项仅适
用于次要升级。它不适用于引擎维护补丁，这些补丁始终会
自动应用以保持系统稳定性。

6.

选择创建只读副本来创建 Neptune 副本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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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控制台修改 Neptune 数据库集群
当您使用 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修改数据库实例时，您可以选择立即应用来立即应用
更改。如果您选择立即应用更改，将立即应用您的新更改以及等待修改队列中的所有更改。
如果您没有选择立即应用更改，更改将被放置在等待修改队列中。队列中的所有等待更改都将在下一维护时
段应用。

Important
如果任何等待修改需要停机，选择立即应用更改可导致相应的数据库实例意外停机。数据库集群中
的其他数据库实例则无停机。

Note
在 Neptune 中修改数据库集群时，立即应用设置仅影响对数据库集群标识符、IAM 数据库身份验证.
所有其他修改会立即应用，而不管立即应用设置的值如何。

使用控制台修改数据库集群
1.

登录到Amazon管理控制台，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Amazon Neptune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neptune/home.

2.
3.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集群，然后选择要修改的数据库集群。
选择操作，然后选择修改集群。此时会显示修改数据库集群页面。

4.

根据需要更改任意设置。

Note
在控制台中，某些实例级别更改仅适用于当前数据库实例，而其他更改适用于整个数据库集
群。要在控制台中更改设置，而该设置在实例级别修改整个数据库集群，请按照修改数据库集
群中的数据库实例 (p. 458)中的说明操作。
5.
6.
7.

当所有更改都达到您的要求时，选择 Contiune (继续) 并查看摘要。
要立即应用更改，请选择立即应用。
在确认页面上，检查您的更改。如果更改正确无误，请选择修改集群以保存更改。
要编辑您的更改，请选择 Back (返回)，要取消更改，请选择 Cancel (取消)。

修改数据库集群中的数据库实例
使用控制台修改数据库集群中的数据库实例
1.

登录到Amazon管理控制台，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Amazon Neptune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neptune/home.

2.
3.
4.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实例，然后选择要修改的数据库实例。
选择实例操作，然后选择修改。将显示 Modify DB Instance (修改数据库实例) 页面。
根据需要更改任意设置。

Note
某些设置应用于整个数据库集群，并且必须在集群级别进行更改。要更改这些设置，请按照使
用控制台修改 Neptune 数据库集群 (p. 458)中的说明操作。
在 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中，某些实例级别更改仅适用于当前数据库实
例，而其他更改适用于整个数据库集群。
5.
6.

当所有更改都达到您的要求时，选择 Contiune (继续) 并查看摘要。
要立即应用更改，请选择立即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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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确认页面上，检查您的更改。如果更改正确无误，请选择 Modify DB Instance (修改数据库实例) 保存
更改。
要编辑您的更改，请选择 Back (返回)，要取消更改，请选择 Cancel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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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Neptune 副本添加到数据库集群
在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中，有一个主数据库实例和最多 15 个 Neptune 副本。主数据库实例支持读取和写入
操作，并执行针对集群卷的所有数据修改。Neptune 副本连接到同一存储卷作为主数据库实例并仅支持读取
操作。Neptune 副本可以从主数据库实例分载读取工作负载。
我们建议您将数据库集群中的主实例和 Neptune 副本分配到多个可用区，以提高数据库集群的可用性。
有关 Neptune 副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控制台创建 Neptune 副本 (p. 457).

将 Neptune 副本添加到数据库集群
1.

登录到Amazon在管理控制台上，然后在处打开 Amazon Neptune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neptune/home.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数据库，然后选择数据库集群。

3.

选择操作，然后选择添加读取器.
这些区域有：创建只读副本数据库实例此时将显示页。

4.

在存储库的创建只读副本数据库实例页面上，指定您的副本的选项。下表显示 Neptune 只读副本的设
置。
对于该选项

请执行此操作

数据库实例类

选择具有您希望为副本提供的处理和内存容量的数据库实例
类。

可用区

确定您是否希望指定特定的可用区 (AZ)。该列表仅包括数据
库集群的数据库子网组映射的那些可用区。

加密

如果尚未为数据库集群中的实例启用静态加密，请选择启用
加密以启用它。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静态加密Neptune 资
源 (p. 138)。

只读副本源

选择要为其创建只读副本的实例的标识符。

数据库实例标识符

在中输入一个名称，该名称在您的账户中是唯一
的。Amazon数据库集群所在的区域。您可以选择在该
名称中包括有用的信息，例如，选定的数据库引擎（例
如）。gremlin-read-instance1)。

数据库端口

Neptune 副本的端口与数据库集群的端口相同。默认为
8182。

数据库参数组

选择参数组。Neptune 具有一个可使用的默认参数组，您
也可以创建自己的参数组。有关参数组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Neptune 参数 (p. 445)。

审核日志

Select审核日志如果你想使用审计日志记录CloudWatch日
志。你还必须设置neptune_enable_audit_log将数据库
集群参数组中的参数转为enable(1) 启用审计日志记录。

自动次要版本升级

Select启用自动次要版本升级如果您希望在次要引擎版本升
级可用时，让 Neptune 数据库集群自动接收这些升级，请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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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该选项

请执行此操作
这些区域有：自动次要版本升级选项仅适用于升级到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次要引擎版本。它不适用于
应用于维持系统稳定性的常规修补程序。

5.

选择创建 Neptune 副本来创建 Neptune 复制品。

要从数据库集群中删除 Neptune 副本，请按照中的说明操作。删除 Amazon Neptune 中的数据库实
例 (p. 480)删除 Neptune 副本数据库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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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Neptune 中的性能和扩展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和实例可以在三个不同级别上扩展：
• 存储扩展 (p. 462)
• 实例扩展； (p. 462)
• 读取扩展 (p. 462)

Neptune 中的存储扩展
Neptune 存储自动使用您的集群卷中的数据进行扩展。当数据量增多时，您的集群卷存储将递增，除中国和
GovCloud 以外的所有受支持区域最多达 128 TiB，这两个区域仅限 64 TiB。
每小时检查一次集群卷的大小，以确定您的存储成本。
Neptune 数据库占用的存储空间按每 GB 月增量计费，占用的 I/O 按每百万请求增量计费。您只需为
Neptune 数据库占用的存储空间和 I/O 付费，无需提前预配置。
有关定价信息，请参阅Neptune 产品页面.

Neptune 中的实例扩展
可通过修改数据库集群中每个数据库实例的数据库实例类来根据需扩展 Neptune 数据库集群。Neptune 支持
几个优化型数据库实例类。

中的 Neptune 中的扩展
可通过在数据库集群中创建最多 15 个 Neptune 副本来实现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读取扩展。每个 Neptune
副本均返回集群卷中的相同数据，且副本滞后时间最短（通常大大少于主实例写入更新后的 100 毫秒）。
当读取流量增大时，可创建额外 Neptune 副本并直接连接到这些副本以为您的数据库集群分配读取负
载。Neptune 副本不必具有与主实例相同的数据库实例类。
有关将 Neptune 副本添加到数据库集群的信息，请参阅添加 Neptune 副本 (p.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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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扩展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中的副本数
量
您可以使用 Neptune auto-scaling 功能自动调整数据库集群中的 Neptune 副本数量，以满足您的连接和工
作负载要求。自动扩展可让你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处理工作负载的突然增加，然后，当工作负载减少
时，auto-scaling 会移除不必要的副本，这样你就不需要为未使用的容量付
您只能对已有一个主写入器实例和至少一个只读副本实例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使用自动扩展（请参
阅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和实例 (p. 111))。此外，集群中的所有只读副本实例必须处于可用状态。如
果任何只读副本处于可用以外的状态，那么在群集中的每个只读副本都可用之前，Neptune 自动扩展不执行
任何操作。
请参阅创建数据库集群 (p. 52)如果您需要创建新集群。
使用Amazon CLI，您可以定义扩展策略并将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扩展策略指定了以下 auto-scaling 参数：
• 集群中的最小副本数量和最大副本数量。
• 所谓的冷却时间副本添加或删除之间的间隔。
• 这些区域有： CloudWatch 指标和用于向上或向下扩展的指标触发值。
使用Amazon CLI，您也可以编辑或删除 auto-scaling 策略。
当 CloudWatch 您正在使用的指标达到您在策略中指定的阈值，只要数据库集群尚未设置的最大副本
数，Neptune 会使用与数据库集群的主实例相同的实例类型创建新副本。
当指标显示工作负载已足够减小时，Neptune auto-scaling 会删除不必要的副本，这样您就不会为未使用的
容量付费。

Note
Neptune auto-scaling 只会删除它创建的副本。它不会删除预先存在的副本。
使用neptune_autoscaling_config (p. 446)数据库集群参数，您还可以指定 Neptune auto-scaling 创建的新只
读副本的实例类型、这些只读副本的维护时段以及与每个新只读副本关联的标签。您在 JSON 字符串中提供
这些配置设置作为neptune_autoscaling_config参数类似于以下内容：
"{

\"tags\": [
{ \"key\" : \"reader tag-0 key\", \"value\" : \"reader tag-0 value\" },
{ \"key\" : \"reader tag-1 key\", \"value\" : \"reader tag-1 value\" },
],
\"maintenanceWindow\" : \"wed:12:03-wed:12:33\",
\"dbInstanceClass\" : \"db.r5.xlarge\"

}"

请注意，JSON 字符串中的引号都必须用反斜杠字符转义（\)。像往常一样，字符串中的所有空格都是可选
的。
中未指定的三种配置设置中的任何一种neptune_autoscaling_config参数是从数据库集群的主写入器实
例的配置中复制的。
何时auto-scaling添加一个新的只读副本实例，它在数据库实例 ID 的前缀autoscaled-reader（例
如，autoscaled-reader-7r7t7z3lbd-20210828)。它还将标签添加到它使用密钥创建的每个只读副
本autoscaled-reader而且有价值TRUE. 你可以在标签数据库实例详细信息页面的选项卡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
"key" : "autoscaled-reader",

"value" :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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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scaling 创建的所有只读副本实例的升级层是最低优先级，即15默认为。这意味着在故障转移期
间，任何更高优先级的副本（如手动创建的副本）都会先提升。请参阅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容错能
力 (p. 689)。
Neptune auto-scaling 是使用应用程序 Auto Scaling 实现的目标跟踪扩展策略那使用
NeptuneCPUUtilization (p. 662) CloudWatch 指标作为预定义指标。

如何为 Amazon Neptune 启用 auto-scaling
为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启用 auto-scaling 包括三个步骤：

1. 使用 Application Auto Scaling 注册数据库集群
为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启用 auto-scaling 展的第一步是使用Amazon CLI或其中一个 Application Auto
Scaling SDK。集群必须已有一个主实例和至少一个只读副本实例：
例如，要注册集群以自动扩展，使用从 1 到 8 个其他副本进行扩展，您可以使用Amazon CLI registerscalable-target命令如下：
aws application-autoscaling register-scalable-target \
--service-namespace neptune \
--resource-id cluster:(your DB cluster name) \
--scalable-dimension neptune:cluster:ReadReplicaCount \
--min-capacity 1 \
--max-capacity 8

这等同于使用RegisterScalableTargetApplication Auto Scaling API 操作。
这些区域有：Amazon CLI register-scalable-target命令使用以下参数：
• --service-namespace – 设置为 neptune。
此参数等效于ServiceNamespaceApplication Auto Scaling API 中的参数。
• resource-id— 将其设置为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资源标识符。资源类型为cluster，后面是冒号
(':')，然后输入数据库集群的名称。
此参数等效于ResourceIDApplication Auto Scaling API 中的参数。
• scalable-dimension— 在这种情况下，可扩展维度是数据库集群中的副本实例的数量，因此您将此参
数设置为neptune:cluster:ReadReplicaCount.
此参数等效于ScalableDimensionApplication Auto Scaling API 中的参数。
• min-capacity— 由 Application Auto Scaling 管理的最小读取器数据库副本实例数。这可能小于 0 且不
大于max-capacity参数。
此参数等效于MinCapacityApplication Auto Scaling API 中的参数。
• max-capacity— 由 Application Auto Scaling 管理的最大读取器数据库副本实例数。该值不能小于mincapacity参数，且不超过 15 减去预先存在的副本数量。一个数据库集群总共不能超过 15 个副本，因此
通过 auto-scaling 管理的副本的最大数量加上预先存在的副本数量不能超过该限制。
这些区域有：max-capacity Amazon CLI参数等效于MaxCapacityApplication Auto Scaling API 中的参
数。
注册数据库集群时，Application Auto Scaling 会创
建AWSServiceRoleForApplicationAutoScaling_NeptuneCluster服务相关角色。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 。Application auto-scaling 的服务相关角色中的Application Auto Scaling 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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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义要用于数据库集群的自动扩展策略
目标跟踪扩展策略定义为也可以保存在文本文件中的 JSON 文本对象。对于 Neptune，此政
策目前只能使用 NeptuneCPUUtilization (p. 662) CloudWatch 指标作为名为的预定义指
标NeptuneReaderAverageCPUUtilization.
以下是 Neptune 的目标跟踪扩展配置策略示例：
{

"PredefinedMetricSpecification": { "PredefinedMetricType":
"NeptuneReaderAverageCPUUtilization" },
"TargetValue": 60.0,
"ScaleOutCooldown" : 600,
"ScaleInCooldown" : 600

}

这些区域有：TargetValue这里的元素包含 auto-scaling 超过该比例的 CPU 利用率横向扩展（也就是说，
添加更多副本）以及在其下面缩减（即，删除副本）。在这种情况下，触发扩展的目标百分比为60.0%。
这些区域有：ScaleInCooldown元素指定在完成一个缩减活动后开始另一个缩减活动之前等待的时长
(秒)。默认值为 300 秒。在这里，值 600 指定从完成一个复制副本删除到开始另一个复制副本之间必须至少
10 分钟。
这些区域有：ScaleOutCooldown元素指定在完成一个扩展活动后开始另一个扩展活动之前等待的时长
(秒)。默认值为 300 秒。在这里，值 600 指定从完成一个复制副本添加到开始另一个副本之间必须至少 10
分钟。
这些区域有：DisableScaleIn元素是一个布尔值，如果存在且设置为true完全禁用缩放功能，
这意味着 auto-scaling 可能会添加副本，但永远不会删除任何副本。默认情况下，已启用缩放，并
且DisableScaleIn是false.
在 Application Auto Scaling 中注册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并在文本文件中定义 JSON 扩展策略后，接下来，
将扩展策略应用于注册的数据库集群。您可以使用Amazon CLI put-scaling-policy命令来执行此操作，
其中包含如下参数：
aws application-autoscaling put-scaling-policy \
--policy-name (name of the scaling policy) \
--policy-type TargetTrackingScaling \
--resource-id cluster:(name of your Neptune DB cluster) \
--service-namespace neptune \
--scalable-dimension neptune:cluster:ReadReplicaCount
--target-tracking-scaling-policy-configuration file://(path to the JSON configuration
file)

应用 auto-scaling 策略后，数据库集群上将启用 auto-scaling。
您也可以使用Amazon CLI put-scaling-policy命令更新现有的 auto-scaling 策略。
另请参阅PutScalingPolicy中的Application Auto Scaling API 参考.

从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中删除 auto-scaling
要从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中删除 auto-scaling，请使用Amazon CLI 删除扩展策略和注销可扩展目标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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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
Neptune 定期对 Neptune 资源进行维护。维护最常涉及对数据库集群的基础操作系统或数据库引擎版本的更
新。针对操作系统的大多数更新通常是因安全问题而必须尽快进行的。您可以使用实例状态 API (p. 658)
来确定当前安装的引擎发行版本。
维护项目需要 Neptune 使您的数据库集群脱机一小段时间。需要使资源脱机的维护包括扩展计算操作（从始
至终通常只需要几分钟时间）和必需的操作系统或数据库修补。仅对与安全性和实例可靠性相关的修补程序
自动安排必需的修补。这种修补很少发生 (通常几个月一次)，并且几乎不会需要过长的维护时段。
在应用操作系统更新时，数据库实例不会自动备份。所以您应该在应用更新前备份数据库实例。
您可以使用 Neptune 控制台来查看您的数据库集群是否有可用的维护更新。如果有更新，则用单词表
示Available要么必需中的维护Neptune 控制台上的数据库集群的列。
如果有可用更新，您可以执行任一以下操作：
• 推迟维护项目。
• 立即应用维护项目。
• 计划下一个维护时段内要开始的维护项目。
• 不执行任何操作。

Note
某些操作系统更新标记为 required (必需)。如果您推迟某个必需的更新，则会收到一条来自
Neptune 的通知，指示何时执行此更新。其他更新将标记为 Available (可用)，而且您可以无限期地
推迟这些更新。
维护时段确定待处理的操作何时开始，但不限制这些操作的总执行时间。维护操作不保证在维护时段结束前
完成，可以在超出指定的结束时间后继续。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Neptune 维护时段 (p. 466)。

Neptune 维护时段
每个数据库集群都有一个每周维护时段，在此期间会应用任何系统更改。在请求或要求的情况下，您可以将
维护时段视为控制修改及软件修补程序更新的时间的机会。如果在给定的周内安排了维护事件，则将在您确
定的 30 分钟维护时段内启动维护。大部分维护事件也将在 30 分钟的维护时段内完成，但较大的维护事件有
时需要 30 分钟以上的时间才能完成。
这个 30 分钟维护时段是随机从每个区域的 8 小时时间段中选择出来的。如果您未在创建数据库集群时指定
首选维护时段，则会在一 Neptune 期中随机选择的某天为您分配 30 分钟的维护时段。
在应用维护时，Neptune 将使用您的数据库集群上的一些资源。您可观察到对性能的影响甚微。对于数据库
实例来说，在极少数情况下，可能需要多可用区故障转移才能完成维护更新。
下面是每个时段Amazon分配默认维护时段的区域：
区域

时间段

美国西部（俄勒冈）区域

06:00–14:00 UTC

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北部）
区域

06:00–14:00 UTC

美国东部（俄亥俄）区域

03:00–11:00 UTC

欧洲（爱尔兰）区域

22:00–06:00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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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控制台调整首选数据库集群维护时段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维护时段应当选在使用量最小的时段上。因而可能必须不时予以修改。仅当正在应用的
更新需要中断时，您的数据库集群才会在这段时间内不可用。执行必要更新所需的中断持续时间会非常短。

调整首选数据库集群维护时段
1.
2.

登录到Amazon管理控制台，然后在处打开 Amazon Neptune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neptune/home.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Clusters。

3.
4.

选择要更改维护时段的数据库集群。
依次选择 Actions (操作)、Modify cluster (修改集群)。

5.

在维护部分中，更新维护时段。

6.

选择 Continue (继续)。

7.

在确认页面上，检查您的更改。
要立即应用对维护时段的更改，请选择立即应用。

8.

选择修改集群以保存更改。
要编辑您的更改，请选择 Back (返回)，要取消更改，请选择 Cancel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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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Neptune 更新
Amazon Neptune 定期发布数据库引擎更新。客户可以根据更新类型，选择手动或自动应用这些更新。在应
用更新的维护窗口期间，群集编写器和读取器实例不可用于处理用户查询。大多数维护事件最多需要 30 分
钟即可完成。要配置集群的维护时段，请参阅Neptune 维护时段 (p. 466).
过去的引擎版本在 Amazon Neptune 的引擎发布 (p. 736) 中列出。
请注意，Neptune 编号和句柄更新的方式在 2019 年 11 月发生了变化，如中所述。引擎版本号 (p. 738).
您可以使用控制台手动更新引擎版本，以便设置AutoMinorVersionUpgrade字段到true以便 Neptune 尽
可能自动将引擎更新到最新版本。

使用控制台将您的引擎升级到最新版本
您可以使用执行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次要版本升级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如下所
示：

使用控制台升级数据库集群的引擎版本
1.

登录到Amazon管理控制台，并在以下网址打开 Amazon Neptune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neptune/home.

2.
3.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集群，然后选择要修改的数据库集群。
选择操作，然后选择修改集群。此时会显示修改数据库集群页面。

4.
5.

对于数据库引擎版本，选择新版本。
选择继续，查看修改摘要。

6.
7.

要立即应用更改，请选择立即应用。
在确认页面上，检查您的更改。如果更改正确无误，请选择修改集群以保存更改。
或者，选择 Back (返回) 编辑您的更改，或者选择 Cancel (取消) 取消更改。

设置 Neptune 以自动升级引擎版本
如果你设置AutoMinorVersionUpgrade字段到true在数据库集群的写入器数据库实例中，Neptune 会尽
可能自动将集群的引擎更新为最新版本。
您可以使用 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 设置此字段：

设置数据库集群的 AutoMinorVersionUpgrade 字段
1.

登录到Amazon管理控制台，并在以下网址打开 Amazon Neptune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neptune/home.

2.
3.
4.
5.

在数据库实例列表中，选择数据库集群的主实例（写入器实例）。
选择实例操作，然后选择修改。将显示 Modify DB Instance (修改数据库实例) 页面。
选择 Actions (操作)，然后选择 Modify instance (修改实例)。将显示修改数据库实例页面。
设置自动次要版本更新字段。

参阅 修改 实例 (p. 476) 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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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 中的数据库克隆
使用数据库克隆，可以快速而经济高效地在 Amazon Neptune 中创建您的所有数据库的克隆。克隆数据库在
首次创建时只需要很少的额外空间。数据库克隆使用copy-on-writeprotocol. 在源数据库或克隆数据库上的数
据发生变化时会复制数据。您可以多次克隆同一数据库集群。还可以基于其他克隆来创建更多克隆。有关如
何使用的更多信息copy-on-write协议在 Neptune 存储的上下文中工作，请参阅写入时复制 (p. 470).
您可以在很多情况下使用数据库克隆，特别是在您不希望影响生产环境时，例如：
• 测试并评估更改的影响，例如架构更改或参数组更改。
• 执行工作负载密集型操作，例如导出数据或运行分析查询。
• 在非生产环境中为进行开发或测试创建生产数据库集群的副本。

使用 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创建数据库集群的克隆
1.

登录到Amazon管理控制台，并在处打开 Amazon Neptune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neptune/home.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Instances (实例)。选择要创建克隆的数据库集群的主实例。

3.

选择 Instance actions (实例操作)，然后选择 Create clone (创建克隆)。

4.

在 Create Clone (创建克隆) 页面上，输入克隆数据库集群的主实例名称作为 DB instance identifier (数
据库实例标识符)。
如果需要，配置克隆数据库集群的任何其他设置。有关不同的数据库集群设置的信息，请参阅使用控制
台启动 (p. 448)。

5.

选择 Create Clone 启动克隆数据库集群。

使用 Amazon CLI创建数据库集群的克隆
•

打电话给 Neptunerestore-db-cluster-to-point-intime (p. 938) Amazon CLI命令并提供以下值：
• --source-db-cluster-identifier— 要创建克隆的源数据库集群的名称。
• --db-cluster-identifier— 克隆数据库集群的名称。
• --restore-type copy-on-write— 该copy-on-write值指示应创建克隆数据库集群。
• --use-latest-restorable-time— 这指定应使用最新的可恢复备份时间。

Note
这些区域有：restore-db-cluster-to-point-intime (p. 938) Amazon CLI命令仅克隆数据库集
群，而不克隆该数据库集群的数据库实例。
以下 Linux/UNIX 示例从 source-db-cluster-id 数据库集群创建一个克隆并将该克隆命名为 dbclone-cluster-id。
aws neptune restore-db-cluster-to-point-in-time \
--region us-east-1 \
--source-db-cluster-identifier source-db-cluster-id \
--db-cluster-identifier db-clone-cluster-id \
--restore-type copy-on-write \
--use-latest-restorable-time

如果将 \ 行尾转义字符替换为 Windows 上的 ^ 等效字符，则该示例也适用于 Windows：
aws neptune restore-db-cluster-to-point-in-ti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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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 us-east-1 ^
--source-db-cluster-identifier source-db-cluster-id ^
--db-cluster-identifier db-clone-cluster-id ^
--restore-type copy-on-write ^
--use-latest-restorable-time

限制
Neptune 中的数据库克隆具有以下限制：
• 不能跨创建克隆数据库Amazon地区。克隆数据库必须在与源数据库相同的区域中创建。
• 克隆的数据库始终使用克隆的源数据库所用 Neptune 引擎版本的最新补丁。即使源数据库尚未升级到该补
丁版本也是如此。不过，引擎版本本身不会改变。
• 当前，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每个副本的克隆数据库最多不超过 15 个，包括基于其他克隆的克隆。达到
该限制之后，您必须再制作数据库副本，而不是克隆数据库。但是，如果你创建一个新的副本，它最多可
以有 15 个克隆。
• 目前不支持跨账户数据库克隆。
• 您可以为克隆提供不同的 Virtual Private Cloud (VPC)。不过，在这些 VPC 中的子网必须映射到同一组可
用区。

数据库克隆的写入时复制协议
下面的方案说明如何使用copy-on-write协议工作。
• 克隆之前的 Neptune 数据库 (p. 470)
• 克隆后的 Neptune 数据库 (p. 470)
• 当对源数据库进行更改时 (p. 471)
• 当对克隆数据库进行更改时 (p. 471)

克隆之前的 Neptune 数据库
源数据库中的数据以页的形式存储。在下图中，源数据库有四个页面。

克隆后的 Neptune 数据库
如下图所示，在克隆数据库之后，源数据库中没有更改。源数据库和克隆数据库均指向相同的四个页面。没
有物理复制任何页面，因此无需额外的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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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对源数据库进行更改时
在下面的示例中，源数据库对 Page 1 中的数据进行了更改。它使用额外的存储创建名为 Page 1 的新页，
而不是写入原始 Page 1'。源数据库现在指向新 Page 1'，也指向Page 2、Page 3 和 Page 4。克隆数
据库继续指向 Page 1 到 Page 4。

当对克隆数据库进行更改时
在下图中，克隆数据库还进行了一项更改，这次是在 Page 4 中。使用额外的存储创建名为 Page 4 的新
页，而不是写入原始 Page 4'。源数据库继续指向 Page 1'，以及 Page 2 到 Page 4，但克隆数据库现
在指向 Page 1 到 Page 3，以及 Page 4'。

如第二种情况中所示，在数据库克隆之后，创建克隆时无需额外的存储。不过，如第三和第四种情况所示，
源数据库和克隆数据库中发生更改之后，将仅创建更改的页面。随着时间推移，当源数据库和克隆数据库上
出现了更多更改时，逐渐需要更多存储来捕获和存储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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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源数据库
删除源数据库不会影响与其关联的克隆数据库。克隆数据库继续指向以前由源数据库拥有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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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Amazon Neptune 实例
以下各部分介绍有关实例级别操作的信息。
主题
• Neptune T3 可突增实例类 (p. 474)
• 修改 Neptune 数据库实例（并立即应用） (p. 476)
• 重命名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p. 478)
• 重启 Amazon Neptune 中的数据库实例 (p. 479)
• 删除 Amazon Neptune 中的数据库实例 (p.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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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 T3 可突增实例类
除了固定性能的实例类之外，例如R5和R4，Amazon Neptune 向您提供了使用可突增性能的选项。T3实
例。在开发图形应用程序时，您希望数据库的速度快、响应灵敏，但您又并非总是在使用它。Neptune
的db.t3.medium的实例类能够很好地满足您这种情况的需求，并且其成本显著低于最便宜的固定性能实例
类。
可突增实例在 CPU 性能的基准级别运行，直到工作负载有更多的需求，然后在工作负载需要的时间内突增
到远超基准的水平。它的每小时价格涵盖了突增，前提是平均 CPU 利用率在 24 小时内不超过基准。对于大
多数开发和测试情况，这意味着以低成本获得良好的性能。
如果你从T3实例类，则以后在要转入生产阶段时，可以使用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Amazon CLI，或者其中一个Amazon开发工具包。

T3 突增由 CPU 积分控制
一个 CPU 积分表示在一分钟内的完全利用了一个虚拟 CPU 核心 (vCPU)。这也可以转化为一个 vCPU 在两
分钟内的 50% 使用率，或两个 vCPU 在两分钟内 25% 的使用率，依此类推。
T3 实例在空闲时可累积 CPU 积分，并在处于活动状态使用这些积分，两者的测量精度均为毫
秒。db.t3.medium 实例类具有两个 vCPU，在空闲时每小时可获得 12 个 CPU 积分。这意味着每个 vCPU
的 20% 利用率可以实现零 CPU 积分余额。获得的 12 个 CPU 积分将按照 vCPU 的 20% 使用率支出（因为
20% 乘以 60 分钟也就是 12）。因此，这个 20% 的利用率是基准 利用率，可以得到正好为零的 CPU 积分
余额。
空闲时间（CPU 使用率低于总共可用的 20%）可以生成在积分存储桶中存储的 CPU 积分，一个
db.t3.medium 实例类的上限为 576（24 小时内可累积的最大 CPU 积分数，即 2 x 12 x 24）。超过该限
制后将直接丢弃 CPU 积分。
在必要时，只要工作负载需要，CPU 利用率可以突增至 100%，即使 CPU 积分余额降至零以下。如果实例
的负余额持续 24 小时，则该时间段内产生的每 -60 个 CPU 积分会导致 0.05 美元的额外费用。但是，对于
大多数开发和测试工作负载，突增前后通常都是空闲时间。

Note
Neptune 的T3的实例类配置方式类似于 Amazon EC2无限模式.

使用 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 创建 T3 可突
增实例
在 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 中，您可以创建使用 db.t3.medium 实例类的主数据库集
群实例或只读副本实例，也可以修改现有实例以使用 db.t3.medium 实例类。
例如，要在 Neptune 控制台中创建新的数据库集群主实例，请执行以下操作：
• 选择创建数据库。
• 请选择数据库引擎版本等于或晚于1.0.2.2.
• 在 Purpose (用途) 下，选择 Development and Testing (开发和测试)。
• 对于 DB instance class (数据库实例类)，接受默认值：db.t3.medium — 2 vCPU, 4 GiB RAM。

使用 Amazon CLI 创建 T3 可突增实例
您也可以使用 Amazon CLI 执行相同的操作：
aws neptune create-db-clus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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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cluster-identifier (name for a new DB cluster) \
--engine neptune \
--engine-version "1.0.2.2"
aws neptune create-db-instance \
--db-cluster-identifier (name of the new DB cluster) \
--db-instance-identifier (name for the primary writer instance in the cluster) \
--engine neptune \
--db-instance-class db.t3.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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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Neptune 数据库实例（并立即应用）
您可将大多数更改立即应用到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实例，或者延后直至下一个维护时段。一些修改（例
如，参数组更改）需要您手动重新启动数据库实例才能使更改生效。

Important
如果 Neptune 必须重新启动您的数据库实例才能应用更改，则会导致中断。修改数据库实例设置之
前，请先审核对数据库和应用程序的影

常见设置和停机时间影响
下表包含有关哪些设置可更改、何时可应用更改、以及更改是否会导致数据库实例停机的详细信息。
数据库实例设置

停机说明

数据库实例类

无论是立即应用还是在下一个维
护时段内应用更改，都会在此更
改期间应用中断。

数据库实例标识符

无论是立即应用还是在下一个维
护时段应用，数据库实例将重
新启动，并在此更改期间发生中
断。

子网组

无论是立即应用还是在下一个维
护时段应用，数据库实例将重
新启动，并在此更改期间发生中
断。

安全组

无论您指定何时进行更改，都会
尽快异步应用更改，并且不会导
致中断。

证书颁发机构

默认情况下，在分配新的证书颁
发机构时重启数据库实例。

Database Port

更改始终立即发生，导致数据库
实例重启，并发生中断。

数据库参数组

更改此设置不会导致中断。参数
组名称本身将立即发生更改，但
在您重新启动实例而不进行故障
转移之前，不会应用实际参数更
改。在这种情况下，数据库实例
不自动重启，并且在下一个维护
时段内不应用参数更改。但是，
如果修改新关联的数据库参数组
中的动态参数，这些更改将立即
得到应用，而无需重新启动。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重启
Amazon Neptune 中的数据库实
例 (p. 479)。

数据库集群参数组

将立即更改数据库参数组名称。

备份保留期

如果指定应立即进行更改，则会
立即进行此更改。否则，如果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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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实例设置

停机说明
将该设置从一个非零值改为另一
个非零值，则将尽快地异步应用
更改。任何其他更改在下一个维
护时段内生效。如果从零改为非
零值或从非零值改为零，则会发
生服务中断。

审核日志

Select审核日志如果你
想使用审计日志记录
CloudWatch日志。你还必须设
置neptune_enable_audit_log数
据库集群参数组中的参
数，enable(1) 启用审计日志记
录。

自动次要版本升级

Select启用自动次要版本升级如果
您希望在次要引擎版本升级可用
时，让 Neptune 数据库集群自动
接收这些次要升级，请选择。
这些区域有：自动次要版本升
级选项仅适用于升级到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次要引擎
版本。它不适用于应用于维持系
统稳定性的常规修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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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命名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Amazon Neptune 使用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 重命名数据库实例会产生深远的影
响。下面是您在重命名数据库实例前应知道的事情的列表。
• 当您重命名数据库实例时，数据库实例的终端节点会发生更改，因为 URL 包含了您分配给数据库实例的名
称。您应当始终将流量从旧的 URL 重定向到新的。
• 当您重命名数据库实例时，数据库实例使用的旧 DNS 名称会立刻被删除，但它可能会在缓存中保留几分
钟。已重命名的数据库实例的新 DNS 名称大约在 10 分钟后生效。重命名的数据库实例在新名称生效前不
可用。
• 重命名实例时，不能使用现有的数据库实例名称。
• 重命名后，所有与数据库实例关联的只读副本会保持与该实例的关联。例如，假设您有一个为生产数据库
服务的数据库实例，而该实例有多个关联的只读副本。如果您重命名该数据库实例，然后在生产环境中将
其替换为数据库快照，则您重命名的数据库实例仍会拥有与它关联的只读副本。
• 如果您重复使用数据库实例的名称，则与数据库实例的名称关联的指标和事件保持不变。例如，如果提升
一个只读副本，然后将其重命名为以前主实例的名称，则与该主实例关联的事件和指标随后会与重命名的
实例关联。
• 无论是否重命名，数据库实例标签会始终与数据库实例关联在一起。
• 对于重命名的数据库实例，数据库快照也会保留下来。

使用 Neptune 控制台重命名数据库实例
1.
2.
3.
4.
5.
6.

登录到Amazon管理控制台，然后以下网址打开 Amazon Neptune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neptune/home.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Instances (实例)。
选择要重命名的数据库实例旁边的单选按钮。
在 Instance actions (实例操作) 菜单中，选择 Modify (修改)。
在 DB Instance Identifier (数据库实例标识符) 文本框中，输入一个新名称。选择立即应用，然后选择继
续。
选择修改数据库实例以完成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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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 Amazon Neptune 中的数据库实例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修改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实例，更改与该实例关联的数据库参数组或更改实例使用
的参数组中的静态数据库参数，则必须重启该实例以应用更改。
重启数据库实例会重新启动数据库引擎服务。此外，重启还会将相关数据库参数组的任何挂起的更改应用于
数据库实例。重新启动数据库实例会导致实例短暂中断，在此期间此数据库实例的状态会设置为 rebooting。
如果为多可用区配置了 Neptune 实例，则可能会通过故障转移进行重启。重新启动完成后，即会创建
Neptune 事件。
如果您的数据库实例为多可用区部署，则可在选择重启选项时强制从一个可用区故障转移到另一个可用区。
当强制故障转移数据库实例时，Neptune 会自动切换到另一个可用区中的备用副本。然后，它会更新数据库
实例的 DNS 记录，使其指向备用数据库实例。因此，您必须清除并重新建立到您的数据库实例的任何现有
连接。
如果需要模拟数据库实例故障转移以进行测试，或是在故障转移进行之后将操作还原到原始可用区，通过故
障转移重启十分有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高可用性（多可用区）中的Amazon RDS 用户指南. 当您重
启数据库集群时，它将故障转移到备用副本。重启 Neptune 副本不会初始化故障转移。
重启所需的时间是崩溃恢复过程的函数。为优化重新启动的时间，建议您在重启过程中尽可能减少数据库活
动，以减少中转事务的回滚活动。
在控制台上，重启选项可能处于禁用状态，则数据库实例不在Available状态。这可能是多个原因导致的，例
如，正在进行的备份、客户请求的修改或维护时段操作。

Note
优化前发布: 1.2.0.0 (2022-07-21) (p. 741)，每当主（写入器）实例重新启动时，数据库集群中的
所有只读副本都会自动重启。
从处启动发布: 1.2.0.0 (2022-07-21) (p. 741)，重启主实例不会导致任何副本重启。这意味着，如
果您要更改集群参数，则必须单独重启每个实例才能获得参数更改（请参阅参数组 (p. 443))。

使用 Neptune 控制台重启数据库实例
1.

登录到Amazon管理控制台，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Amazon Neptune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neptune/home.

2.
3.
4.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Instances (实例)。
选择要重启的数据库实例。
选择实例操作，然后选择重启。

5.

若要从一个可用区强制故障转移至另一个可用区，请选择通过故障转移重启？中的重启数据库实例对话
框。
选择 Reboot。要取消重启，请改为选择取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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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Amazon Neptune 中的数据库实例
您可以随时删除处于任何状态的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实例，前提是对该实例启动且对该实例禁用删除保
护。

如果已启用删除保护，则无法删除数据库实例
您只能删除禁用删除保护的数据库实例。无论您是否使用控制台，Neptune 都会强制执行删除保护Amazon
CLI，或者用于删除数据库实例的 API。
在使用 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创建生产数据库实例时，将默认启用删除保护。
如果您使用 Amazon CLI 或 API 命令创建数据库实例，则默认情况下将禁用删除保护。
要删除已启用删除保护的数据库实例，请先修改实例以将其 DeletionProtection 字段设置为 false。
启用或禁用删除保护不会导致中断。

在删除数据库实例之前为其拍摄最终快照
要删除数据库实例，您必须指定该实例的名称以及是否要为该实例拍摄一个最终的数据库快照。如果要删除
的数据库实例的状态为正在创建，则无法拍摄最终数据库快照。如果数据库实例处于状态为失败、不兼容恢
复或不兼容网络的失败状态，则只能在 SkipFinalSnapshot 参数设置为 true 时删除该实例。
如果您使用删除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 Neptune 数据库实例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则
会自动删除整个数据库集群。如果您使用的是 Amazon CLI 或开发工具包，则必须在删除最后一个实例后手
动删除数据库集群。

Important
如果删除整个数据库集群，则会同时删除其所有自动备份，并且无法恢复。这意味着，除非您选择
手动创建最终数据库快照，否则您以后无法将数据库实例还原到其最终状态。删除集群时，不会删
除实例的手动快照。
如果要删除的数据库实例有一个只读副本，应提升该只读副本或将其删除。
在以下示例中，介绍了如何删除一个数据库实例，包括有最终数据库快照和无最终数据库快照两种情况。

删除无最终快照的数据库实例
如果要快速删除数据库实例，则可以跳过创建最终数据库快照的步骤。删除数据库实例时，会删除所有的自
动备份，且无法恢复。手动快照不会删除。

使用 Neptune 控制台删除数据库实例且不制作最终数据库快照
1.
2.

登录到Amazon管理控制台，并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Amazon Neptune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neptune/home.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Instances (实例)。

3.
4.
5.
6.

在实例列表中，选择要删除的数据库实例旁边的单选按钮。
选择实例操作，然后选择删除。
选择否中的是否创建最终快照？。
选择 Delete (删除)。

删除有最终快照的数据库实例
如果希望以后能还原所删除的数据库实例，您可以创建最终数据库快照。所有自动备份也会被删除，且无法
恢复。手动快照不会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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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Neptune 控制台删除数据库实例且制作最终数据库快照
1.
2.

登录到Amazon管理控制台，并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Amazon Neptune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neptune/home.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Instances (实例)。

3.
4.

在实例列表中，选择要删除的数据库实例旁边的单选按钮。
选择实例操作，然后选择删除。

5.

选择是中的是否创建最终快照？。

6.
7.

在 Final snapshot name (最终快照名称) 框中，键入最终数据库快照的名称。
选择 Delete。

您可以检查实例的运行状况，确定实例的类型，查明当前安装的引擎版本，并使用实例状态 API (p. 658)
获取有关实例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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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Neptune 直播实时捕获图表变化
Neptune Streams 以完全托管的方式按发生顺序即时记录对图所做的每一个更改。启用 Streams
后，Neptune 将负责管理可用性、备份、安全性和到期等事宜。

Note
此功能在实验室模式 (p. 121)从开始1.0.1.0.200463.0 版本 (2019-10-15) (p. 801)，从开始，可用
于生产环境。Neptune 引擎版本 1.0.2.2.2.R2 (p. 789).
在许多使用案例中，都可能需要即时捕获对图的更改，下面是一些示例：
• 您可能希望在发生某些更改时应用程序能够自动通知用户。
• 您可能还希望在 Amazon 等另一个数据存储（例如 Amazon）中维护图形数据的当前版
本。OpenSearchAmazon ServiceElastiCache或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Amazon S3)。
Neptune 对更改日志流使用的本机存储与图形数据相同。它随进行更改的事务同步写入更改日志条
目。您可以使用 HTTP REST API 从日志流检索这些更改记录。（有关信息，请参阅 调用 Streams
API (p. 483)。）
下图显示了如何从 Neptune Streams 检索更改日志数据。

Neptune Streams 保证
• 事务一旦完成，其所做的更改将立即可供写入器和读取器读取（读取器仍有正常的复制滞后）。
• 更改记录严格按照发生顺序显示（这包括在事务中进行的更改）。
• 更改流不包含重复项。每个更改仅记录一次。
• 更改流是完整的。不会丢失或忽略任何更改。
• 更改流包含确定数据库本身在任意时间点的完整状态所需的全部信息，前提是起始状态已知。
• 可以随时打开或关闭 Streams。

Neptune 直播运营属性
• 更改日志流是完全托管的。
• 更改日志数据作为进行更改的同一事务的一部分同步写入。
• 启用 Neptune Streams 后，将产生与更改日志数据相关的 I/O 和存储费用。
•
•
•
•

更改记录在创建一周后自动清除。目前无法配置为期一周的保留期。
流的读取性能随实例扩展。
您可以使用只读副本实现高可用性和高读取吞吐量。您可以并发创建和使用任意数量的流读取器。
更改日志数据在多个可用区之间复制，因此具有高持久性。

• 日志数据与图形数据本身一样安全。可以在静态和传输过程中加密。可以使用 IAM、Amazon VPC 和控
制访问Amazon Key Management Service(Amazon KMS)。与图形数据一样，更改日志可以备份和使用
point-in-time恢复 (PITR)。
• 流数据作为每个事务的一部分同步写入，因此会导致总体写入性能稍微下降。
• Streams 数据不进行分片，因为 Neptune 在设计上是单分片的。
• 日志流GetRecordsAPI 使用的资源与所有其他 Neptune 图形操作相同。这意味着客户端需要在流请求和
其他数据库请求之间进行负载平衡。
• 禁用流后，所有日志数据将立即变得不可访问。这意味着您必须在禁用日志记录之前读取所有感兴趣的日
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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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没有与 Amazon Lambda 进行本机集成。日志流不会生成可触发 Lambda 函数的事件。
主题
• 使用 Neptune (p. 483)
• Neptune Streams 中的序列化格式 (p. 486)
• Neptune Streams 示例 (p. 489)
• 使用Amazon CloudFormation使用流使用者应用程序设置 Neptune 到 Neptune 的复制 (p. 493)
• 使用 Neptune 流跨区域复制 (p. 497)

使用 Neptune
借助 Neptune U S 功能，您可以生成完整的更改日志条目序列，以即时记录对图表 有关该功能的概述，请参
阅 使用 Neptune 直播实时捕获图表变化 (p. 482)。
主题
• 启用 Neptune (p. 483)
• 禁用 Neptune (p. 483)
• 调用 Neptune NUS T (p. 483)
• Neptune (p. 484)
• Neptune (p. 486)

启用 Neptune
您可以随时启用或禁用 Neptuneneptune_streams数据库集群参数 (p. 445). 将参数设置为 1 会启用流，将
其设置为 0 会禁用流。

Note
直至最近，Neptune e une une Uneptune_lab_mode参数（请参阅Neptune 实验室模
式 (p. 121))。使用实验室模式启用流的功能现在已弃用，未来会禁用。
您可以设置neptune_streams_expiry_days (p. 446)数据库集群参数，用于控制流记录在删除之前在服务器上
保留多少天（从 1 到 90 天）。默认值是 7。

禁用 Neptune
您随时可以关闭正在运行的 Neptune
要关闭流，请更新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以便将 neptune_streams 参数的值设置为 0。

Important
关闭 Streams 后，您无法再访问更改日志数据。请确保在关闭 Streams 前读取您感兴趣的内容。

调用 Neptune NUS T
您可以使用向以下其中一个本地终端节点发送 HTTP GET 请求的 REST API 访问 Neptune e une une une
une une une une
• 对于 SPARQL 图形数据库：https://Neptune-DNS:8182/sparql/stream。
• 对于 Gremlin 或 OpencyPher 图形数据库：https://Neptune-DNS:8182/propertygraph/
stream要么https://Neptune-DNS:8182/pg/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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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截至引擎版本 1.1.0.0 (p. 754)，Gremlin 直播端点 (https://Neptune-DNS:8182/gremlin/
stream) 及其关联的输出格式 (GREMLIN_JSON)。它仍然支持向后兼容，但可能会在将future 版本
中删除。
仅允许进行 HTTP GET 操作。
Neptunegzip如果 HTTP 请求包含一个Accept-Encoding标头指定gzip作为公认的压缩格式
（即"Accept-Encoding: gzip")。

参数
• limit— long（可选）。Range (范围)：1—100,000。默认值：10.
指定要返回的最大记录数。响应还受 10 MB 大小的限制，该大小限制不能修改，并且优先级高于 limit
参数中指定的记录数。如果达到了 10 MB 限制，响应中将包含一条超出阈值记录。
• iteratorType— 字符串（可选）。
该参数可接受以下值：
• AT_SEQUENCE_NUMBER（默认值）— 指示读取应该从由commitNum和opNum参数。
• AFTER_SEQUENCE_NUMBER— 指示读取应该从紧接在由用户共同指定的事件序列号之后的事件序列号
开始commitNum和opNum参数。
• TRIM_HORIZON— 指示读取应该从系统中最后一条未剪裁的记录开始，该记录是更改日志流中时间最
久的未过期（尚未删除）记录。当您没有特定的开始事件序列号时，该模式在应用程序启动期间非常有
用。
• LATEST— 指示读取应该从系统中的最新记录开始，该记录是更改日志流中最新的未过期（尚未删除）
记录。当需要从流的当前顶部读取记录以免处理较旧的记录时（例如在灾难恢复或零停机升级期间），
这非常有用。请注意，在此模式下，最多只能返回一条记录。
• commitNum— long，当 iteratorType 为时是必需AT_SEQUENCE_NUMBER要
么AFTER_SEQUENCE_NUMBER.
从更改日志流中读取的起始记录的提交编号。
以下情况下忽略此参数iteratorType是TRIM_HORIZON要么LATEST.
• opNum— long（可选）（默认值为1)。
从更改日志流数据中开始读取的指定提交中的操作序列号。
对于更改 SPARQL 图形数据的操作，通常是每个操作仅生成一条更改记录。但是，更改 Gremlin 图形数据
的操作可以是每个操作生成多条更改记录，如以下示例所示：
• INSERT— Gremlin 顶点可以有多个标签，而 Gremlin 元素可以有多个属性。插入元素时，将为每个标签
和属性生成单独的更改记录。
• UPDATE— 更改 Gremlin 元素属性时，将生成两条更改记录：第一条为删除先前值的记录，第二条为插入
新值的记录。
• DELETE— 为每个删除的元素属性生成一条单独的更改记录。例如，当删除具有属性的 Gremlin 边缘时，
将为每个属性生成一条更改记录，然后，生成一条删除边缘标签的更改记录。
删除 Gremlin 顶点时，将首先删除所有入边和出边属性，然后删除边缘标签、顶点属性，最后是顶点标
签。上述每个删除操作都会生成一条更改记录。

Neptune
Neptune NUS REST API 请求的响应包含以下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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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EventId— 流响应中最后一次更改的序列标识符。事件 ID 由两个字段组成：一个commitNum标识
更改图表的交易，以及opNum标识该事务中的特定操作。如下例所示。
"eventId": {
"commitNum": 12,
"opNum": 1
}

• lastTrxTimestamp— 请求提交事务的时间（使用 Unix 纪元时间表示，单位为毫秒）。
• format— 返回的更改记录的序列化格式。可能的值包括：GREMLIN_JSON对于 Gremlin 变更记录，以
及NQUADS以获取 SPARQL 更改记录。
• records— 包含在响应中的序列化更改日志流记录的数组。中的每条记录records数组包含以下字段：
• commitTimestamp— 请求提交事务的时间（使用 Unix 纪元时间表示，单位为毫秒）。
• eventId— 流更改记录的序列标识符。
• data— 序列化的 Gremlin、SPARQL 或 OpenCypher 更改记录。下一部分中更详细地介绍了每个记录
的序列化格式。Neptune Streams 中的序列化格式 (p. 486).
• op— 创建更改的操作。
• isLastOp— 仅当此操作是其事务中的最后一个操作时才存在。如果存在，则将其设置为true. 对于确
保整个事务都被消耗掉很有用。
• totalRecords— 响应中的记录总数。
例如，以下响应为包含多个操作的事务返回 Gremlin 更改数据：
{

}

"lastEventId": {
"commitNum": 12,
"opNum": 1
},
"lastTrxTimestamp": 1560011610678,
"format": "GREMLIN_JSON",
"records": [
{
"commitTimestamp": 1560011610678,
"eventId": {
"commitNum": 1,
"opNum": 1
},
"data": {
"id": "d2b59bf8-0d0f-218b-f68b-2aa7b0b1904a",
"type": "vl",
"key": "label",
"value": {
"value": "vertex",
"dataType": "String"
}
},
"op": "ADD"
}
],
"totalRecords": 1

以下响应返回事务中最后一个操作的 SPARQL 更改数据（该操作标识为EventId(97, 1)在交易编号 97
中）。
{

"lastEventId": {
"commitNum":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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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Num": 1
},
"lastTrxTimestamp": 1561489355102,
"format": "NQUADS",
"records": [
{
"commitTimestamp": 1561489355102,
"eventId": {
"commitNum": 97,
"opNum": 1
},
"data": {
"stmt": "<https://test.com/s> <https://test.com/p> <https://test.com/o> .\n"
},
"op": "ADD",
"isLastOp", true
}
],
"totalRecords": 1

Neptune
下表描述了 Neptune
错误代码

HTTP 代码

可以重试？

消息

400
InvalidParameterException

否

无效或 out-of-range
value 作为输入参数提
供。

400
ExpiredStreamException

否

所有请求的记录均超出
了允许的最长使用期限
并且已经过期。

ThrottlingException 500

是

请求速率超出吞吐量上
限。

404
StreamRecordsNotFoundException

否

找不到请求的资源。可
能指定了错误的流。

500
MemoryLimitExceededException

是

由于缺少内存，请求不
成功，但可在服务器较
不忙时重试。

Neptune Streams 中的序列化格式
Amazon Neptune 使用两种不同的格式来将图形更改数据序列化到日志流，具体取决于该图形是使用 GEMlin
还是 SPARQL 创建的。
两种格式共享一种通用的记录序列化格式，如中所述Neptune (p. 484)其中包含以下字段：
• commitTimestamp— 请求提交事务的时间（使用 Unix 纪元时间表示，单位为毫秒）。
• eventId— 流更改记录的序列标识符。
• data— 序列化的 Gremlin、SPARQL 或 OpenPher 更改记录。下一节更详细地介绍了每个记录的序列化
格式。
• op— 创建更改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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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PG_JSON 更改序列化格式 (p. 487)
• SPARQL NQUADS 更改序列化格式 (p. 489)

PG_JSON 更改序列化格式
Note
截至引擎版本 1.1.0.0 (p. 754)，Gremlin 流输出格式 (GREMLIN_JSON) Gremlin 流端点的输出
(https://Neptune-DNS:8182/gremlin/stream) 被弃用。它被 PG_JSON 所取代，它目前
与GREMLIN_JSON.
Gremlin 或 openPher 更改记录，包含在data日志流响应的字段具有以下字段：
• id— 字符串（必需）。
GEMlin 或 OpenPher 元素的 ID。
• type— 字符串（必需）。
该 GEMlin 或 OpenPher 元素的类型。必须是以下类型之一：
• vl— Gremlin 的顶点标签；OpenPher 的节点标签。
• vp— Gremlin 的顶点属性；OpenPher 的节点属性。
• e— Gremlin 的边缘和边缘标签；OpenPher 的关系和关系类型。
• ep— Gremlin 的边缘属性；OpenPher 的关系属性。
• key— 字符串（必需）。
属性名称。对于元素标签，此为“label”。
• value–value对象（必需）。
这是一个 JSON 对象，其中包含 value 字段（存储值本身）和 datatype 字段（存储该值的 JSON 数据
类型）。
"value": {
"value": "the new value",
"dataType": "the JSON datatype of the new value"
}

• from— 字符串（可选）。
如果这是一个边缘 (type= "e”)，其为相应的 ID。从顶点或源节点。
• to— 字符串（可选）。
如果这是一个边缘 (type= "e”)，其为相应的 ID。到顶点或目标节点。

GEMlin 示例
• 以下是 Gremlin 顶点标签的示例。
{

"id": "an ID string",
"type": "vl",
"key": "label",
"value": {
"value": "the new value of the vertex label",
"dataType":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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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以下是 Gremlin 顶点属性的示例。
{

}

"id": "an ID string",
"type": "vp",
"key": "the property name",
"value": {
"value": "the new value of the vertex property",
"dataType": "the datatype of the vertex property"
}

• 以下是 Gremlin 边缘的示例。
{

}

"id": "an ID string",
"type": "e",
"key": "label",
"value": {
"value": "the new value of the edge",
"dataType": "String"
},
"from": "the ID of the corresponding "from" vertex",
"to": "the ID of the corresponding "to" vertex"

OpenPher 示例
• 以下是 OpenPher 节点标签的示例。
{

}

"id": "an ID string",
"type": "vl",
"key": "label",
"value": {
"value": "the new value of the node label",
"dataType": "String"
}

• 以下是 OpenPher 节点属性的示例。
{

}

"id": "an ID string",
"type": "vp",
"key": "the property name",
"value": {
"value": "the new value of the node property",
"dataType": "the datatype of the node property"
}

• 以下是 OpenPher 关系的示例。
{

"id": "an ID string",
"type": "e",
"key": "l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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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ue": {
"value": "the new value of the relationship",
"dataType": "String"
},
"from": "the ID of the corresponding source node",
"to": "the ID of the corresponding target node"

SPARQL NQUADS 更改序列化格式
Neptune 使用资源描述框架 (RDF) 记录图形中 SPARQL 四边形的更改。N-QUADS中定义的语言W3C RDF
1.1 N-四边形规范。
更改记录中的 data 字段仅包含一个 stmt 字段，该字段包含表示更改后的四元组的 N-QUADS 语句，如以
下示例所示。
"stmt" : "<https://test.com/s> <https://test.com/p> <https://test.com/o> .\n"

Neptune Streams 示例
以下示例显示了如何访问 Amazon Neptune 中的更改日志流数据。
主题
• AT_SEQUENCE_NUMBER更改日志 (p. 489)
• AFTER_SEQUENCE_NUMBER更改日志 (p. 490)
• TRIM_HORIZON更改日志 (p. 491)
• LATEST更改日志 (p. 491)
• 压缩更改日志 (p. 492)

AT_SEQUENCE_NUMBER更改日志
以下示例显示了 Gremlin 或 openeppherAT_SEQUENCE_NUMBER更改日志。
curl -s "https://Neptune-DNS:8182/propertygraph/stream?
limit=1&commitNum=1&opNum=1&iteratorType=AT_SEQUENCE_NUMBER" |jq
{
"lastEventId": {
"commitNum": 1,
"opNum": 1
},
"lastTrxTimestamp": 1560011610678,
"format": "PG_JSON",
"records": [
{
"eventId": {
"commitNum": 1,
"opNum": 1
},
"commitTimestamp": 1560011610678,
"data": {
"id": "d2b59bf8-0d0f-218b-f68b-2aa7b0b1904a",
"type": "vl",
"key": "l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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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
"value": "vertex",
"dataType": "String"
}

},
"op": "ADD",
"isLastOp", true

}

}
],
"totalRecords": 1

此示例显示了一个 SPARQL 示例AT_SEQUENCE_NUMBER更改日志。
curl -s "https://localhost:8182/sparql/stream?
limit=1&commitNum=1&opNum=1&iteratorType=AT_SEQUENCE_NUMBER" |jq
{
"lastEventId": {
"commitNum": 1,
"opNum": 1
},
"lastTrxTimestamp": 1571252030566,
"format": "NQUADS",
"records": [
{
"eventId": {
"commitNum": 1,
"opNum": 1
},
"commitTimestamp": 1571252030566,
"data": {
"stmt": "<https://test.com/s> <https://test.com/p> <https://test.com/o> .\n"
},
"op": "ADD",
"isLastOp", true
}
],
"totalRecords": 1
}

AFTER_SEQUENCE_NUMBER更改日志
以下示例显示了 Gremlin 或 openeppherAFTER_SEQUENCE_NUMBER更改日志。
curl -s "https://Neptune-DNS:8182/propertygraph/stream?
limit=1&commitNum=1&opNum=1&iteratorType=AFTER_SEQUENCE_NUMBER" |jq
{
"lastEventId": {
"commitNum": 2,
"opNum": 1
},
"lastTrxTimestamp": 1560011633768,
"format": "PG_JSON",
"records": [
{
"commitTimestamp": 1560011633768,
"eventId": {
"commitNum": 2,
"opNum": 1
},
"data": {
"id": "d2b59bf8-0d0f-218b-f68b-2aa7b0b190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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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vl",
"key": "label",
"value": {
"value": "vertex",
"dataType": "String"
}

},
"op": "REMOVE",
"isLastOp", true

}

}
],
"totalRecords": 1

TRIM_HORIZON更改日志
以下示例显示了 Gremlin 或 openeppherTRIM_HORIZON更改日志。
curl -s "https://Neptune-DNS:8182/propertygraph/stream?limit=1&iteratorType=TRIM_HORIZON" |
jq
{
"lastEventId": {
"commitNum": 1,
"opNum": 1
},
"lastTrxTimestamp": 1560011610678,
"format": "PG_JSON",
"records": [
{
"commitTimestamp": 1560011610678,
"eventId": {
"commitNum": 1,
"opNum": 1
},
"data": {
"id": "d2b59bf8-0d0f-218b-f68b-2aa7b0b1904a",
"type": "vl",
"key": "label",
"value": {
"value": "vertex",
"dataType": "String"
}
},
"op": "ADD",
"isLastOp", true
}
],
"totalRecords": 1
}

LATEST更改日志
以下示例显示了 Gremlin 或 openeppherLATEST更改日志。请注意，API 参数limit、commitNum,
和opNum是完全可选的。
curl -s "https://Neptune-DNS:8182/propertygraph/stream?iteratorType=LATEST" | jq
{
"lastEventId": {
"commitNum": 21,
"opNum":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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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TrxTimestamp": 1634710497743,
"format": "PG_JSON",
"records": [
{
"commitTimestamp": 1634710497743,
"eventId": {
"commitNum": 21,
"opNum": 4
},
"data": {
"id": "24be4e2b-53b9-b195-56ba-3f48fa2b60ac",
"type": "e",
"key": "label",
"value": {
"value": "created",
"dataType": "String"
},
"from": "4",
"to": "5"
},
"op": "REMOVE",
"isLastOp", true
}
],
"totalRecords": 1

压缩更改日志
以下示例显示了 Gremlin 或 OpenSEPPER 压缩更改日志。
curl -sH \
"Accept-Encoding: gzip" \
"https://Neptune-DNS:8182/propertygraph/stream?limit=1&commitNum=1" \
-H "Accept-Encoding: gzip" \
-v |gunzip -|jq
> GET /propertygraph/stream?limit=1 HTTP/1.1
> Host: localhost:8182
> User-Agent: curl/7.64.0
> Accept: /
> Accept-Encoding: gzip
*> Accept-Encoding: gzip*
>
< HTTP/1.1 200 OK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Connection: keep-alive
*< content-encoding: gzip*
< content-length: 191
<
{ [191 bytes data]
Connection #0 to host localhost left intact
{
"lastEventId": "1:1",
"lastTrxTimestamp": 1558942160603,
"format": "PG_JSON",
"records": [
{
"commitTimestamp": 1558942160603,
"eventId": "1:1",
"data": {
"id": "v1",
"type": "vl",
"key": "l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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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
"value": "person",
"dataType": "String"
}

},
"op": "ADD",
"isLastOp", true

}

}
],
"totalRecords": 1

使用Amazon CloudFormation使用流使用者应用程序
设置 Neptune 到 Neptune 的复制
您可以使用Amazon CloudFormation模板设置Neptune 流使用者应用程序以支持 Neptune 到 Neptune 的复
制。
主题
• 选择一个Amazon CloudFormation您所在区域的模板 (p. 493)
• 添加详细信息关于您正在创建的 Neptune 流消费者堆栈 (p. 494)
• 运行 Amazon CloudFormation 模板 (p. 496)
• 使用最新的 Lambda 项目更新流轮询器 (p. 497)

选择一个Amazon CloudFormation您所在区域的模板
要启动适当的Amazon CloudFormation堆放在Amazon CloudFormation控制台，选择其中一个选项启动堆
栈下表中的按钮，具体取决于Amazon要使用的区域。
Region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州
北部）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美国东部（俄亥俄州）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美国西部（北加利福尼
亚）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美国西部（俄勒冈州）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加拿大（中部）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南美洲（圣保罗）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欧洲（斯德哥尔摩）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欧洲（爱尔兰）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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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欧洲（伦敦）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欧洲（巴黎）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欧洲（法兰克福）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中东（巴林）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非洲（开普敦）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亚太地区（东京)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亚太地区（香港）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亚太地区（首尔）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亚太地区（新加坡）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亚太地区（悉尼）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亚太地区（孟买）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中国（北京）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中国（宁夏）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Amazon GovCloud （美
国西部）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Amazon GovCloud （美
国东部）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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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reate stack (创建堆栈) 主页上，选择 Next (下一步)。

添加详细信息关于您正在创建的 Neptune 流消费者堆栈
Specify Stack Details (指定堆栈详细信息) 页面提供了属性和参数，可用于控制应用程序的设置。
Stack Name— 新产品的名称Amazon CloudFormation您正在创建的堆栈。通常可以使用默认值
NeptuneStreamPoller。
在 Parameters (参数) 下，提供以下内容：

流使用者运行的 VPC 的网络配置
• VPC— 提供将运行轮询 Lambda 函数的 VPC 的名称。
• SubnetIDs— 建立网络接口的子网。添加与您的Neptune集群对应的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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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urityGroupIds— 提供向源 Neptune 数据库集群授予写入站访问权限的安全组的 ID。
• RouteTableIds— 如果您还没有终端节点 Amazon DynamoDB 则需要在 Neptune VPC 中创建一个。您
必须提供与子网关联的路由表 ID 的逗号分隔列表。
• CreateDDBVPCEndPoint— 默认为的布尔值true，指示是否需要创建 DDynamo DB VPC 终端节点。
您只需要将其更改为false如果您已在 VPC 中创建 DynamoDB 终端节点。
• CreateMonitoringEndPoint— 默认为的布尔值true，指示是否需要创建监控 VPC 终端节点。如果
您已在 VPC 中创建镜像终端节点，则只需将其更改为 false。

流轮询器
• ApplicationName— 您通常可以将此设置保留为默认值 (NeptuneStream)。如果您使用不同的名称，
则该名称必须是唯一的。
• LambdaMemorySize— 用于设置 Lambda 轮询器函数可用的内存大小。默认值为 2,048 MB。
• LambdaRuntime— 从 Neptune 流中检索项目的 Lambda 函数使用的语言。你可以将此设置
为python3.9或者去java8.
• LambdaS3Bucket— 包含 Lambda 代码构件的 Amazon S3 存储桶。除非您使用从其他 Lambda Amazon
S3 存储桶加载的自定义，否则将此设置保留为空。
• LambdaS3Key— 与您的 Lambda 代码项目对应的Amazon S3 密钥。除非您使用自定义 Lambda 轮询函
数，否则将此设置保留为空。
• LambdaLoggingLevel— 通常，将此设置保留为默认值，即INFO.
• ManagedPolicies— 列出用于执行 Lambda 函数的托管策略。通常，除非您使用自定义 Lambda 轮询
函数，否则将此设置保留为空。
• StreamRecordsHandler— 通常，除非您为 Neptune 流中的记录使用自定义处理程序，否则将此设置
保留为空。
• StreamRecordsBatchSize— 要从流中获取的最大记录数。您可以使用此参数来优化性能。默认值
(100) 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允许的最大值为 10,000。数字越大，从流读取记录所需的网络调用就越少，但
处理记录所需的内存越多。此参数的值越低，吞吐量越低。
• MaxPollingWaitTime— 两次轮询之间的最长等待时间（以秒为单位）。确定调用 Lambda 轮询器轮询
Neptune 流的频率。将此值设置为 0 以进行连续轮询。最大值为 3600 秒（1 小时）。默认值（60 秒）是
一个很好的开始，具体取决于图形数据更改的速度。
• MaxPollingInterval— 最大连续轮询周期 (以秒为单位)。使用此设置为 Lambda 轮询函数设置超时。
该值应在 5 秒到 900 秒之间。默认值（600 秒）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 StepFunctionFallbackPeriod— 单位的数量 step-function-fallback-period 等待轮询器，之后将通过
Amazon调用步进函数 CloudWatch 要从故障中恢复的事件。默认值（5 分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 StepFunctionFallbackPeriodUnit— 用于测量上述的时间单
位StepFunctionFallbackPeriodUnit(minutes、hours，或者days)。默认为 (minutes）通常就
足够了。

Neptune 直播
• NeptuneStreamEndpoint— (必需) Neptune 源流的端点。这采用两种形式之一：
• https://your DB cluster:port/propertygraph/stream（或者它的别名，https://your
DB cluster:port/pg/stream)。
• https://your DB cluster:port/sparql/stream.
• Neptune Query Engine— 选择 Gremlin、OpencyPher 或 SPARQL。
• IAMAuthEnabledOnSourceStream— 如果您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使用 IAM 身份验证，请将此参数
设置为true.
• StreamDBClusterResourceId— 如果您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使用 IAM 身份验证，请将此参数设置
为集群资源 ID。资源 ID 与集群 ID 不同。相反，它的形式是：cluster-后跟 28 个字母数字字符。它可
以在下面找到群集详细信息在Neptune 控制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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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Neptune 数据库集群
• TargetNeptuneClusterEndpoint— 目标备份群集的群集终端节点（仅限主机名）。
请注意，如果你指定TargetNeptuneClusterEndpoint，您也不能指
定TargetSPARQLUpdateEndpoint.
• TargetNeptuneClusterPort— 目标集群的端口号。
请注意，如果你指定TargetSPARQLUpdateEndpoint，的设置TargetNeptuneClusterPort已忽
略。
• IAMAuthEnabledOnTargetCluster— 如果要在目标集群上启用 IAM 身份验证，则设置为 true。
• TargetAWSRegion— 目标备份群集的Amazon区域，例如us-east-1)。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必须提供
此参数Amazon目标备份群集的区域与 Neptune 源群集的区域不同，例如跨区域复制。如果源片段和目标
片段相同，则此参数是可选的。
请注意, 如果TargetAWSRegion值不是有效AmazonNeptune 支持的区域 (p. 724)，该过程将失败。
• TargetNeptuneDBClusterResourceId— 目标集群的资源 ID。
• SPARQLTripleOnlyMode— 确定是否启用仅三重模式的布尔标志。在仅三重模式下，不存在命名图复
制。原设定值为 false。
• TargetSPARQLUpdateEndpoint— 用于 SPARQL 更新的目标终端节点的 URL，例如https://
abc.com/xyz. 此端点可以是任何支持四元或三元组的 SPARQL 存储区。
请注意，如果你指定TargetSPARQLUpdateEndpoint，您也不能指
定TargetNeptuneClusterEndpoint，以及设置TargetNeptuneClusterPort已忽略。

警报
• Required to create Cloud watch Alarm— 将此设置为true如果需要创建 CloudWatch 新堆栈的
警报。
• SNS Topic ARN for Cloudwatch Alarm Notifications— SNS 主题 ARN CloudWatch 应发送
警报通知（仅在启用警报时才需要）。
• Email for Alarm Notifications— 应向其发送警报通知的电子邮件地址（仅在启用警报时才需
要）。
对于警报通知的目标，您可以仅添加 SNS、仅电子邮件，或同时添加 SNS 和电子邮件。

运行 Amazon CloudFormation 模板
现在，您可以完成预配置 Neptune 流使用者应用程序实例的过程，如下所示：
1.

在 Amazon CloudFormation 中的 Specify Stack Details (指定堆栈详细信息) 页面上，选择 Next (下一
步)。

2.

在 Options (选项) 页面上，选择 Next (下一步)。

3.

在存储库的审核页面上，选中第一个复选框以确认Amazon CloudFormation将创建 IAM 资源。选中第二
个复选框以确认新堆栈的 CAPABILITY_AUTO_EXPAND。

Note
CAPABILITY_AUTO_EXPAND 明确确认在创建堆栈时将扩展宏，而无需事先审核。用户通常
通过处理的模板创建更改集，以便在实际创建堆栈之前对宏所做的更改进行审核。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 。Amazon CloudFormation CreateStackAPI 在Amazon CloudFormationAPI 参考.
然后选择 Create (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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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最新的 Lambda 项目更新流轮询器
您可以使用最新的 Lambda 代码工件更新流轮询器，如下所示：
1.

在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导航到Amazon CloudFormation然后选择主父级
Amazon CloudFormation堆叠。

2.

Select更新堆栈的选项。

3.

Select替换当前模板.

4.

对于模板源，选择Amazon S3 URL并输入以下 S3 URL:
https://aws-neptune-customer-samples.s3.amazonaws.com/neptune-stream/
neptune_to_neptune.json

5.

Select下一步不做任何改变Amazon CloudFormation参数。

6.

选择 Update Stack。

堆栈现在将使用最新的项目更新 Lambda 工件。

使用 Neptune 流跨区域复制
Neptune 提供了两种实现跨区域故障转移功能的方法：
• 跨区域快照复制和还原
• 使用 Neptune 流在两个不同区域的两个集群之间复制数据。
跨区域快照复制和还原在不同区域中恢复 Neptune 集群的操作开销最低。但是，由于快照是 Neptune 集群
的完整备份，因此在区域之间复制快照可能需要大量的数据传输时间。因此，跨区域快照复制和还原可用于
仅要求恢复点目标 (RPO) 为小时和恢复时间目标 (RTO) 为小时的情形。
恢复点目标 (RPO) 是通过两次备份之间的时间来衡量的。它定义了从上次备份到恢复数据库之间可能丢失多
少数据。
恢复时间目标 (RTO) 是通过执行恢复操作所需的时间来衡量的。这是数据库集群在发生故障后故障转移到已
恢复的数据库所花费的时间。
Neptune 流提供了一种使备份 Neptune 集群始终与主生产群集保持同步的方法。如果发生故障，您的数据库
将故障转移到备份群集。这样可以将 RPO 和 RTO 缩短到几分钟，因为数据会不断复制到备份群集，备份群
集随时可以立即作为故障转移目标使用。
以这种方式使用 Neptune 流的缺点是，维护复制组件所需的操作开销以及使第二个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始
终处于在线状态的成本都可能非常高。

设置海王星到海王星的复制
您的主要生产数据库集群驻留在给定源区域的 VPC 中。为了进行灾难恢复，您需要在不同的恢复区域中复制
或模拟三个主要内容：
• 存储在集群中的数据。
• 主群集的配置。这将包括它是否使用 IAM 身份验证、是否加密、数据库集群参数、实例参数、实例大小
等）。
• 它使用的网络拓扑，包括目标 VPC、其安全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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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如下所示的 Neptune 管理 API 来收集这些信息：
• DescribeDBClusters (p. 854)
• DescribeDBInstances (p. 895)
• 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s (p. 913)
• DescribeDBParameters (p. 911)
• DescribeVpcs
利用所收集的信息，您可以使用以下过程在不同的区域中设置备份群集，在出现故障时，生产集群可以故障
转移到该区域。

1 启用 Neptune
您可以使用ModifyDBClusterParameterGroup (p. 908)来设置neptune_streams参数改为 1 然后，重启数
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以使更改生效。
启用 Neptune 流之后，最好在源数据库集群上至少执行一次添加或更新操作。这会在更改流中填充数据点，
稍后在将生产群集与备份群集重新同步时可以引用这些数据点。

2: 在您希望设置备份集群的区域中创建新的 VPC
在与主集群不同的区域中创建新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之前，您需要在目标区域中建立一个新的 VPC 来托管
该集群。主集群和备份集群之间的连接是通过 VPC 对等建立的，VPC 对等使用不同 VPC 中私有子网间的流
量。但是，要在两个 VPC 之间建立 VPC 对等，它们不得有重叠的 CIDR 块或 IP 地址空间。因此，您不能
只在两个区域中使用默认 VPC，因为默认 VPC 的 CIDR 块始终相同（172.31.0.0/16)。
您可以使用目标区域中的 VPC 满足以下条件的现有 VPC：
• 它没有与您的主集群所在的 VPC 的 VPC 的 CIDR 块重叠的 VPC 块的 CIDR 块重叠的 VPC 块的 CIDR 块
重叠的 VPC 块
• 它尚未与与主集群所在的 VPC 具有相同 CIDR 块的另一个 VPC 进行对等。
如果目标区域中没有合适的 VPC 可用，请使用 Amazon EC2 创建一个CreateVpcAPI。

3: 创建主集群的快照，然后将其还原到目标备份区域
现在，您可以在目标备份区域的相应 VPC 中创建新的 Neptune 集群，该区域是生产集群的副本：

在备份区域中制作生产群集的副本
1.

在目标备份区域中，重新创建生产数据库集群使用的参数和参数组。您可以使
用CreateDBClusterParameterGroup (p. 905)、CreateDBParameterGroup (p. 903)、ModifyDBClusterPar
请注意CopyDBClusterParameterGroup (p. 902)和CopyDBParameterGroup (p. 901)API 当前
不支持跨区域复制

2.

使用CreateDBClusterSnapshot (p. 924)在生产区域的 VPC 中创建生产集群的快照。

3.

使用CopyDBClusterSnapshot (p. 928)将快照复制到目标备份区域中的 VPC。

4.

使用RestoreDBClusterFromSnapshot (p. 932)使用复制的快照在目标备份区域的 VPC 中创建新
的数据库集群。使用从主生产集群复制的配置设置和参数。

5.

新的 Neptune 集群现已存在，不包含任何实例 使用CreateDBInstance (p. 870)创建与生产集群的
写入器实例具有相同实例类型和大小的新主/写入器实例。此时无需再创建其他只读副本，除非在故障转
移之前，您的备份实例将用于为目标区域中的读取 I/O 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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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主集群的 VPC 和新备份集群的 VPC 之间建立 VPC 对等
通过设置 VPC 对等，您可以使主集群的 VPC 与备份集群的 VPC 进行通信，就好像它们是单个私有网络一
样。为此，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生产集群的 VPC 中，调用CreateVpcPeeringConnection用于建立对等连接的 API。

2.

在目标备份集群的 VPC 中，调用AcceptVpcPeeringConnection用于接受对等连接的 API。

3.

在生产集群的 VPC 中，使用CreateRoute用于向 VPC 的路由表添加路由的 API，该路由表将所有流
量重定向到目标 VPC 的 CIDR 块，以便使用 VPC 对等前缀列表。

4.

同样，在目标备份集群的 VPC 中，使用CreateRoute用于向 VPC 的路由表添加路由的 API，该路由
表将流量路由到主集群的 VPC。

5 设置 Neptune 流复制基础架构
既然两个集群都已部署并且两个区域之间的网络通信已经建立，请使用海王星到海王星Amazon
CloudFormation模板 (p. 493)使用支持数据复制的额外基础设施部署 Neptune 流消费者 Lambda 函数。在
主生产集群的 VPC 中执行此操作。
您需要为此提供的参数Amazon CloudFormation堆栈是：
• NeptuneStreamEndpoint— 主集群的流终端节点，采用 URL 格式。例如：https://(cluster
name):8182/pg/stream。
• QueryEngine— 必须是gremlin、sparql，或者openCypher.
• RouteTableIds— 允许您为 DynamoDB VPC 终端节点和监控 VPC 终端节点添加路由。
两个附加参数CreateMonitoringEndpoint和CreateDynamoDBEndpoint，如果它们在主集群的
VPC 中尚不存在，则还必须将其设置为 true。如果它们已经存在，请确保将它们设置为 false 或Amazon
CloudFormation创建将失败
• SecurityGroupIds— 指定 Lambda 使用者用于与主集群的 Neptune 流终端节点通信的安全组。
在目标备份群集中，附加一个安全组，该安全组允许来自此安全组的流量。
• SubnetIds— 主集群的 VPC 中的子网 ID 列表，Lambda 使用者可以使用该列表与主集群进行通信。
• TargetNeptuneClusterEndpoint— 目标备份群集的群集终端节点（仅限主机名）。
• TargetAWSRegion— 目标备份群集的Amazon区域，例如us-east-1)。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必须提供
此参数Amazon目标备份群集的区域与 Neptune 源群集的区域不同，例如跨区域复制。如果源片段和目标
片段相同，则此参数是可选的。
请注意,TargetAWSRegion值不是有效AmazonNeptune 支持的区域 (p. 724)，该过程将失败。
• VPC— 主集群的 VPC 的 ID。
所有其他参数可以保留其默认值。
OnceAmazon CloudFormation模板已部署，Neptune 将开始将所有更改从主群集复制到备份群集。您可以在
中监视此复制 CloudWatch 由 Lambda 使用者函数生成的日志。

其它考虑因素
• 如果您需要在主群集和备份群集之间使用 IAM 身份验证，也可以在调用Amazon CloudFormationTempate
• 如果在主集群上启用了静态加密，请考虑如何在将快照复制到目标区域时管理关联的 KMS 密钥，并在目
标区域中关联新 KMS 密钥。
• 最佳做法是在应用程序中使用的 Neptune 终端节点前使用 DNS CNAME。然后，如果您需要手动故障转移
到目标备份群集，可以将这些 CNAME 更改为指向目标群集和/或实例终端节点。
API 版本 2020-12-18
499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使用亚马逊在亚马逊 Neptune 中搜索
全文OpenSearch服务
Neptune 集成亚马逊OpenSearchService (OpenSearchService)以支持 Gremlin 和 SPARQL 查询中的全文搜
索。从以下是可以通过以下功能：Neptune 引擎版本 1.0.2.1 (p. 790)，尽管我们建议将其与引擎版本一起
使用1.0.4.2或者更高版本，以利用最新修复。

Important
与 Amazon 集成时OpenSearch服务，Neptune 需要 Elasticsearch 7.1 或更高版本，或者任何版本
OpenSearch.
您可以将 Neptune 与现有的OpenSearch已根据填充的服务集群对于 Neptune 数据模型OpenSearch数
据 (p. 507). 或者，您可以创建OpenSearch使用与 Neptune 链接的服务域Amazon CloudFormation堆栈。
主题
• 在 Neptune 全文搜索查询中使用 Apache Lucene 查询语法 (p. 501)
• 亚马逊海王星到开放搜索复制设置 (p. 501)
• 对于 Neptune 数据模型OpenSearch数据 (p. 507)
• Neptune 全文搜索参数 (p. 509)
• 非字符串OpenSearchAmazon Neptune 索引 (p. 512)
• Full-text-search在 Amazon Neptune 中执行查询 (p. 522)
• 在 Neptune 中使用全文搜索示例 SPARQL 查询 (p. 523)
• 在 Gremlin 查询中使用 Neptune 全文搜索 (p. 526)
• 问题排查 Neptune 全文搜索 (p. 532)
如果您正在使用 IAM，则需要确保您拥有一个既具有针对 Neptune 的权限又具有针对 Neptune 的权限的
IAM 用户。OpenSearch. 这意味着您的用户必须具有OpenSearch如下所示的服务访问策略：
{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AWS": "arn:aws:iam::account-id:root"
},
"Action": "es:*",
"Resource": "arn:aws:es:region:account-id:es-resource-id/*"
}
]

Important
NeptuneOpenSearch此处描述的复制过程不会复制空白节点。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重要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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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eptune 全文搜索查询中使用 Apache Lucene 查
询语法
OpenSearch支持使用Apache Lucene 语法对于 query_string 查询。这对于在查询中传递多个筛选器特别有
用。
Neptune 使用嵌套结构将属性存储在OpenSearch文档（请参阅Neptune 全文搜索数据模型 (p. 507))。使用
Lucene 语法时，您需要使用此下一模型中属性的完整路径。
以下是一个 Gremlin 示例：
g.withSideEffect("Neptune#fts.endpoint", "es_enpoint")
.withSideEffect("Neptune#fts.queryType", "query_string")
.V()
.has("*", "Neptune#fts predicates.name.value:\"Jane Austin\" AND entity_type:Book")

以下是一个 SPARQL 示例：
PREFIX neptune-fts: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services/fts#>
SELECT * WHERE {
SERVICE neptune-fts:search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endpoint 'http://localhost:9200 (http://
localhost:9200/)'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queryType 'query_string'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query "predicates.\\*foaf\\*name.value:Ronak AND
predicates.\\*foaf\\*surname.value:Sh*"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field '*'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return ?res .
}

亚马逊海王星到开放搜索复制设置
Amazon Neptune 支持使用亚马逊在 Gremlin 和 SPARQL 查询中进行全文搜索。 OpenSearch 服务
（OpenSearch Service)。您可以使用Amazon CloudFormation堆栈以链接 OpenSearch Neptune 的服务
域。
在开始之前，您需要一个已启用流的现有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用作源， OpenSearch 用作复制目标的服务
域。
如果您已有目标 OpenSearch Lambda 可以在 Neptune 数据库集群所在的 VPC 中访问的服务域，该模板可
以使用该服务域。否则，您需要创建一个新目标域。

Note
这些区域有： OpenSearch 您创建的群集和 Lambda 函数必须与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位于同一
VPC 中，并且 OpenSearch 必须以 VPC 模式（而不是互联网模式）配置集群。
我们建议您将新创建的 Neptune 实例与一起使用。 OpenSearch 服务 。如果您使用的是已包含数据的现有
实例，则应执行 OpenSearch 在进行查询之前同步服务数据，否则可能存在数据不一致。该 GitHub 项目提
供有关如何执行同步的示例：将 Neptune 导出到 OpenSearch(https://github.com/awslabs/amazon-neptunetools/tree/master/export-neptune-to-elasticsearch)。

Important
与 Amazon 集成时 OpenSearch 服务，Neptune 需要 Elasticsearch 7.1 或更高版本，或任何版本的
Open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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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区域有：Amazon CloudFormation然后，下面的模板创建一个流使用者应用程序实例，提供 Neptunto
OpenSearch 复制。

使用Amazon CloudFormation您所在地区的模板
要启动Amazon CloudFormation堆叠在Amazon CloudFormation控制台，选择其中一个启动堆栈下表中的按
钮，具体取决于Amazon要使用的区域。
区域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
部）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美国东部（俄亥俄）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
北部）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美国西部（俄勒冈）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加拿大（中部）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南美洲（圣保罗）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欧洲（斯德哥尔摩）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欧洲（爱尔兰）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欧洲（伦敦）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欧洲（巴黎）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欧洲（法兰克福）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中东（巴林）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非洲（开普敦）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亚太地区（香港）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亚太地区（东京）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亚太地区（首尔）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亚太地区（新加坡）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亚太地区（孟买）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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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中国（北京）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中国（宁夏）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Amazon GovCloud （美
国西部）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Amazon GovCloud （美
国东部）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启动

在 Create stack (创建堆栈) 主页上，选择 Next (下一步)。

添加详细信息关于您正在创建的新 OpenSearch 堆栈
这些区域有：指定堆栈细节页面提供了属性和参数，可用于控制全文搜索的设置：
Stack Name— 新的名称Amazon CloudFormation您正在创建的堆栈。通常可以使用默认值
NeptuneStreamPoller。
在 Parameters (参数) 下，提供以下内容：

流使用者运行的 VPC 的网络配置
• VPC— 提供将运行轮询 Lambda 函数的 VPC 的名称。
• List of Subnet IDs— 建立网络接口的子网。添加与 Neptune 集群对应的子网。
• List of Security Group Ids— 提供向源 Neptune 数据库集群授予写入入站访问权限的安全组的
ID。
• List of Route Table Ids— 如果您还没有终端节点，则需要在 Neptune VPC 中创建 Amazon
DynamoDB 终端节点。您必须提供与子网关联的路由表 ID 的逗号分隔列表。
• Require to create Dynamo DB VPC Endpoint— 默认为的布尔值true. 您只需将其更改
到false如果您已在 VPC 中创建 DynamoDB 终端节点。
• Require to create Monitoring VPC Endpoint— 默认为的布尔值true. 如果您已在 VPC 中创建
镜像终端节点，则只需将其更改为 false。

流轮询器
• Application Name— 您通常可以将此设置保留为默认值 (NeptuneStream)。如果您使用不同的名
称，则该名称必须是唯一的。
• Memory size for Lambda Poller— 用于设置 Lambda 轮询器函数可用的内存大小。默认值为
2,048 MB。
• Lambda Runtime— Lambda 函数使用的语言，用于从 Neptune 流中检索项目。你可以将其设置
为python3.9或者java8.
• S3 Bucket having Lambda code artifacts— 除非您使用从其他 S3 存储桶加载的自定义
Lambda 轮询函数，否则将此设置保留为空。
• S3 Key corresponding to Lambda Code artifacts— 除非您使用自定义 Lambda 轮询函数，否
则将此设置保留为空。
• Logging level for Lambda— 通常，将此设置保留为默认值，INFO.
• Managed Policies for Lambda Execution— 通常，除非您使用自定义 Lambda 轮询函数，否则
将此设置保留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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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eam Records Handler— 通常，除非您为 Neptune 流中的记录使用自定义处理程序，否则将此设
置保留为空。
• Maximum records Fetched from Stream— 您可以使用此参数来优化性能。默认值 (100) 是一个很
好的开始。允许的最大值为 10,000。数字越大，从流读取记录所需的网络调用就越少，但处理记录所需的
内存越多。
• Max wait time between two Polls (in Seconds)— 确定 Neptune 用 Lambda 轮询器轮询流的
频率。将此值设置为 0 以进行连续轮询。最大值为 3600 秒（1 小时）。默认值（60 秒）是一个很好的开
始，具体取决于图形数据更改的速度。
• Maximum Continuous polling period (in Seconds)— 用于设置 Lambda 轮询函数的超时。它
应该是 5 秒到 900 秒之间。默认值（600 秒）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 Step Function Fallback Period— 的数量 step-function-fallback-period 等待轮询器的单位，之后
通过亚马逊调用步进函数。 CloudWatch 要从故障中恢复的事件。默认值（5 分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 Step Function Fallback Period Unit— 用于测量上述的时间单位Step Function Fallback
Period（分钟、小时、天）。默认值（分钟）通常就足够了。
• Data replication scope— 确定是要复制节点和边缘，还是仅复制节点 OpenSearch （这仅适用于
Gremlin 引擎数据）。默认值（All (全部)）通常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 Ignore OpenSearch missing document error— 用于确定是否存在缺少文档错误的标志
OpenSearch 可以忽略。缺少文档错误很少发生，但如果不忽略，则需要手动干预。默认值 (True) 通常是
一个很好的开始。
• Enable Non-String Indexing— 标记以启用或禁用对没有字符串内容的字段进行索引。如果将此标
志设置为true，非字符串字段在 OpenSearch 中被索引，或者false，只对字符串字段进行索引。默认为
true。
• Properties to exclude from being inserted into OpenSearch— 待排除属性键或谓词键的
逗号分隔列表。 OpenSearch 索引。如果此 CFN 参数值留空，则所有属性键都将索引。
• Datatypes to exclude from being inserted into OpenSearch— 待排除属性或谓词数据
类型的逗号分隔列表。 OpenSearch 索引。如果此 CFN 参数值留空，则可以安全转换为的所有属性值
OpenSearch 数据类型已编制索引。

Neptune Stream
• Endpoint of source Neptune Stream— (必需) 这采用以下两种形式之一：
• https://your DB cluster:port/propertygraph/stream（或者它的别名，https://your
DB cluster:port/pg/stream)。
• https://your DB cluster:port/sparql/stream
• Neptune Query Engine— 选择 Gremlin 或 SPARQL。
• Is IAM Auth Enabled?— 如果您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使用 IAM 身份验证，请将此参数设置
为true.
• Neptune Cluster Resource Id— 如果您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使用 IAM 身份验证，请将此参数
设置为集群资源 ID。资源 ID 与集群 ID 不同。相反，它采取的形式是：cluster-后跟 28 个字母数字字
符。它可以在下面找到群集详细信息在 Neptune 控制台中。

目标 OpenSearch 聚集
• Endpoint for OpenSearch service—（必填）提供终端节点 OpenSearch VPC 中的服务。
• Number of Shards for OpenSearch Index— 默认值 (5) 通常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 Number of Replicas for OpenSearch Index— 默认值 (1) 通常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 Geo Location Fields for Mapping— 如果您使用的是地理位置字段，请在此处列出属性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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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
• Require to create Cloud watch Alarm— 将其设置为true如果您要创建 CloudWatch 新堆栈的
警报。
• SNS Topic ARN for Cloudwatch Alarm Notifications— SNS 主题 ARN 在哪里 CloudWatch
应发送警报通知（仅在启用警报时才需要）。
• Email for Alarm Notifications— 应向其发送警报通知的电子邮件地址（仅在启用警报时才需
要）。
对于警报通知的目的地，您可以仅添加 SNS、仅限电子邮件或同时添加 SNS 和电子邮件。

运行 Amazon CloudFormation 模板
现在，您可以完成预配置 Neptune 流使用者应用程序实例的过程，如下所示：
1.

在 Amazon CloudFormation 中的 Specify Stack Details (指定堆栈详细信息) 页面上，选择 Next (下一
步)。

2.

在 Options (选项) 页面上，选择 Next (下一步)。

3.

在存储库的审核页面上，选中第一个复选框以确认Amazon CloudFormation将创建 IAM 资源。选中第二
个复选框以确认新堆栈的 CAPABILITY_AUTO_EXPAND。

Note
CAPABILITY_AUTO_EXPAND 明确确认在创建堆栈时将扩展宏，而无需事先审核。用户
通常通过处理的模板创建更改集，以便在实际创建堆栈之前对宏所做的更改进行审核。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CloudFormation CreateStack中的 API 操作Amazon
CloudFormationAPI 参考.
然后选择 Create (创建)。

使用最新的 Lambda 工件更新流轮询器
您可以使用最新的 Lambda 代码工件更新流轮询器，如下所示：
1.

在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导航到Amazon CloudFormation然后选择主父
Amazon CloudFormation堆栈。

2.

选择更新堆栈的选项。

3.

Select替换当前模板.

4.

对于模板源，请选择Amazon S3 URL然后输入以下 S3 URL：
https://aws-neptune-customer-samples.s3.amazonaws.com/neptune-stream/
neptune_to_elastic_search.json

5.

Select下一步没有更改任何Amazon CloudFormation参数。

6.

选择 Update Stack。

堆栈现在将使用最新的项目更新 Lambda 工件。

在现有 Neptune 数据库上启用全文搜索的不同方法
在现有 Neptune 数据库上启用全文搜索的最佳方法通常如下所示，前提是您可以暂停写入工作负载。它所需
的停机时间是有限的，因为创建克隆的速度相对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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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停止数据库上的所有写入工作负载。
2. 创建数据库的克隆。
3. 在原始数据库上启用流。
4. 恢复写入工作负载。
5. 使用github 上的这个 Neptune 工具以执行克隆的一次性同步。
6. 使用这个Amazon CloudFormation模板从原始数据库同步以进行持续更新（模板中不需要更改配置）。
如果您无法在数据库中挂起写入工作负载，这种方法比上述建议的方法需要的停机时间更少，但需要谨慎处
理：
1. 在数据库上启用流。
2. 创建数据库的克隆。
3. 记下最新的eventID对于来自克隆的流。
4. 使用github 上的这个 Neptune 工具以执行克隆的一次性同步。
5. 使用这个Amazon CloudFormation模板以便从原始数据库同步以便持续更新。你确实需要配置Amazon
CloudFormation模板：确保使用在 DynamoDB 表中设置检查点eventID你在开始持续同步之前录制了。

禁用和重新启用流轮询器进程
Warning
禁用流轮询器进程时要小心！如果进程暂停超过 7 天（流到期窗口），则可能会发生数据丢失。

禁用（暂停）流轮询器进程
1.

登录到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然后打开亚马逊 EventBridge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events/.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Rule.

3.

选择其名称包含您提供的名称的规则应用程序名称中的Amazon CloudFormation用于设置流轮询器的模
板。

4.

选择 Disable (禁用 Amazon Macie)。

5.

在处打开 Step Functions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tates/.

6.

选择与流轮询器进程对应的运行步骤函数。同样，该步骤函数的名称包含您提供的名称应用程序名称中
的Amazon CloudFormation用于设置流轮询器的模板。您可以按函数执行状态进行筛选以只查看正在运
行函数。

7.

选择 Stop (停止)。

重新启用流轮询器进程
1.

登录到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然后打开亚马逊 EventBridge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events/.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Rule.

3.

选择其名称包含您提供的名称的规则应用程序名称中的Amazon CloudFormation用于设置流轮询器的模
板。

4.

选择 Disable (禁用 Amazon Macie)。基于指定的计划间隔的事件规则现在将触发步骤函数的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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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查询自定义字段 OpenSearch 使用 Neptune 全文
搜索
可以轻松扩展当前的流轮询器以编写用于处理自定义字段的自定义代码，如博客文章中的详细说明：使用
Neptune Streams 捕获图形更改.

Note
在 OpenSearch 中添加自定义字段时，请确保将新字段添加为谓词的内部对象（请参阅Neptune 全
文搜索数据模型 (p. 507))。

对于 Neptune 数据模型OpenSearch数据
使 Amazon Neptune 一的 JSON 文档结构在中存储 SPARQL 和 Grelin 数据。OpenSearch服务 。中的每个
文档OpenSearch对应于一个实体，并存储该实体的所有相关信息。对于 Grelin，顶点和边缘视为实体，因此
对应的OpenSearch文档包含有关顶点、标签和属性的信息。对于 SPARQL，主语可以视为实体，因此对应
于OpenSearch文档在一个文档中包含有关所有谓语-宾语对的信息。

Note
海王星-Ton-OpenSearch复制实施仅存储字符串数据。但是，您可以对其进行修改以存储其他数据
类型。
统一 JSON 文档结构如下所示。
{

}

"entity_id": "Vertex Id/Edge Id/Subject URI",
"entity_type": [List of Labels/rdf:type object value],
"document_type": "vertex/edge/rdf-resource"
"predicates": {
"Property name or predicate URI": [
{
"value": "Property Value or Object Value",
"graph": "(Only for Sparql) Named Graph Quad is present"
"language": "(Only for Sparql) rdf:langString"
},
{
"value": "Property Value 2/ Object Value 2",
}
]
}

• entity_id— 表示文档的实体唯一 ID。
• 对于 SPARQL，这是主语 URI。
• 对于 Gremlin，这是 Vertex_ID 或 Edge_ID.
• entity_type表示顶点或边缘的一个或多个标签，或者表示零个或多个标签。rdf:type主题的谓词值。
• document_type— 用于指定当前文档表示顶点、边缘还是 rdf 资源。
• predicates对于 Grelin，存储顶点或边缘的属性和值。对于 SPARQL，它存储谓语-宾语对。
属性名称采用的形式。properties.name.value在OpenSearch. 要查询它，您必须以该形式命名它。
• value — Grelin 的属性值或者 SPARQL 的对象值。
• graphSPARQL 的命名图形。
• language— 一个语言标签rdf:langStringSPARQL 中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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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QL 示例OpenSearch文档
数据
@prefix
@prefix
@prefix
@prefix

dt:
ex:
xsd:
rdf:

<http://example.org/datatype#> .
<http://example.org/> .
<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 .
<http://www.w3.org/1999/02/22-rdf-syntax-ns#> .

ex:simone
ex:michael
ex:simone

rdf:type
rdf:type
ex:likes

ex:Person
ex:Person
"spaghetti"

ex:g1
ex:g1
ex:g1

ex:simone
ex:simone
ex:simone

ex:knows
ex:likes
ex:status

ex:michael
"spaghetti"
"La vita è un sogno"@it

ex:g2
ex:g2
ex:g2

# Not stored in ES

ex:simone
ex:simone
ex:simone
_:bnode

ex:age
ex:dummy
ex:hates
ex:means

"40"^^xsd:int
"testData"^^dt:newDataType
_:bnode
"coding"

DG
DG

# Not stored in ES

DG

# Not stored in ES
# Not stored in ES

文档
{

}
{

}

"entity_id": "http://example.org/simone",
"entity_type": ["http://example.org/Person"],
"document_type": "rdf-resource"
"predicates": {
"http://example.org/likes": [
{
"value": "spaghetti",
"graph": "http://example.org/g1"
},
{
"value": "spaghetti",
"graph": "http://example.org/g2"
}
]
"http://example.org/status": [
{
"value": "La vita è un sogno",
"language": "it"
// Only present for rdf:langString
}
]
}

"entity_id" : "http://example.org/michael",
"entity_type" : ["http://example.org/Person"],
"document_type": "rdf-resource"

Grelin 示例OpenSearch文档
数据
# Vertex 1
simone
label

Person

<== L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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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e
simone
simone

likes
likes
age

# Vertex 2
michael label
# Edge 1
simone knows
e1
updated
e1
through
e1
since

"spaghetti"
"rice"
40

<== Property
<== Property
<== Property

Person

<== Label

michael
"2019-07-03"
"company"
10

<==
<==
<==
<==

Edge
Edge Property
Edge Property
Edge Property

文档
{

}

{

}

{

}

"entity_id": "simone",
"entity_type": ["Person"],
"document_type": "vertex",
"predicates": {
"likes": [
{
"value": "spaghetti"
},
{
"value": "rice"
}
]
}

"entity_id" : "michael",
"entity_type" : ["Person"],
"document_type": "vertex"

"entity_id": "e1",
"entity_type": ["knows"],
"document_type": "edge"
"predicates": {
"through": [
{
"value": "company"
}
]
}

Neptune 全文搜索参数
Amazon Neptune 使用以下参数指定全文：OpenSearchGremlin 和 SPARQL 中的查询：
• queryType— (必需) 的类型OpenSearch查询。（有关查询类型列表，请参阅OpenSearch文
档)。Neptune 支持以下内容OpenSearch查询类型：
• simple_query_string— 基于提供的查询字符串返回文档，使用具有有限但容错的 Lucene 语法的分析
器。这是默认查询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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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查询使用简单的语法来解析提供的查询字符串并将其拆分为基于特殊运算符的词条。然后，查询会在
返回匹配文档之前独立分析每个词条。
虽然其语法比 query_string 查询更有限，但 simple_query_string 查询不会返回无效语法的错
误。相反，它忽略查询字符串的任何无效部分。
• 比赛— 该matchquery 是执行全文搜索的标准查询，包括模糊匹配的选项。
• 前缀— 返回在提供字段中包含特定前缀的文档。
• 模糊— 如果文档包含与搜索词相似的词条（相似度用 Levenshtein 编辑距离衡量），则返回该文档。
编辑距离是将一个词条转换为另一个词条所需的单字符更改数。这些更改可包括：
• 更改一个字符（box 更改为 fox）。
• 删除一个字符（black 更改为 lack）。
• 插入一个字符（sic 更改为 sick）。
• 转置两个相邻的字符（act 更改为 cat）。
查找相似词条时，fuzzy 查询会在指定的编辑距离内为搜索词创建所有可能变体和扩展，然后返回每个
变体的精确匹配。
• 术语— 返回指定字段之一包含指定词条的精确匹配的文档。
您可以使用 term 查询基于精确值（如价格、产品 ID 或用户名）查找文档。

Warning
避免对文本字段使用 term 查询。默认情况下，OpenSearch作为分析的一部分，更改文本字段
的值，这会使得很难找到文本字段值的精确匹配。
要搜索文本字段值，请改用 match 查询。
• query_string— 基于提供的查询字符串返回文档，使用具有严格语法（Lucene 语法）的分析器。
此查询使用语法来解析和拆分基于运算符（如 AND 或 NOT）提供的查询字符串。然后，查询会在返回
匹配文档之前独立分析每个拆分文本。
您可以使用 query_string 查询创建复杂的搜索，其中包括通配符、跨多个字段的搜索等。虽然查询
灵活多变，但它是严格的，如果查询字符串包含任何无效语法，则会返回错误。

Warning
由于它对任何无效语法返回错误，因此我们不建议对搜索框使用 query_string 查询。
如果您不需要支持查询语法，请考虑使用 match 查询。如果您需要查询语法的功能，请使用不
太严格的 simple_query_string 查询。
• field— 中的字段OpenSearch要对其进行搜索。只有在 queryType 允许它（如
simple_query_string 和 query_string 那样）时才能省略此项，在这种情况下，搜索针对所有字
段。在 Gremlin 中，这是隐式的。
如果查询允许，则可以指定多个字段，如 simple_query_string 和 query_string 查询。
• query— (必需) 要运行的查询OpenSearch. 此字段的内容可能因 queryType 而异。不同的 queryType 接
受不同的语法，如 Regexp。在 Gremlin 中，query 是隐式的。
• maxResults— 要返回的最大结果数量。默认为index.max_result_window OpenSearch设置，该设
置本身默认为 10,000。maxResults 参数可以指定小于该值的任意数字。

Important
如果你设置maxResults价值高于OpenSearch index.max_result_window值并尝试检索
多于index.max_result_window结果，OpenSearch带有失败的Result window is too
large错误消息。但是，Neptune 正常地处理这个问题，而不会传播错误。如果您试图提取的结
果数超过 index.max_result_window 的值，请记住这一点。
• minScore— 返回的搜索结果必须具有的最低分数。请参阅OpenSearch相关文档有关结果评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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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tchSize— Neptune 始终分批处理提取数据（默认批处理大小为 100）。您可以使用此参数来优化性
能。批处理大小不能超过index.max_result_window OpenSearch设置，该设置默认为 10,000。
• sortBy— 一个可选参数，允许您对返回的结果进行排序OpenSearch请按以下操作之一：
• 文档中的特定字符串字段–
例如，在 SPARQL 查询中，您可以指定：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sortBy foaf:name .

在类似的 Gremlin 查询中，您可以指定：
.withSideEffect('Neptune#fts.sortBy', 'name')

• 特定的非字符串字段 (long、double等）在文档中–
请注意，在非字符串字段上进行排序时，您需要追加.value转到字段名称以将其与字符串字段区分开
来。
例如，在 SPARQL 查询中，您可以指定：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sortBy foaf:name.value .

在类似的 Gremlin 查询中，您可以指定：
.withSideEffect('Neptune#fts.sortBy', 'name.value')

• score— 按匹配得分排序（默认）。
如果 sortOrder 参数存在但 sortBy 不存在，则 score 按照由 sortOrder 指定的顺序对结果进行
排序。
• id— 按 ID 排序，这意味着 SPARQL 主题 URI 或 Gremlin 顶点或边缘 ID。
例如，在 SPARQL 查询中，您可以指定：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sortBy 'Neptune#fts.entity_id' .

在类似的 Gremlin 查询中，您可以指定：
.withSideEffect('Neptune#fts.sortBy', 'Neptune#fts.entity_id')

• label— 按标签排序。
例如，在 SPARQL 查询中，您可以指定：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sortBy 'Neptune#fts.entity_type' .

在类似的 Gremlin 查询中，您可以指定：
.withSideEffect('Neptune#fts.sortBy', 'Neptune#fts.entity_type')

• doc_type— 按文档类型（即 SPARQL 或 Gremlin）排序。
例如，在 SPARQL 查询中，您可以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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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sortBy 'Neptune#fts.document_type' .

在类似的 Gremlin 查询中，您可以指定：
.withSideEffect('Neptune#fts.sortBy', 'Neptune#fts.document_type')

默认情况下，OpenSearch结果不进行排序，它们的顺序是不确定的，这意味着同一个查询在每次运行时
都可能以不同的顺序返回项目。因此，如果结果集大于 max_result_window，则每次运行查询时都会返
回总结果的一个非常不同的子集。但是，通过排序，您可以使不同运行的结果变得可更直接地进行比较。
如果没有 sortOrder 参数随附 sortBy，则使用从最大到最小的降序 (DESC)。
• sortOrder— 一个可选参数，允许您指定是否OpenSearch结果从最小到最大，或从最大到最小排序（默
认）：
• ASC— 升序，从最小到最大。
• DESC— 降序，从最大到最小。
这是默认值，当 sortBy 参数存在但未指定 sortOrder 时使用。
如果都不是sortBy也不sortOrder存在，OpenSearch默认情况下，结果不进行排序。

非字符串OpenSearchAmazon Neptune 索引
非字符串OpenSearchAmazon Neptune 中的索引允许将谓词的非字符串值复制到OpenSearch使用流轮询
器。所有可以安全转换为相应的谓词值OpenSearch然后将映射或数据类型复制到OpenSearch.
要在新堆栈上启用非字符串索引，Enable Non-String Indexing中的标志Amazon CloudFormation
必须将模板设为true. 这是默认设置。要更新现有堆栈以支持非字符串索引，请参阅更新现有的堆
栈 (p. 513)下面的。

Note
• 最好不要在早于之前的引擎版本上启用非字符串索引1.0.4.2.
• OpenSearch使用正则表达式查询与多个字段匹配的字段名称（其中一些字段包含字符串值，另一
些字段包含非字符串值）的查询失败并显示错误。如果 Neptune 中的全文搜索查询属于该类型，
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
• 按非字符串字段进行排序时，在字段名称中附加 “.value” 以将其与字符串字段区分开来。
目录
• 更新现有的 Neptune 全文搜索堆栈以支持非字符串索引 (p. 513)
• 筛选在 Neptune 全文搜索中索引哪些字段 (p. 513)
• 按属性或谓词名称过滤 (p. 513)
• 按属性或谓词值类型过滤 (p. 514)
• 将 SPARQL 和 Gremlin 数据类型映射到OpenSearch (p. 515)
• 验证数据映射 (p. 516)
• 示例非字符串OpenSearch在 Neptune 中查询 (p. 520)
•
•
•
•

1. 获取年龄大于 30 且名称以 “Si” 开头的所有顶点 (p. 520)
2. 获取年龄在 10 至 50 岁之间的所有节点以及与 “Ronka” 模糊匹配的名称 (p. 521)
3. 获取时间戳在过去 25 天内的所有节点 (p. 521)
4. 获取时间戳在给定年份和月份内的所有节点 (p.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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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现有的 Neptune 全文搜索堆栈以支持非字符串索引
如果您已在使用 Neptune 全文搜索，则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来支持非字符串索引：
1.

停止流轮询器 Lambda 函数。这可确保在导出过程中不会复制任何新的更新。通过禁用调用 Lambda 函
数的云事件规则来执行此操作：
• 在 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 中，导航到 CloudWatch。
• SelectRule.
• 选择具有 Lambda 流轮询程序名称的规则。
• Select禁用以暂时禁用规则。

2.

删除当前的 Neptune 指数OpenSearch. 使用以下命令curl查询以删除amazon_neptune来自你的索引
OpenSearch集群：
curl -X DELETE "your OpenSearch endpoint/amazon_neptune"

3.

开始从 Neptune 的一次性出口到OpenSearch. 最好设置新OpenSearch此时堆栈，以便为执行导出的轮
询程序拾取新的工件。
按列出的步骤操作此处GitHub开始将你的 Neptune 数据一次性导出到OpenSearch.

4.

更新现有流轮询器的 Lambda 工件。在将 Neptune 数据导出到OpenSearch已成功完成，请执行以下步
骤：
• 在 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 中，导航到 Amazon CloudFormation。
• 选择主要父母Amazon CloudFormation堆栈。
• Select更新该堆栈的选项。
• Select从选项中替换当前模板.
• 对于模板源，请选择Amazon S3 URL.
• 对于 Amazon S3 URL，请输入：
https://aws-neptune-customer-samples.s3.amazonaws.com/neptune-stream/
neptune_to_elastic_search.json

• 选择下一步而不会更改任何Amazon CloudFormation参数。
• Select更新堆栈.Amazon CloudFormation将用最新的工件替换流轮询器的 Lambda 代码工件。
5.

再次启动直播轮询器。通过启用适当的CloudWatch规则：
• 在 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 中，导航到 CloudWatch。
• SelectRule.
• 选择具有 Lambda 流轮询程序名称的规则。
• Select启用.

筛选在 Neptune 全文搜索中索引哪些字段
有两个字段在Amazon CloudFormation模板详细信息，允许您指定要从中排除的属性或谓词键或数据类型
OpenSearch索引：

按属性或谓词名称过滤
您可以使用可选Amazon CloudFormation名为的模板参数Properties to exclude from being
inserted into Elastic Search Index提供要从中排除的属性或谓词键的逗号分隔列表OpenSearch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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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假设您将此参数设置为bob：
"Properties to exclude from being inserted into Elastic Search Index" : bob

在这种情况下，将删除以下 Gremlin 更新查询的流记录，而不是进入索引：
g.V("1").property("bob", "test")

同样，你可以将参数设置为http://my/example#bob：
"Properties to exclude from being inserted into Elastic Search Index" : http://my/
example#bob

在这种情况下，将删除以下 SPARQL 更新查询的流记录，而不是进入索引：
PREFIX ex: <http://my/example#>
INSERT DATA { ex:s1 ex:bob "test"}.

如果你没在这里输入任何东西Amazon CloudFormation模板参数，否则不排除的所有属性键都将被编入索
引。

按属性或谓词值类型过滤
您可以使用可选Amazon CloudFormation名为的模板参数Datatypes to exclude from being
inserted into Elastic Search Index提供要从中排除的属性或谓词值数据类型的逗号分隔列表
OpenSearch索引。
对于 SPARQL，您不需要列出完整的 XSD 类型 URI，只需列出数据类型令牌即可。您可以列出的有效数据
类型令牌是：
• string
• boolean
• float
• double
• dateTime
• date
• time
• byte
• short
• int
• long
• decimal
• integer
• nonNegativeInteger
• nonPositiveInteger
• negativeInteger
• unsignedByte
• unsignedShort
• unsignedInt
• unsigned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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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Gremlin，要列出的有效数据类型为：
• string
• date
• bool
• byte
• short
• int
• long
• float
• double
例如，假设您将此参数设置为string：
"Datatypes to exclude from being inserted into Elastic Search Index" : string

在这种情况下，将删除以下 Gremlin 更新查询的流记录，而不是进入索引：
g.V("1").property("myStringval", "testvalue")

同样，你可以将参数设置为int：
"Datatypes to exclude from being inserted into Elastic Search Index" : int

在这种情况下，将删除以下 SPARQL 更新查询的流记录，而不是进入索引：
PREFIX ex: <http://my/example#>
PREFIX xsd:<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
INSERT DATA { ex:s1 ex:bob "11"^^xsd:int }.

如果你没在这里输入任何东西Amazon CloudFormation模板参数，其值可以安全转换为的所有属性
OpenSearch等价物将被编入索引。查询语言不支持的列出类型将被忽略。

将 SPARQL 和 Gremlin 数据类型映射到OpenSearch
中的新数据类型映射OpenSearch是根据属性或对象中使用的数据类型创建的。由于某些字段包含不同类型
的值，因此初始映射可能会排除该字段的某些值。
Neptune 数据类型映射到OpenSearch数据类型如下：
SPARQL 类型

Gremlin 类型

OpenSearch类型

XSD:int

byte

long

XSD:unsignedInt

short

XSD:integer

int

XSD:byte

long

XSD:unsignedB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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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QL 类型

Gremlin 类型

OpenSearch类型

XSD:float

float

double

XSD:double

double

XSD:short
XSD:unsignedShort
XSD:long
XSD:unsignedLong

XSD:decimal
XSD:boolean

bool

boolean

XSD:datetime

date

date

string

text

自定义数据类型

不适用

text

任何其它数据类型

不适用

text

XSD:date
XSD:string
XSD:time

例如，以下 Gremlin 更新查询会导致将 “newField” 的新映射添加到OpenSearch，也就是{ "type" :
"double" }：
g.V("1").property("newField" 10.5)

同样，以下 SPARQL 更新查询会导致将 “ex:byte” 的新映射添加到OpenSearch，也就是{ "type" :
"long" }：
PREFIX ex: <http://my/example#>
PREFIX xsd:<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
INSERT DATA { ex:test ex:byte "123"^^xsd:byte }.

Note
正如你所看到的，从 Neptune 映射到的物品OpenSearch最终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数据类型
OpenSearch比 Neptune 的情况。但是，中有一个明确的文本字段OpenSearch，“数据类型”，它记
录了物品在 Neptune 中拥有的数据类型。

验证数据映射
数据被复制到OpenSearch来自 Neptune 使用这个过程：
• 如果中已经存在有问题字段的映射OpenSearch：
• 如果可以使用数据验证规则将数据安全转换为现有映射，则将字段存储在OpenSearch.
• 如果没有，请删除相应的直播更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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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问题的字段没有现有的映射，请查找OpenSearch与 Neptune 中字段的数据类型对应的数据类型。
• 如果可以安全地将字段数据转换为OpenSearch使用数据验证规则进行 datatype，然后将新的映射和字
段数据存储在OpenSearch.
• 如果没有，请删除相应的直播更新记录。
对等价值进行验证OpenSearch类型或现有OpenSearch映射而不是 Neptune 类型。例如，验证
值"123"在"123"^^xsd:int完成对long键入而不是int。
尽管 Neptune 尝试将所有数据复制到OpenSearch，在某些情况下，数据类型OpenSearch与 Neptune 中的
完全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记录被跳过而不是编入索引OpenSearch.
例如，在 Neptune 中，一个属性可以有多个不同类型的值，而在OpenSearch整个索引中的字段必须具有相
同的类型。
通过启用调试日志，您可以查看从 Neptune 导出到的过程中丢弃的记录OpenSearch. 调试日志条目的示例
是：
Dropping Record : Data type not a valid Gremlin type
<Record>

按如下所示验证数据类型：
• text— Neptune 中的所有值都可以安全地映射到OpenSearch.
• long— Neptune 数据类型的以下规则适用于OpenSearch映射类型很长（在下面的示例中，假
设"testLong"有long映射类型):
• boolean— 无效，无法转换，相应的直播更新记录将被删除。
无效的 Gremlin 示例有：
"testLong" : true.
"testLong" : false.

无效的 SPARQL 示例有：
":testLong" : "true"^^xsd:boolean
":testLong" : "false"^^xsd:boolean

• datetime— 无效，无法转换，相应的直播更新记录将被删除。
一个无效的 Gremlin 示例是：
":testLong" :

datetime('2018-11-04T00:00:00').

一个无效的 SPARQL 示例是：
":testLong" : "2016-01-01"^^xsd:date

• float、double，或者decimal— 如果 Neptune 中的值是一个可以容纳 64 位的整数，则该值是有
效的并存储在OpenSearch作为一个长期，但是如果它有小数部分，或者是NaN或者INF，或者大于
9,223,854,775,808 或小于 -9,223,854,775,808 中的数据流更新记录无效，相应的流更新记录将被删
除。
有效的 Gremlin 示例包括：
"testLong" :

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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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Long" :
":testLong" :

123
-9223372036854775807

有效的 SPARQL 示例包括：
":testLong"
":testLong"
":testLong"
":testLong"
":testLong"

:
:
:
:
:

"145.0"^^xsd:float
145.0
"145.0"^^xsd:double
"145.0"^^xsd:decimal
"-9223372036854775807"

无效的 Gremlin 示例有：
"testLong" : 123.45
":testLong" : 9223372036854775900

无效的 SPARQL 示例有：
":testLong"
":testLong"
":testLong"
":testLong"
":testLong"

: 123.45
: 9223372036854775900
: "123.45"^^xsd:float
: "123.45"^^xsd:double
: "123.45"^^xsd:decimal

• string— 如果 Neptune 中的值是一个可以包含在 64 位整数中的整数的字符串表示形式，那么它是有
效的并被转换为long在OpenSearch. 任何其他字符串值对 Elasticse搜索无效long映射，相应的流更新
记录将被删除。
有效的 Gremlin 示例包括：
"testLong" : "123".
":testLong" : "145.0"
":testLong" : "-9223372036854775807"

有效的 SPARQL 示例包括：
":testLong" : "145.0"^^xsd:string
":testLong" : "-9223372036854775807"^^xsd:string

无效的 Gremlin 示例有：
"testLong" : "123.45"
":testLong" : "9223372036854775900"
":testLong" : "abc"

无效的 SPARQL 示例有：
":testLong" : "123.45"^^xsd:string
":testLong" : "abc"
":testLong" : "9223372036854775900"^^xsd:string

• double— 如果OpenSearch映射类型是double，以下规则适用（这里，假设 “testDouble” 字段有一
个double映射中OpenSearch):
• boolean— 无效，无法转换，相应的直播更新记录将被删除。
无效的 Gremlin 示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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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Double" : true.
"testDouble" : false.

无效的 SPARQL 示例有：
":testDouble" : "true"^^xsd:boolean
":testDouble" : "false"^^xsd:boolean

• datetime— 无效，无法转换，相应的直播更新记录将被删除。
一个无效的 Gremlin 示例是：
":testDouble" :

datetime('2018-11-04T00:00:00').

一个无效的 SPARQL 示例是：
":testDouble" : "2016-01-01"^^xsd:date

• 浮点数NaN要么INF— 如果 SPARQL 中的值是浮点NaN要么INF，那么它无效，相应的流更新记录将被
删除。
无效的 SPARQL 示例有：
"

:testDouble"
":testDouble"
":testDouble"
":testDouble"

:
:
:
:

"NaN"^^xsd:float
"NaN"^^double
"INF"^^double
"-INF"^^double

• 数字或数字字符串 — 如果 Neptune 中的值是可以安全地表示为数字的任何其他数字或数字字符串
表示形式double，那么它是有效的并且被转换为double在OpenSearch. 任何其他字符串值对于
OpenSearch double映射，相应的流更新记录将被删除。
有效的 Gremlin 示例包括：
"testDouble" : 123
":testDouble" : "123"
":testDouble" : 145.67
":testDouble" : "145.67"

有效的 SPARQL 示例包括：
":testDouble"
":testDouble"
":testDouble"
":testDouble"
":testDouble"
":testDouble"

:
:
:
:
:
:

123.45
145.0
"123.45"^^xsd:float
"123.45"^^xsd:double
"123.45"^^xsd:decimal
"123.45"^^xsd:string

一个无效的 Gremlin 示例是：
":testDouble" :

"abc"

无效的 SPARQL 示例是：
API 版本 2020-12-18
519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示例查询

":testDouble" : "abc"

• date— 如果OpenSearch映射类型是date, Neptunedate和dateTimevalue 是有效的，任何可以成功解
析为dateTime格式的日期和时间。
Gremlin 或 SPARQL 中的有效示例是：
Date(2016-01-01)
"2016-01-01" "
2003-09-25T10:49:41"
"2003-09-25T10:49"
"2003-09-25T10"
"20030925T104941-0300"
"20030925T104941"
"2003-Sep-25" "
Sep-25-2003"
"2003.Sep.25"
"2003/09/25"
"2003 Sep 25" "
Wed, July 10, '96"
"Tuesday, April 12, 1952 AD 3:30:42pm PST"
"123"
"-123"
"0"
"-0"
"123.00"
"-123.00"

无效的例子有：
123.45
True
"abc"

示例非字符串OpenSearch在 Neptune 中查询
Neptune 目前不支持OpenSearch直接范围查询。但是，您可以使用 Lucene 语法和 query-type=
“query_string” 来实现相同的效果，正如您在以下示例查询中可以看到的那样。

1. 获取年龄大于 30 且名称以 “Si” 开头的所有顶点
在 Grelin 中：
g.withSideEffect('Neptune#fts.endpoint', 'http://your-es-endpoint')
.withSideEffect("Neptune#fts.queryType", "query_string")
.V().has('*', 'Neptune#fts predicates.age.value:>30 && predicates.name.value:Si*');

在 SPARQL 中：
PREFIX foaf: <http://xmlns.com/foaf/0.1/>
PREFIX neptune-fts: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services/fts#>
SELECT * WHERE {
SERVICE neptune-fts:search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endpoint 'http://localhost:9200'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queryType 'query_string'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query "predicates.\\*foaf\\*age.value:>30 AND
predicates.\\*foaf\\*name.value: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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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field '*'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return ?res .

在这里，"\\*foaf\\*age为了简洁起见，使用而不是完整的 URI。此正则表达式将检索所有字段都具有两
者foaf和age在 URI 中。

2. 获取年龄在 10 至 50 岁之间的所有节点以及与 “Ronka” 模糊匹
配的名称
在 Grelin 中：
g.withSideEffect('Neptune#fts.endpoint', 'http://your-es-endpoint')
.withSideEffect("Neptune#fts.queryType", "query_string")
.V().has('*', 'Neptune#fts predicates.age.value:[10 TO 50] AND
predicates.name.value:Ronka~');

在 SPARQL 中：
PREFIX foaf: <http://xmlns.com/foaf/0.1/>
PREFIX neptune-fts: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services/fts#>
SELECT * WHERE {
SERVICE neptune-fts:search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endpoint 'http://localhost:9200'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queryType 'query_string'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query "predicates.\\*foaf\\*age.value:[10 TO 50] AND
predicates.\\*foaf\\*name.value:Ronka~"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field '*'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return ?res .
}
}

3. 获取时间戳在过去 25 天内的所有节点
在 Grelin 中：
g.withSideEffect('Neptune#fts.endpoint', 'http://your-es-endpoint')
.withSideEffect("Neptune#fts.queryType", "query_string")
.V().has('*', 'Neptune#fts predicates.timestamp.value:>now-25d');

在 SPARQL 中：
PREFIX foaf: <http://xmlns.com/foaf/0.1/>
PREFIX neptune-fts: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services/fts#>
SELECT * WHERE {
SELECT * WHERE {
SERVICE neptune-fts:search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endpoint 'http://localhost:9200'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queryType 'query_string'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query "predicates.\\*foaf\\*timestamp.value:>now-25d~"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field '*'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return ?re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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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获取时间戳在给定年份和月份内的所有节点
在 Grelin 中，使用日期数学表达式在 2020 年 12 月的 Lucene 语法中：
g.withSideEffect('Neptune#fts.endpoint', 'http://your-es-endpoint')
.withSideEffect("Neptune#fts.queryType", "query_string")
.V().has('*', 'Neptune#fts predicates.timestamp.value:>2020-12');

Gremlin 的替代方案：
g.withSideEffect('Neptune#fts.endpoint', 'http://your-es-endpoint')
.withSideEffect("Neptune#fts.queryType", "query_string")
.V().has('*', 'Neptune#fts predicates.timestamp.value:[2020-12 TO 2021-01]');

Full-text-search在 Amazon Neptune 中执行查询
在包含的查询中full-text-search，Neptune 试图把full-text-search首先在查询的其他部分之前调用。这减少了
对的调用次数OpenSearch在大多数情况下显著提高了性能。但是，这绝不是hard-and-fast规则。例如，在某
些情况下，PatternNode要么UnionNode可能在全文搜索调用之前。
假设对包含 10 万个实例的数据库进行以下 Gremlin 查询Person：
g.withSideEffect('Neptune#fts.endpoint', 'your-es-endpoint-URL')
.hasLabel('Person')
.has('name', 'Neptune#fts marcello~');

如果此查询按步骤出现的顺序执行，则 10 万个解决方案将流入 10 万个解决方案。OpenSearch，导致数
以百计OpenSearch调用。事实上，Neptune 打电话OpenSearch首先，然后将结果与 Neptune 结果联接起
来。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比按原始顺序执行查询要快得多。
您可以使用 noReordering 查询提示 (p. 276)防止查询步骤执行采用这种重新排序：
g.withSideEffect('Neptune#fts.endpoint', 'your-es-endpoint-URL')
.withSideEffect('Neptune#noReordering', true)
.hasLabel('Person')
.has('name', 'Neptune#fts marcello~');

在第二种情况下，首先执行 .hasLabel 步骤，其次执行 .has('name', 'Neptune#fts marcello~')
步骤。
对于另一个示例，假设针对相同类型的数据进行 SPARQL 查询：
PREFIX foaf: <http://xmlns.com/foaf/0.1/>
PREFIX neptune-fts: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services/fts#>
SELECT ?person WHERE {
?person rdf:type foaf:Person .
SERVICE neptune-fts:search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endpoint 'http://your-es-endpoint.com'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field foaf:name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query 'mike'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return ?person .
}
}

再次在这里，Neptune 执行SERVICE首先查询的部分，然后将结果与Person数据。您可以使用joinOrder 查
询提示 (p.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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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IX foaf: <http://xmlns.com/foaf/0.1/>
PREFIX neptune-fts: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services/fts#>
PREFIX hint: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QueryHints#>
SELECT ?person WHERE {
hint:Query hint:joinOrder "Ordered" .
?person rdf:type foaf:Person .
SERVICE neptune-fts:search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endpoint 'http://your-es-endpoint.com'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field foaf:name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query 'mike'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return ?person .
}
}

同样，在第二个查询中，查询的各个部分按照它们在查询中显示的顺序执行。

在 Neptune 中使用全文搜索示例 SPARQL 查询
下面是一些在 Amazon Neptune 中使用全文搜索的示例 SPARQL 查询。

SPARQL 匹配查询示例
PREFIX foaf: <http://xmlns.com/foaf/0.1/>
PREFIX neptune-fts: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services/fts#>
SELECT * WHERE {
SERVICE neptune-fts:search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endpoint 'http://your-es-endpoint.com'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queryType 'match'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field foaf:name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query 'michael'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return ?res .
}
}

SPARQL prefix 查询示例
PREFIX foaf: <http://xmlns.com/foaf/0.1/>
PREFIX neptune-fts: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services/fts#>
SELECT * WHERE {
SERVICE neptune-fts:search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endpoint 'http://your-es-endpoint.com'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queryType 'prefix'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field foaf:name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query 'mich'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return ?res .
}
}

SPARQL 模糊查询示例
PREFIX foaf: <http://xmlns.com/foaf/0.1/>
PREFIX neptune-fts: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services/fts#>
SELECT * WHERE {
SERVICE neptune-fts:search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endpoint 'http://your-es-endpoint.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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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queryType 'fuzzy' .
neptune-fts:field foaf:name .
neptune-fts:query 'mikael' .
neptune-fts:return ?res .

SPARQL 术语查询示例
PREFIX foaf: <http://xmlns.com/foaf/0.1/>
PREFIX neptune-fts: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services/fts#>
SELECT * WHERE {
SERVICE neptune-fts:search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endpoint 'http://your-es-endpoint.com'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queryType 'term'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field foaf:name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query 'Dr. Kunal'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return ?res .
}
}

SPARQL query_string 查询示例
此查询指定多个字段。
PREFIX foaf: <http://xmlns.com/foaf/0.1/>
PREFIX neptune-fts: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services/fts#>
SELECT * WHERE {
SERVICE neptune-fts:search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endpoint 'http://your-es-endpoint.com'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queryType 'query_string'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query 'mikael~ OR rondelli'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field foaf:name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field foaf:surname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return ?res .
}
}

SPARQL simple_query_string 查询示例
以下查询使用通配符 ('*') 指定字段。
PREFIX foaf: <http://xmlns.com/foaf/0.1/>
PREFIX neptune-fts: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services/fts#>
SELECT * WHERE {
SERVICE neptune-fts:search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endpoint 'http://your-es-endpoint.com'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queryType 'simple_query_string'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query 'mikael~ | rondelli'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field '*'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return ?res .
}
}

SPARQL 按字符串字段查询示例
PREFIX foaf: <http://xmlns.com/foaf/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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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IX neptune-fts: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services/fts#>
SELECT * WHERE {
SERVICE neptune-fts:search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endpoint 'http://your-es-endpoint'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queryType 'query_string'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query 'mikael~ | rondelli'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field foaf:name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sortOrder 'asc'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sortBy foaf:name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return ?res .
}
}

SPARQL 按非字符串字段查询示例排序
PREFIX foaf: <http://xmlns.com/foaf/0.1/>
PREFIX neptune-fts: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services/fts#>
SELECT * WHERE {
SERVICE neptune-fts:search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endpoint 'http://your-es-endpoint'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queryType 'query_string'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query 'mikael~ | rondelli'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field foaf:name.value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sortOrder 'asc'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sortBy dc:date.value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return ?res .
}
}

SPARQL 按 ID 排序查询示例
PREFIX foaf: <http://xmlns.com/foaf/0.1/>
PREFIX neptune-fts: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services/fts#>
SELECT * WHERE {
SERVICE neptune-fts:search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endpoint 'http://your-es-endpoint'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queryType 'query_string'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query 'mikael~ | rondelli'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field foaf:name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sortOrder 'asc'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sortBy 'Neptune#fts.entity_id'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return ?res .
}
}

SPARQL 按标签排序查询示例
PREFIX foaf: <http://xmlns.com/foaf/0.1/>
PREFIX neptune-fts: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services/fts#>
SELECT * WHERE {
SERVICE neptune-fts:search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endpoint 'http://your-es-endpoint'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queryType 'query_string'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query 'mikael~ | rondelli'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field foaf:name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sortOrder 'asc'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sortBy 'Neptune#fts.entity_type'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return ?re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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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RQL 按 doc_type 排序查询示例
PREFIX foaf: <http://xmlns.com/foaf/0.1/>
PREFIX neptune-fts: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services/fts#>
SELECT * WHERE {
SERVICE neptune-fts:search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endpoint 'http://your-es-endpoint'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queryType 'query_string'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query 'mikael~ | rondelli'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field foaf:name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sortOrder 'asc'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sortBy 'Neptune#fts.document_type'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return ?res .
}
}

在 SPARQL 中使用 Lucene 语法的示例
Lucene 语法仅支持query_string中的查询OpenSearch.
PREFIX foaf: <http://xmlns.com/foaf/0.1/>
PREFIX neptune-fts: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services/fts#>
SELECT * WHERE {
SERVICE neptune-fts:search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endpoint 'http://your-es-endpoint'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queryType 'query_string'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queryType 'query_string'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query 'predicates.\\foaf\\name.value:micheal AND
predicates.\\foaf\\surname.value:sh'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field ‘’ .
neptune-fts:config neptune-fts:return ?res .
}
}

在 Gremlin 查询中使用 Neptune 全文搜索
对未转换为 Neptune 步骤的 Grenomlin 遍历部分，NeptuneSearchStep 启用全文搜索查询。例如，请考
虑以下查询：
g.withSideEffect("Neptune#fts.endpoint", "your-es-endpoint-URL")
.V()
.tail(100)
.has("name", "Neptune#fts mark*")
<== # Limit the search on name

此查询在 Neptune 中将转换为以下优化遍历：
Neptune steps:
[
NeptuneGraphQueryStep(Vertex) {
JoinGroupNode {
PatternNode[(?1, <~label>, ?2, <~>) . project distinct ?1 .],
{estimatedCardinality=INFINITY}
}, annotations={path=[Vertex(?1):GraphStep], maxVarId=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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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TraverserConverterStep
]
+ not converted into Neptune steps: [NeptuneTailGlobalStep(100),
NeptuneTinkerpopTraverserConverterStep, NeptuneSearchStep {
JoinGroupNode {
SearchNode[(idVar=?3, query=mark*, field=name) . project ask .], {endpoint=yourOpenSearch-endpoint-URL}
}
JoinGroupNode {
SearchNode[(idVar=?3, query=mark*, field=name) . project ask .], {endpoint=yourOpenSearch-endpoint-URL}
}
}]

以下是 Gremlin 对航空航线数据的查询示例：

Gremlin 基本不区分大小写match询问
g.withSideEffect("Neptune#fts.endpoint",
"your-OpenSearch-endpoint-URL")
.withSideEffect('Neptune#fts.queryType', 'match')
.V().has("city","Neptune#fts dallas")
==>v[186]
==>v[8]

Gremlinmatch询问
g.withSideEffect("Neptune#fts.endpoint",
"your-OpenSearch-endpoint-URL")
.withSideEffect('Neptune#fts.queryType', 'match')
.V().has("city","Neptune#fts southampton")
.local(values('code','city').fold())
.limit(5)
==>[SOU, Southampton]

Gremlinfuzzy询问
g.withSideEffect("Neptune#fts.endpoint",
"your-OpenSearch-endpoint-URL")
.V().has("city","Neptune#fts allas~").values('city').limit(5)
==>Dallas
==>Dallas
==>Walla Walla
==>Velas
==>Altai

Gremlinquery_string模糊查询
g.withSideEffect("Neptune#fts.endpoint",
"your-OpenSearch-endpoint-URL")
.withSideEffect('Neptune#fts.queryType', 'query_string')
.V().has("city","Neptune#fts allas~").values('city').limi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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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las
==>Dallas

Gremlinquery_string正则表达式查询
g.withSideEffect("Neptune#fts.endpoint",
"your-OpenSearch-endpoint-URL")
.withSideEffect('Neptune#fts.queryType', 'query_string')
.V().has("city","Neptune#fts /[dp]allas/").values('city').limit(5)
==>Dallas
==>Dallas

Gremlin 混合查询
此查询使用 Neptune 内部索引和OpenSearch同一查询中的索引。
g.withSideEffect("Neptune#fts.endpoint",
"your-OpenSearch-endpoint-URL")
.V().has("region","GB-ENG")
.has('city','Neptune#fts L*')
.values('city')
.dedup()
.limit(10)
==>London
==>Leeds
==>Liverpool
==>Land's End

简单 Gremlin 全文搜索示例
g.withSideEffect("Neptune#fts.endpoint",
"your-OpenSearch-endpoint-URL")
.V().has('desc','Neptune#fts regional municipal')
.local(values('code','desc').fold())
.limit(100)
==>[HYA,
==>[SPS,
==>[ABR,
==>[SLK,
==>[BFD,
==>[EAR,
==>[ROT,
==>[YHD,
==>[TEX,
==>[WOL,
==>[TUP,
==>[COU,
==>[MHK,
==>[BJI,
==>[HAS,
==>[ALO,
==>[SHV,
==>[ABI,
==>[GIZ,
==>[USA,
==>[JMS,

Barnstable Municipal Boardman Polando Field]
Sheppard Air Force Base-Wichita Falls Municipal Airport]
Aberdeen Regional Airport]
Adirondack Regional Airport]
Bradford Regional Airport]
Kearney Regional Airport]
Rotorua Regional Airport]
Dryden Regional Airport]
Telluride Regional Airport]
Illawarra Regional Airport]
Tupelo Regional Airport]
Columbia Regional Airport]
Manhattan Regional Airport]
Bemidji Regional Airport]
Hail Regional Airport]
Waterloo Regional Airport]
Shreveport Regional Airport]
Abilene Regional Airport]
Jizan Regional Airport]
Concord Regional Airport]
Jamestown Regional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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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 City of Colorado Springs Municipal Airport]
==>[PKB, Mid Ohio Valley Regional Airport]

使用 Gremlin 查询query_string使用 “+” 和 “-” 运算
符
尽管 query_string 查询类型比默认 simple_query_string 类型要严格得多，但它确实可
以获得更精确的查询结果。下面的第一个查询使用 query_string，而第二个查询使用默认的
simple_query_string：
g.withSideEffect("Neptune#fts.endpoint",
"your-OpenSearch-endpoint-URL")
.withSideEffect('Neptune#fts.queryType', 'query_string')
. V().has('desc','Neptune#fts +London -(Stansted|Gatwick)')
.local(values('code','desc').fold())
.limit(10)
==>[LHR,
==>[YXU,
==>[LTN,
==>[SEN,
==>[LCY,

London
London
London
London
London

Heathrow]
Airport]
Luton Airport]
Southend Airport]
City Airport]

请注意以下示例中的 simple_query_string 如何悄悄地忽略“+”和“-”运算符：
g.withSideEffect("Neptune#fts.endpoint",
"your-OpenSearch-endpoint-URL")
.V().has('desc','Neptune#fts +London -(Stansted|Gatwick)')
.local(values('code','desc').fold())
.limit(10)
==>[LHR,
==>[YXU,
==>[LGW,
==>[STN,
==>[LTN,
==>[SEN,
==>[LCY,
==>[SKG,
==>[ADB,
==>[BTV,

London Heathrow]
London Airport]
London Gatwick]
London Stansted Airport]
London Luton Airport]
London Southend Airport]
London City Airport]
Thessaloniki Macedonia International Airport]
Adnan Mender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Burlingt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g.withSideEffect("Neptune#fts.endpoint",
"your-OpenSearch-endpoint-URL")
.withSideEffect('Neptune#fts.queryType', 'query_string')
.V().has('desc','Neptune#fts +(regional|municipal) -(international|bradford)')
.local(values('code','desc').fold())
.limit(10)
==>[CZH,
==>[MMU,
==>[YBR,
==>[RDD,
==>[VIS,
==>[AIA,
==>[CDR,
==>[CVN,
==>[SDY,
==>[SGU,

Corozal Municipal Airport]
Morristown Municipal Airport]
Brandon Municipal Airport]
Redding Municipal Airport]
Visalia Municipal Airport]
Alliance Municipal Airport]
Chadron Municipal Airport]
Clovis Municipal Airport]
Sidney Richland Municipal Airport]
St George Municipal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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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mlinquery_string带有查询的AND和OR运营商
g.withSideEffect("Neptune#fts.endpoint",
"your-OpenSearch-endpoint-URL")
.withSideEffect('Neptune#fts.queryType', 'query_string')
.V().has('desc','Neptune#fts (St AND George) OR (St AND Augustin)')
.local(values('code','desc').fold())
.limit(10)
==>[YIF,
==>[STG,
==>[SGO,
==>[SGU,

St
St
St
St

Augustin Airport]
George Airport]
George Airport]
George Municipal Airport]

Gremlinterm询问
g.withSideEffect("Neptune#fts.endpoint",
"your-OpenSearch-endpoint-URL")
.withSideEffect('Neptune#fts.queryType', 'term')
.V().has("SKU","Neptune#fts ABC123DEF9")
.local(values('code','city').fold())
.limit(5)
==>[AUS, Austin]

Gremlinprefix询问
g.withSideEffect("Neptune#fts.endpoint",
"your-OpenSearch-endpoint-URL")
.withSideEffect('Neptune#fts.queryType', 'prefix')
.V().has("icao","Neptune#fts ka")
.local(values('code','icao','city').fold())
.limit(5)
==>[AZO,
==>[APN,
==>[ACK,
==>[ALO,
==>[ABI,

KAZO,
KAPN,
KACK,
KALO,
KABI,

Kalamazoo]
Alpena]
Nantucket]
Waterloo]
Abilene]

在 Neptune Gremlin 中使用 Lucene 语法
在 Neptune Gremlin 中，您还可以使用 Lucene 查询语法编写非常强大的查询。请注意，Lucene 语法仅支
持query_string在中查询OpenSearch.
假设以下数据：
g.addV("person")
.property(T.id, "p1")
.property("name", "simone")
.property("surname", "rondelli")
g.addV("person")
.property(T.id, "p2")
.property("name", "simone")
.property("surname", "sengup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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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ddV("developer")
.property(T.id, "p3")
.property("name", "simone")
.property("surname", "rondelli")

使用 Lucene 语法（当 queryType 为 query_string 时调用），您可以按名字和姓氏搜索此数据，如下所
示：
g.withSideEffect("Neptune#fts.endpoint", "es_enpoint")
.withSideEffect("Neptune#fts.queryType", "query_string")
.V()
.has("*", "Neptune#fts predicates.name.value:simone AND
predicates.surname.value:rondelli")
==> v[p1], v[p3]

请注意，在上面的 has() 步骤中，此字段替换为 "*"。实际上，放在此处的任何值都会被您在查询中访问
的字段所覆盖。您可以使用 predicates.name.value, 访问名字字段，因为这是数据模型的结构方式。
您可以按名字、姓氏和标签进行搜索，如下所示：
g.withSideEffect("Neptune#fts.endpoint", getEsEndpoint())
.withSideEffect("Neptune#fts.queryType", "query_string")
.V()
.has("*", "Neptune#fts predicates.name.value:simone AND
predicates.surname.value:rondelli AND entity_type:person")
==> v[p1]

该标签使用 entity_type 进行访问，也是因为这是数据模型的结构方式。
您还可以包括嵌套条件：
g.withSideEffect("Neptune#fts.endpoint", getEsEndpoint())
.withSideEffect("Neptune#fts.queryType", "query_string")
.V()
.has("*", "Neptune#fts (predicates.name.value:simone AND
predicates.surname.value:rondelli AND entity_type:person) OR
predicates.surname.value:sengupta")
==> v[p1], v[p2]

插入现代TinkerPop图形
g.addV('person').property(T.id, '1').property('name', 'marko').property('age', 29)
.addV('personr').property(T.id, '2').property('name', 'vadas').property('age', 27)
.addV('software').property(T.id, '3').property('name', 'lop').property('lang', 'java')
.addV('person').property(T.id, '4').property('name', 'josh').property('age', 32)
.addV('software').property(T.id, '5').property('name', 'ripple').property('lang', 'java')
.addV('person').property(T.id, '6').property('name', 'peter').property('age', 35)
g.V('1').as('a').V('2').as('b').addE('knows').from('a').to('b').property('weight',
0.5f).property(T.id, '7')
.V('1').as('a').V('3').as('b').addE('created').from('a').to('b').property('weight',
0.4f).property(T.id, '9')
.V('4').as('a').V('3').as('b').addE('created').from('a').to('b').property('weight',
0.4f).property(T.id, '11')
.V('4').as('a').V('5').as('b').addE('created').from('a').to('b').property('weight',
1.0f).property(T.id, '10')

API 版本 2020-12-18
531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按字符串字段排序
.V('6').as('a').V('3').as('b').addE('created').from('a').to('b').property('weight',
0.2f).property(T.id, '12')
.V('1').as('a').V('4').as('b').addE('knows').from('a').to('b').property('weight',
1.0f).property(T.id, '8')

按字符串排序字段值示例
g.withSideEffect("Neptune#fts.endpoint", "your-OpenSearch-endpoint-URL")
.withSideEffect('Neptune#fts.queryType', 'query_string')
.withSideEffect('Neptune#fts.sortOrder', 'asc')
.withSideEffect('Neptune#fts.sortBy', 'name')
.V().has('name', 'Neptune#fts marko OR vadas OR ripple')

按非字符串字段值进行排序示例
g.withSideEffect("Neptune#fts.endpoint", "your-OpenSearch-endpoint-URL")
.withSideEffect('Neptune#fts.queryType', 'query_string')
.withSideEffect('Neptune#fts.sortOrder', 'asc')
.withSideEffect('Neptune#fts.sortBy', 'age.value')
.V().has('name', 'Neptune#fts marko OR vadas OR ripple')

按 ID 排序字段值示例
g.withSideEffect("Neptune#fts.endpoint", "your-OpenSearch-endpoint-URL")
.withSideEffect('Neptune#fts.queryType', 'query_string')
.withSideEffect('Neptune#fts.sortOrder', 'asc')
.withSideEffect('Neptune#fts.sortBy', 'Neptune#fts.entity_id')
.V().has('name', 'Neptune#fts marko OR vadas OR ripple')

示例按标签排序字段值
g.withSideEffect("Neptune#fts.endpoint", "your-OpenSearch-endpoint-URL")
.withSideEffect('Neptune#fts.queryType', 'query_string')
.withSideEffect('Neptune#fts.sortOrder', 'asc')
.withSideEffect('Neptune#fts.sortBy', 'Neptune#fts.entity_type')
.V().has('name', 'Neptune#fts marko OR vadas OR ripple')

排序依据document_type字段值示例
g.withSideEffect("Neptune#fts.endpoint", "your-OpenSearch-endpoint-URL")
.withSideEffect('Neptune#fts.queryType', 'query_string')
.withSideEffect('Neptune#fts.sortOrder', 'asc')
.withSideEffect('Neptune#fts.sortBy', 'Neptune#fts.document_type')
.V().has('name', 'Neptune#fts marko OR vadas OR ripple')

问题排查 Neptune 全文搜索
要诊断从 Neptune 复制到 OpenSearch 的问题，请在中查找 CloudWatch 轮询器 Lambda 函数的日志。这
些日志提供了有关从流读取的记录数以及成功复制到 OpenSearch 的记录数的详细信息。
还可以通过更改您的 Lambda 函数的日志记录级别LoggingLevel环境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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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与LoggingLevel设置为DEBUG，您可以查看其他详细信息，例如丢弃的流记录以及丢弃每个记录
的原因，同时复制数据 StreamPoller 从 Neptune 到 OpenSearch。如果你发现自己缺少记录，这可
能很有用。
Neptune 流使用者应用程序会在上发布两个指标 CloudWatch 这也可以帮助您诊断问题：
• StreamRecordsProcessed— 应用程序每单位时间处理的记录数。有助于跟踪应用程序运行速率。
• StreamLagTime— 当前时间与处理的流记录的提交时间之间的时差（以毫秒为单位）。此指标显示了使
用者应用程序落后的程度。
此外，与复制进程相关的所有指标都会在的仪表板中显示 CloudWatch 使用与ApplicationName当您使用
实例化应用程序时提供 CloudWatch Template。
还可以选择创建 CloudWatch 每当轮询连续失败超过两次时触发该警报。通过在实例化应用程序时将
CreateCloudWatchAlarm 字段设置为 true 来执行此操作。然后指定您希望在触发警报时收到通知的电
子邮件地址。

对从流读取记录时失败的进程排除故障
如果进程在从流读取记录时失败，请确保您符合以下条件：
• 该流已在您的集群上启用。
• Neptune 流终端节点采用正确的格式：
• 对于 Gremlin 或 openPher：https://your cluster endpoint:your cluster port/
propertygraph/stream或者它的别名，https://your cluster endpoint:your cluster
port/pg/stream
• 对于 SPARQL：https://your cluster endpoint:your cluster port/sparql/stream
• 已为您的 VPC 配置了 DynamoDB 终端节点。
• 已为您的 VPC 子网配置了监控终端节点。

对向 OpenSearch 写入数据时失败的进程进行故障排除
如果进程在向 OpenSearch 写入记录时失败，请确保您符合以下条件：
• 您的 OpenSearch 版本是 7.0 或更高版本。
• 可以在 VPC 中通过轮询器 Lambda 函数访问 OpenSearch。
• 附加到的安全策略 OpenSearch 允许入站 HTTP/HTTPS 请求。

如果直播轮询器不断投掷该怎么
办ExpiredStreamException错误
如果直播轮询器不断抛出已过期的 Stream 异常 (p. 486)错误，升级你的 Neptune 引擎以发布1.0.4.2或更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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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Amazon LambdaAmazon
Neptune 中的函数
Amazon Lambda函数在 Amazon Neptune 应用程序中有很多用途。在这里，我们提供了将 Lambda 函数与
任何流行的 Gremlin 驱动程序和语言变体结合使用的一般指导，以及用 Java、JavaScript 和 Python 编写的
Lambda 函数的具体示例。

Note
随着最近的引擎版本，将 Lambda 函数与 Neptune 一起使用的最佳方式发生了变化。Neptune 曾
经在 Lambda 执行上下文被回收后很长时间保持空闲连接打开状态，这可能导致服务器上的资源
泄漏。为了缓解这种情况，我们曾经建议打开和关闭每次 Lambda 调用的连接。但是，从引擎版
本 1.0.3.0 开始，空闲连接超时已减少，以便在不活动的 Lambda 执行上下文被回收后连接不再泄
露，因此我们现在建议在执行上下文期间使用单个连接。这应包括一些错误处理和回退和重试样板
代码，以处理意外关闭的连接。

在中管理 Gremlin WebSocket 连接Amazon Lambda
功能
如果您使用 Gremlin 语言变体来查询 Neptune，则驱动程序将使用 WebSocket 连接连接到数据
库。WebSockets 旨在支持长期使用的客户端-服务器连接方案。Amazon Lambda另一方面, 它旨在支持相对
短期和无国籍的处决. 在使用 Lambda 查询 Neptune 时，这种设计理念的不匹配可能会导致一些意想不到的
问题。
网络 ACL 和安全组都允许 (因此可到达您的实例) 的发起 ping 的Amazon Lambda函数运行在执行上下文这
将函数与其他函数隔离开来。执行上下文是在第一次调用该函数时创建的，并且可以重复用于同一函数的后
续调用。
但是，从来没有使用任何一个执行上下文来处理函数的多个并发调用。如果您的函数被多个客户端同时调
用，那么 Lambda启动额外的执行上下文对于函数的每个实例。反过来，所有这些新的执行上下文可能会被
重用于后续的函数调用。
在某些时候，Lambda 会回收执行上下文，特别是如果它们已经处于非活动状态一段时间了。Amazon
Lambda公开执行上下文生命周期，包括Init、Invoke和Shutdown阶段，直至Lambda 扩展. 使用这些扩
展，您可以编写代码来在执行上下文被回收时清理外部资源，例如数据库连接。
一个常见的最佳做法是在 Lambda 处理函数之外打开数据库连接以便每次处理程序调用都可以重复使用它。
如果数据库连接在某个时候断开，则可以从处理程序内部重新连接。但是，这种方法存在连接泄漏的危险。
如果空闲连接在执行上下文被销毁后很长时间保持打开状态，则间歇性或突发性的 Lambda 调用情况可能会
逐渐泄露连接并耗尽数据库资源。
随着新的引擎版本，Neptune 连接限制和连接超时发生了变化。以前，每个实例支持多达 60,000 个
WebSocket 连接。现在，每个 Neptune 实例的最大并发 WebSocket 连接数因实例类型而异.
此外，从引擎版本 1.0.3.0 开始，Neptune 将连接的空闲超时时间从 1 小时减少到约 20 分钟。如果客户端
未关闭连接，则连接将在 20-25 分钟空闲超时后自动关闭。Amazon Lambda没有记录执行上下文的生命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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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但实验表明，新的 Neptune 连接超时与非活动的 Lambda 执行上下文超时完全一致。到回收不活动的执
行上下文时，Neptune 很可能已经关闭了它的连接，或者在此之后不久将关闭。

使用建议Amazon Lambda使用 Amazon Neptune
Gemlin
我们现在建议在 Lambda 执行上下文的整个生命周期内使用单个连接和图形遍历源，而不是每个函数调用一
个（每个函数调用仅处理一个客户端请求）。由于并发客户端请求由在不同的执行上下文中运行的不同函数
实例处理，因此无需维护连接池来处理函数实例内的并发请求。如果您使用的 Gremlin 驱动程序有连接池，
请将其配置为仅使用一个连接。
要处理连接失败，请围绕每个查询使用重试逻辑。尽管目标是在执行上下文的生命周期内维持单个连接，但
意外的网络事件可能会导致该连接突然终止。这种连接失败表现为不同的错误，具体取决于您使用的驱动程
序。您应该对 Lambda 函数进行编码以处理这些连接问题，并在必要时尝试重新连接。
一些 Gremlin 驱动程序会自动处理重新连接。例如，Java 驱动程序会代表您的客户端代码自动尝试重新
建立与 Neptune 的连接。使用此驱动程序，您的函数代码只需退回并重试查询。相比之下，JavaScript 和
Python 驱动程序并没有实现任何自动重新连接逻辑，因此对于这些驱动程序，你的函数代码必须在退退后尝
试重新连接，并且只有在重新建立连接后重试查询。
这里的代码示例确实包括重新连接逻辑，而不是假设客户端正在处理它。

在 Lambda 中使用 Gremlin 写入请求的建议
如果您的 Lambda 函数修改了图表数据，请考虑采用后退和重试策略来处理以下例外情况：
• ConcurrentModificationException— Neptune 交易语义意味着写入请求有时会失败并带
有ConcurrentModificationException. 在这些情况下，请尝试基于指数级的退避重试机制。
• ReadOnlyViolationException— 由于集群拓扑随时可能因计划或计划外事件而发生变化，因此写入
责任可能会从群集中的一个实例迁移到另一个实例。如果您的函数代码试图向不再是主（写入器）实例的
实例发送写入请求，则请求将失败并显示ReadOnlyViolationException. 发生这种情况时，请关闭现
有连接，重新连接到群集终端节点，然后重试请求。
此外，如果您使用回退和重试策略来处理写入请求问题，请考虑为创建和更新请求实施幂等查询（例如，使
用fold () .coalesce (). 展开 ().

在 Lambda 中使用 Gremlin 读取请求的建议
如果群集中有一个或多个只读副本，最好在这些副本之间平衡读取请求。一个选项是使用读取器节
点 (p. 115). 即使在添加或删除副本或将副本提升为新的主实例时群集拓扑发生了变化，读取器终端节点也会
在副本之间平衡连接。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使用读者终端节点可能会导致群集资源的使用不均衡。读取器终端节点的运行方式是
定期更改 DNS 条目指向的主机。如果客户端在 DNS 条目更改之前打开了大量连接，则所有连接请求都会发
送到单个 Neptune 实例。在高吞吐量的 Lambda 方案中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即对您的 Lambda 函数发出
大量并发请求会导致创建多个执行上下文，每个上下文都有自己的连接。如果这些连接几乎同时创建，则这
些连接可能都指向集群中的同一副本，并在执行上下文被回收之前一直指向该副本。
跨实例分配请求的一种方法是将 Lambda 函数配置为连接到实例终端节点，该终端节点随机从副本实例终端
节点列表中选择，而不是读取器终端节点。这种方法的缺点是，它需要 Lambda 代码来处理群集拓扑中的更
改，方法是监控集群并在群集成员资格发生变化时更新终端节点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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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正在编写需要在集群中的实例之间平衡读取请求的 Java Lambda 函数，则可以使用Amazon Neptune
的 Gemlin 客户端，一个 Java Gremlin 客户端，它了解您的群集拓扑，并在 Neptune 群集中的一组实例之
间公平分配连接和请求。这篇博客帖子包括一个示例 Java Lambda 函数，该函数将 Gremlin 客户端用于
Amazon Neptune。

可能会减缓 Neptune Gremlin Lambda 函数冷启动的因
素
第一次Amazon Lambda调用函数被称为冷启动。有几个因素可能会增加冷启动的延迟：
• 请确保为您的 Lambda 函数分配足够的内存。 — 对于 Lambda 函数而言，冷启动期间的编译可能比 EC2
慢得多，因为Amazon Lambda分配 CPU 周期与记忆成比例线性是你分配给函数的。具有 1,792 MB 内存
的函数接收相当于一个完整 vCPU（每秒一个 vCPU 秒的积分）的处理能力。对于使用 Java 编写的大型
Lambda 函数而言，没有分配足够的内存来获得足够的 CPU 周期的影响尤其明显。
• 请注意启用 IAM 数据库验证 (p. 143)可能会减缓冷启动–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
数据库身份验证还可以减慢冷启动速度，特别是在 Lambda 函数必须生成新的签名密钥的情况下。这种延
迟仅影响冷启动而不影响后续请求，因为一旦 IAM DB Auth 建立了连接凭证，Neptune 只会定期验证证书
是否仍然有效。

使用Amazon CloudFormation创建在 Neptune 中使
用的 Lambda 函数
您可以使用Amazon CloudFormation模板来创建Amazon Lambda可以访问 Neptune 的函数。
1.

Lambda 在Amazon CloudFormation选择一个控制台，选择启动堆栈按钮在下表中。
区域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
部）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美国东部（俄亥俄）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
北部）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美国西部（俄勒冈）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加拿大（中部）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南美洲（圣保罗）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欧洲（斯德哥尔摩）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欧洲（爱尔兰）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欧洲（伦敦）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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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欧洲（巴黎）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欧洲（法兰克福）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Middle East (Bahrain)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非洲（开普敦）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亚太地区（香港）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亚太地区（东京）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亚太地区（首尔）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亚太地区（新加坡）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亚太地区（悉尼）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亚太地区（孟买）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中国（北京）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中国（宁夏）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Amazon GovCloud（美
国西部）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Amazon GovCloud（美
国东部）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2.

在 Select Template 页面上，选择 Next。

3.

在指定详细信息页面上，设置以下选项：
a.

启动

根据您要在 Lambda 函数中使用的语言，选择 Lambda 运行时。这些 Amazon CloudFormation 模
板目前支持以下语言：
• Python 3.6（映射到python36在 Amazon S3 URL 中）
• NodeJS 12（映射到nodejs12x在 Amazon S3 URL 中）
• Ruby 2.5（映射到ruby25在 Amazon S3 URL 中）

b.

提供相应的 Neptune 集群终端节点和端口号。

c.

提供相应的 Neptune 安全组。

d.

提供相应的 Neptune 子网参数。

4.

选择 Next（下一步）。

5.

在 Options (选项) 页面上，选择 Next (下一步)。

6.

在存储库的审核页面上，选中第一个复选框以确认此Amazon CloudFormation将创建 IAM 资源。
然后选择 Create (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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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对 Lambda 运行时进行自己的更改，可以从您区域中的 Amazon S3 位置下载一个通用的运行
时：
https://s3.Amazon region.amazonaws.com/aws-neptune-customer-samples-Amazon region/
lambda/runtime-language/lambda_function.zip.

例如：
https://s3.us-west-2.amazonaws.com/aws-neptune-customer-samples-us-west-2/lambda/python36/
lambda_function.zip

Amazon LambdaAmazon Neptune 的函数
以下示例Amazon Lambda函数，用 Java 编写， JavaScript 和 Python，说明使用随机生成的 ID 对单个顶点
进行翻转fold().coalesce().unfold()成语。
每个函数中的大部分代码都是样板代码，负责管理连接以及在发生错误时重试连接和查询。真正的应用程
序逻辑和 Gremlin 查询在doQuery()和query()方法。如果您使用这些示例作为自己的 Lambda 函数的基
础，则可以集中精力修改doQuery()和query().
这些函数配置为重试失败的查询 5 次，两次重试之间等待 1 秒。
这些函数要求以下 Lambda 环境变量中存在值：
• NEPTUNE_ENDPOINT— 您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终端节点。
• NEPTUNE_PORT -Neptune 港口。
• USE_IAM — (true要么false) 如果你的数据库有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 数据
库身份验证启用，设置USE_IAM环境变量true. 这会导致 Lambda 函数对 Neptune 的连接请求进行 Sigv4
签名。对于此类 IAM 数据库身份验证请求，请确保 Lambda 函数的执行角色附加了适当的 IAM 策略，允
许该函数连接到您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请参阅IAM 策略的类型 (p. 159))。

Amazon Neptune 的 Java Lambda 函数示例
以下是使用 Java 时要注意的一些事项Amazon Lambda函数:
• Java 驱动程序维护自己的连接池，您不需要这些连接池，因此请配置Cluster对象执
行minConnectionPoolSize(1)和maxConnectionPoolSize(1).
• 这些区域有：Cluster对象的构建速度可能很慢，因为它会创建一个或多个序列化器（默认情况下为
Gyro），如果您已将其配置为其他输出格式（例如binary)。实例化这些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 使用第一个请求初始化连接池。此时，驱动程序设置了Netty堆栈，分配字节缓冲区，并创建签名密钥
（如果您使用的是 IAM 数据库身份验证）。所有这些都会增加冷启动延迟。
• Java 驱动程序的连接池监视服务器主机的可用性，并在连接失败时自动尝试重新连接。它启动后台任务以
尝试重新建立连接。使用reconnectInterval( )配置两次重新连接尝试之间的间隔。当驱动程序尝试
重新连接时，您的 Lambda 函数可以简单地重试查询。
如果重试间隔小于两次重新连接尝试之间的间隔，则失败连接的重试将再次失败，因为该主机被视为不可
用。这不适用于重试ConcurrentModificationException.
• 使用 Java 8 而不是 Java 11。Netty在 Java 11 中, 默认情况下不启用优化。
• 此示例使用retry4J用于重试。
• 使用Sigv4在 Java Lambda 函数中签名驱动程序，请参阅中的依赖项要求使用 Java 和 Gremlin 及签名版
本 4 签名签名连接到 Neptune (p.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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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ing
这些区域有：CallExecutor来自 Retry4J 的文件可能不是线程安全的。考虑让每个线程使用自己
的线程CallExecutor实例。
package com.amazonaws.examples.social;
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com.amazonaws.services.lambda.runtime.Context;
com.amazonaws.services.lambda.runtime.RequestStreamHandler;
com.evanlennick.retry4j.CallExecutor;
com.evanlennick.retry4j.CallExecutorBuilder;
com.evanlennick.retry4j.Status;
com.evanlennick.retry4j.config.RetryConfig;
com.evanlennick.retry4j.config.RetryConfigBuilder;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driver.Cluster;
com.amazonaws.auth.DefaultAWSCredentialsProviderChain;
com.amazonaws.neptune.auth.NeptuneNettyHttpSigV4Signer;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driver.remote.DriverRemoteConnection;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driver.ser.Serializers;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process.traversal.AnonymousTraversalSource;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process.traversal.dsl.graph.GraphTraversalSource;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structure.T;

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java.io.*;
java.time.temporal.ChronoUnit;
java.util.HashMap;
java.util.Map;
java.util.Random;
java.util.concurrent.Callable;
java.util.function.Function;

import static java.nio.charset.StandardCharsets.UTF_8;
import static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process.traversal.dsl.graph.__.addV;
import static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process.traversal.dsl.graph.__.unfold;
public class MyHandler implements RequestStreamHandler {
private final GraphTraversalSource g;
private final CallExecutor<Object> executor;
private final Random idGenerator = new Random();
public MyHandler() {
this.g = AnonymousTraversalSource
.traversal()
.withRemote(DriverRemoteConnection.using(createCluster()));
this.executor = new CallExecutorBuilder<Object>()
.config(createRetryConfig())
.build();
}
@Override
public void handleRequest(InputStream input,
OutputStream output,
Context context) throws IOException {
}

doQuery(input, output);

private void doQuery(InputStream input, OutputStream output) throws IOException {
t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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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String, Object> args = new HashMap<>();
args.put("id", idGenerator.nextInt());
String result = query(args);
try (Writer writer = new BufferedWriter(new OutputStreamWriter(output, UTF_8))) {
writer.write(result);
}

}

} finally {
input.close();
output.close();
}

private String query(Map<String, Object> args) {
int id = (int) args.get("id");
@SuppressWarnings("unchecked")
Callable<Object> query = () -> g.V(id)
.fold()
.coalesce(
unfold(),
addV("Person").property(T.id, id))
.id().next();
Status<Object> status = executor.execute(query);
}

return status.getResult().toString();

private Cluster createCluster() {
Cluster.Builder builder = Cluster.build()
.addContactPoint(System.getenv("NEPTUNE_ENDPOINT"))
.port(Integer.parseInt(System.getenv("NEPTUNE_PORT")))
.enableSsl(true)
.minConnectionPoolSize(1)
.maxConnectionPoolSize(1)
.serializer(Serializers.GRAPHBINARY_V1D0)
.reconnectInterval(2000);
if (Boolean.parseBoolean(getOptionalEnv("USE_IAM", "true"))) {
// For versions of TinkerPop 3.4.11 or higher:
builder.handshakeInterceptor( r ->
{
NeptuneNettyHttpSigV4Signer sigV4Signer = new NeptuneNettyHttpSigV4Signer(region,
new DefaultAWSCredentialsProviderChain());
sigV4Signer.signRequest(r);
return r;
}
)
// Versions of TinkerPop prior to 3.4.11 should use the following approach.
// Be sure to adjust the imports to include:
//
import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driver.SigV4WebSocketChannelizer;
//
builder = builder.channelizer(SigV4WebSocketChannelizer.class);
}

return builder.create();

private RetryConfig createRetryConfig() {
return new RetryConfigBuilder().retryOnCustomExceptionLogic(retryLogic())
.withDelayBetweenTries(1000, ChronoUnit.MILLIS)
.withMaxNumberOfTries(5)
.withFixedBackoff()
.bu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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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vate Function<Exception, Boolean> retryLogic() {
return e -> {
StringWriter stringWriter = new StringWriter();
e.printStackTrace(new PrintWriter(stringWriter));
String message = stringWriter.toString();
// Check for connection issues
if ( message.contains("Timed out while waiting for an available host") ||
message.contains("Timed-out waiting for connection on Host") ||
message.contains("Connection to server is no longer active") ||
message.contains("Connection reset by peer") ||
message.contains("SSLEngine closed already") ||
message.contains("Pool is shutdown") ||
message.contains("ExtendedClosedChannelException") ||
message.contains("Broken pipe")) {
return true;
}
// Concurrent writes can sometimes trigger a ConcurrentModificationException.
// In these circumstances you may want to backoff and retry.
if (message.contains("ConcurrentModificationException")) {
return true;
}
//
primary
//
if
}

}

}

If the primary fails over to a new instance, existing connections to the old
will
throw a ReadOnlyViolationException. You may want to back and retry.
(message.contains("ReadOnlyViolationException")) {
return true;

return false;
};

private String getOptionalEnv(String name, String defaultValue) {
String value = System.getenv(name);
if (value != null && value.length() > 0) {
return value;
} else {
return defaultValue;
}
}

如果要在函数中包含重新连接逻辑，请参阅Java 重新连接示例 (p. 267).

JavaScript Amazon Neptune 的 Lambda 函数
有关此示例的说明
• 这些区域有： JavaScript 驱动程序不维护连接池。它总是打开一个连接。
• 示例函数使用来自 Sigv4 签名实用程序gremlin-aws-sigv4用于签署对启用 IAM 身份验证的数据库的请求。
• 它使用重试 ()函数异步实用程序模块处理 backoff-and-retry 尝试。
• Gremlin 航站楼台阶返回 a JavaScript promise（请参阅TinkerPop 文档)。适用于next()，这是一
个{value, done}tuple。
• 在处理程序内部引发连接错误，并使用一些 backoff-and-retry 逻辑符合此处概述的建议，但有一个例外。
有一种连接问题，驱动程序不会将其视为异常，因此无法解决这种问题 backoff-and-retry 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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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如果在驱动程序发送请求之后但在驱动程序收到响应之前关闭连接，则查询似乎已完成，但返
回空值。就lambda函数客户端而言，该函数似乎成功完成，但响应为空。
此问题的影响取决于您的应用程序如何处理空响应。有些应用程序可能会将读取请求的空响应视为错误，
但其他应用程序可能会错误地将其视为空结果。
遇到此连接问题的写入请求也将返回空响应。响应为空的成功调用是否表示成功或失败？ 如果调用写入函
数的客户端只是将函数的成功调用视为已提交对数据库的写入，而不是检查响应的主体，则系统可能会丢
失数据。
此问题是由驱动程序如何处理底层套接字发出的事件引起的。当底层网络套接字用ECONNRESET错误消息
WebSocket 驱动程序使用的关闭并发出一个'ws close'event. 但是，驱动程序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
引发异常的方式来处理该事件。结果，查询就会消失。
要解决该问题，此处的 lambda 函数'ws close'事件处理程序，用于在创建远程连接时向驱动程序抛出
异常。但是，此异常不会沿着 Gremlin 查询的请求-响应路径引发，因此不能用于触发任何 backoff-andretry lambda 函数本身中的逻辑。相反，由'ws close'事件处理程序会导致未处理的异常，导致 lambda
调用失败。这允许调用函数的客户端处理错误，并在适当时重试 lambda 调用。
建议您安装 backoff-and-retry lambda函数本身中的逻辑来保护您的客户端免受间歇性连接问题的影响。但
是，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法要求客户端也实现重试逻辑，以处理由此特定连接问题导致的故障。

JavaSc
const gremlin = require('gremlin');
const async = require('async');
const {getUrlAndHeaders} = require('gremlin-aws-sigv4/lib/utils');
const
const
const
const

traversal = gremlin.process.AnonymousTraversalSource.traversal;
DriverRemoteConnection = gremlin.driver.DriverRemoteConnection;
t = gremlin.process.t;
__ = gremlin.process.statics;

let conn = null;
let g = null;
async function query(context) {
const id = context.id;

}

return g.V(id)
.fold()
.coalesce(
__.unfold(),
__.addV('User').property(t.id, id)
)
.id().next();

async function doQuery() {
const id = Math.floor(Math.random() * 10000).toString();

}

let result = await query({id: id});
return result['value'];

exports.handler = async (event, context) => {
const getConnectionDetails = () => {
if (process.env['USE_IAM'] ==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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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getUrlAndHeaders(
process.env['NEPTUNE_ENDPOINT'],
process.env['NEPTUNE_PORT'],
{},
'/gremlin',
'wss');
} else {
const database_url = 'wss://' + process.env['NEPTUNE_ENDPOINT'] + ':' +
process.env['NEPTUNE_PORT'] + '/gremlin';
return { url: database_url, headers: {}};
}
};
const createRemoteConnection = () => {
const { url, headers } = getConnectionDetails();
const c = new DriverRemoteConnection(
url,
{
mimeType: 'application/vnd.gremlin-v2.0+json',
headers: headers
});
c._client._connection.on('close', (code, message) => {
console.info(`close - ${code} ${message}`);
if (code == 1006){
console.error('Connection closed prematurely');
throw new Error('Connection closed prematurely');
}
});
};

return c;

const createGraphTraversalSource = (conn) => {
return traversal().withRemote(conn);
};
if (conn == null){
console.info("Initializing connection")
conn = createRemoteConnection();
g = createGraphTraversalSource(conn);
}
return async.retry(
{
times: 5,
interval: 1000,
errorFilter: function (err) {
// Add filters here to determine whether error can be retried
console.warn('Determining whether retriable error: ' + err.message);
// Check for connection issues
if (err.message.startsWith('WebSocket is not open')){
console.warn('Reopening connection');
conn.close();
conn = createRemoteConnection();
g = createGraphTraversalSource(conn);
return true;
}
// Check for ConcurrentModificationException
if (err.message.includes('ConcurrentModificationException')){
console.warn('Retrying query because of ConcurrentModificationEx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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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true;

// Check for ReadOnlyViolationException
if (err.message.includes('ReadOnlyViolationException')){
console.warn('Retrying query because of ReadOnlyViolationException');
return true;
}
}

return false;

};

},
doQuery);

Amazon Neptune 的 Python Lambda 函数示例
以下是使用 Python 时要注意的一些事项Amazon Lambda示例函数：
• 它使用退避模块.
• 它设置pool_size=1以避免创建不必要的连接池。
• 它设置message_serializer=serializer.GraphSONSerializersV2d0().

import os, sys, backoff, math
from random import randint
from gremlin_python import statics
from gremlin_python.driver.driver_remote_connection import DriverRemoteConnection
from gremlin_python.driver.protocol import GremlinServerError
from gremlin_python.driver import serializer
from gremlin_python.process.anonymous_traversal import traversal
from gremlin_python.process.graph_traversal import __
from gremlin_python.process.strategies import *
from gremlin_python.process.traversal import T
from tornado.websocket import WebSocketClosedError
from tornado import httpclient
from botocore.auth import SigV4Auth
from botocore.awsrequest import AWSRequest
from botocore.credentials import ReadOnlyCredentials
from types import SimpleNamespace
reconnectable_err_msgs = [
'ReadOnlyViolationException',
'Server disconnected',
'Connection refused'
]
retriable_err_msgs = ['ConcurrentModificationException'] + reconnectable_err_msgs
network_errors = [WebSocketClosedError, OSError]
retriable_errors = [GremlinServerError] + network_errors
def prepare_iamdb_request(database_url):
service = 'neptune-db'
method = 'GET'
access_key = os.environ['AWS_ACCESS_KEY_ID']
secret_key = os.environ['AWS_SECRET_ACCESS_KEY']
region = os.environ['AWS_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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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_token = os.environ['AWS_SESSION_TOKEN']
creds = SimpleNamespace(
access_key=access_key, secret_key=secret_key, token=session_token, region=region,
)
request = AWSRequest(method=method, url=database_url, data=None)
SigV4Auth(creds, service, region).add_auth(request)
return httpclient.HTTPRequest(database_url, headers=request.headers.items())
def is_retriable_error(e):
is_retriable = False
err_msg = str(e)
if isinstance(e, tuple(network_errors)):
is_retriable = True
else:
is_retriable = any(retriable_err_msg in err_msg for retriable_err_msg in
retriable_err_msgs)
print('error: [{}] {}'.format(type(e), err_msg))
print('is_retriable: {}'.format(is_retriable))
return is_retriable
def is_non_retriable_error(e):
return not is_retriable_error(e)
def reset_connection_if_connection_issue(params):
is_reconnectable = False
e = sys.exc_info()[1]
err_msg = str(e)
if isinstance(e, tuple(network_errors)):
is_reconnectable = True
else:
is_reconnectable = any(reconnectable_err_msg in err_msg for reconnectable_err_msg in
reconnectable_err_msgs)
print('is_reconnectable: {}'.format(is_reconnectable))
if is_reconnectable:
global conn
global g
conn.close()
conn = create_remote_connection()
g = create_graph_traversal_source(conn)
@backoff.on_exception(backoff.constant,
tuple(retriable_errors),
max_tries=5,
jitter=None,
giveup=is_non_retriable_error,
on_backoff=reset_connection_if_connection_issue,
interval=1)
def query(**kwargs):
id = kwargs['id']
return (g.V(id)
.fold()
.coales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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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unfold(),
__.addV('User').property(T.id, id)

)
.id().next())

def doQuery(event):
return query(id=str(randint(0, 10000)))
def lambda_handler(event, context):
return doQuery(event)
def create_graph_traversal_source(conn):
return traversal().withRemote(conn)
def create_remote_connection():
print('Creating remote connection')
return DriverRemoteConnection(
connection_string(),
'g',
pool_size=1,
message_serializer=serializer.GraphSONSerializersV2d0())
def connection_string():
database_url = 'wss://{}:{}/gremlin'.format(os.environ['neptuneEndpoint'],
os.environ['neptunePort'])
if 'USE_IAM' in os.environ and os.environ['USE_IAM'] == 'true':
return prepare_iamdb_request(database_url)
else:
return database_url
conn = create_remote_connection()
g = create_graph_traversal_source(conn)

以下是示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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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Neptune ML 用于图表上的机
器学习
大型连接数据集中通常存在宝贵的信息，仅仅基于人类直觉的查询可能很难提取这些信息。机器学习 (ML) 技
术可以帮助查找与数十亿关系的图表中隐藏的相关性。这些相关性可能有助于推荐产品、预测信用价值、识
别欺诈以及许多其他事情。
Neptune ML 功能可以在数小时而不是几周内在大图上构建和训练有用的机器学习模型。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Neptune ML 使用了图神经网络（GNN）技术Amazon SageMaker和深图库 (DGL)（这是开源)。图形神
经网络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新兴领域（例如，请参阅关于图形神经网络的综合调查)。有关将 GNN 与 DGL 结
合使用的动手教程，请参阅使用深度图库学习图形神经网络.

Note
在 Neptune ML 模型中，图形顶点被标识为 “节点”。例如，顶点分类使用节点分类机器学习模型，
顶点回归使用节点回归模型。

Neptune ML 能做什么
Neptune ML 可以训练机器学习模型来支持五种不同类别的推理：

Neptune ML 目前支持的推理任务类型
• 节点分类— 预测顶点属性的分类特征。
例如，给定以下电影：肖申克救赎，Neptune ML 可以预测它genre属性为story来自候选人集[story,
crime, action, fantasy, drama, family, ...].
有两种类型的节点分类任务：
• 单类别分类：在这种任务中，每个节点只有一个目标功能。例如，属性、Place_of_birth的Alan
Turing有价值UK.
• 多类别分类：在这种任务中，每个节点可以有多个目标功能。例如，属性genre电影教父有价值
观crime和story.
• 节点回归— 预测顶点的数值属性。
例如，给定以下电影：复仇者联盟：终局，Neptune ML 可以预测它的属性popularity具有值5.0.
• 边缘分类— 预测边缘属性的分类特征。
有两种类型的边缘分类任务：
• 单类别分类：在这种任务中，每条边只有一个目标要素。例如，用户和电影之间的评分边缘可能有该属
性，liked，值为 “是” 或 “否”。
• 多类别分类：在这种任务中，每条边都可以有多个目标要素。例如，用户和电影之间的评级可能有多个
属性标签值，例如 “搞笑”、“心暖”、“冷却” 等。
• 边缘回归— 预测边缘的数值属性。
例如，用户和电影之间的评级边缘可能具有数字属性，score，Neptune ML 可以预测给出用户和电影的
价值。
• 链接预测— 预测特定源节点和传出边缘的最可能的目标节点，或者为给定目标节点和传入边缘预测最可能
的源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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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使用药物疾病知识图表，给出Aspirin作为源节点，以及treats作为传出边缘，Neptune ML 可以
预测最相关的目标节点heart disease、fever，等等。
或者，使用维基媒体知识图表，给定President-of作为边缘或关系United-States作为目的地节
点，Neptune ML 可以预测最相关的头像George Washington、Abraham Lincoln、Franklin D.
Roosevelt，等等。

Note
节点分类和边缘分类仅支持字符串值。这意味着数字属性值，例如0要么1不支持，尽管字符串等
效"0"和"1"是。同样，布尔值属性值true和false不起作用，但"true"和"false"执行该操作
使用 Neptune ML，你可以使用分为两个常规类别的机器学习模型：

Neptune ML 目前支持的机器学习模型的类型
• 图形神经网络 (GNN) 模型— 包括关系图卷积网络 (R-GCNS). GNN 模型适用于上述所有三种类型的任
务。
• 知识图嵌入 (KGE) 模型— 包括TransE、DistMult, 和RotatE模型。它们只用于链接预测。
用户定义模型— Neptune ML 还允许您为上面列出的所有类型的任务提供自己的自定义模型实现。您可以使
用Neptune ML 工具包在模型中使用 Neptune ML 训练 API 之前，开发和测试基于 python 的自定义模型实
现。请参阅Neptune ML 中的自定义模型 (p. 618)了解有关如何构建和组织实施以便与 Neptune ML 的培训
基础设施兼容的详细信息。

设置 Neptune ML
开始使用 Neptune ML 的最简单方法是使用Amazon CloudFormation快速入门模板 (p. 550). 此模板安装所
有必要的组件，包括新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并设置所有必要的 IAM 角色。
你也可以手动安装 Neptune ML，如中所述在不使用快速入门的情况下设置 Neptune MLAmazon
CloudFormation模板 (p.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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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Neptune MLAmazon CloudFormation模板，可快
速开始使用新数据库集群
开始使用 Neptune ML 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Amazon CloudFormation快速启动模板。此模板将安装所有必
需的组件，包括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并设置必要的 IAM 角色。

创建 Neptune ML 快速入门堆栈
1.

要启动Amazon CloudFormation堆放在Amazon CloudFormation控制台，选择以下选项之一启动堆栈下
表中的按钮：
Region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州
北部）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美国东部（俄亥俄州）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美国西部（北加利福尼
亚）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美国西部（俄勒冈州）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加拿大（中部）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南美洲（圣保罗）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欧洲（斯德哥尔摩）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欧洲（爱尔兰）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欧洲（伦敦）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欧洲（巴黎）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欧洲（法兰克福）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中东（巴林）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非洲（开普敦）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亚太地区（香港）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亚太地区（东京)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亚太地区（首尔）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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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亚太地区（新加坡）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亚太地区（悉尼）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亚太地区（孟买）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中国（北京）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中国（宁夏）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Amazon GovCloud
（美国西部）

查看

在 Designer 中查看

2.

在 Select Template 页面上，选择 Next。

3.

在指定详细信息页面上，选择下一步。

4.
5.

在 Options (选项) 页面上，选择 Next (下一步)。
在存储库的审核页面上，您需要选中两个复选框：

启动

• 第一个承认这一点Amazon CloudFormation可使用自定义名称创建 IAM 资源。
• 第二个承认Amazon CloudFormation可能需要CAPABILITY_AUTO_EXPAND新堆栈功
能。CAPABILITY_AUTO_EXPAND显式允许Amazon CloudFormation在创建堆栈时自动扩展宏，而无
需事先审核。
客户通常通过处理的模板创建更改集，以便在实际创建堆栈之前对宏所做的更改进行审核。有关更多
信息，请参阅 Amazon CloudFormationCreateStack API。
然后选择 Create (创建)。
QuickStart Template Template Custom
• Neptune 数据库集群。
• 必要的 IAM 角色（并附加它们）。
• 必需的 Amazon EC2 安全组。
• 必要的 SageMaker VPC 端点。
• Neptune ML 的数据库集群参数组。
• 该参数组中必需的参数。
• 海王星出口服务。
您也可以使用以下内容Amazon CLI命令来运行快速启动Amazon CloudFormation模板：
aws cloudformation create-stack \
--stack-name neptune-ml-fullstack-$(date '+%Y-%m-%d-%H-%M') \
--template-url https://aws-neptune-customer-samples.s3.amazonaws.com/v2/cloudformationtemplates/neptune-ml-nested-stack.json \
--parameters ParameterKey=EnableIAMAuthOnExportAPI,ParameterValue=(true if you have IAM
auth enabled, or false otherwise) \
ParameterKey=Env,ParameterValue=test$(date '+%H%M')\
--capabilities CAPABILITY_IAM \
--region (the Amazon region, like us-east-1) \
--disable-rollba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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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使用快速入门的情况下设置 Neptune MLAmazon
CloudFormation模板
1. 从正在运行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开始
如果您不使用Amazon CloudFormation快速入门模板来设置 Neptune ML，您需要现有的 Neptune 数据库集
群才能使用。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使用已经拥有的，也可以克隆已经使用的那个，也可以创建一个新的（请
参阅创建数据库集群 (p. 52))。
确保您将使用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至少运行引擎版本1.0.5.0. 如果它运行的是较早的引擎版本，则可以
按照中所述升级它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2. 安装海王星出口服务
如果您尚未这样做，请安装 Neptune Export 服务，使用 Neptune 导出服务导出 Neptune 数据 (p. 415).
将入站规则添加到NeptuneExportSecurityGroup安装创建的安全组，具有以下设置：
• 类型： Custom TCP
• 协议：TCP
• 端口范围：80 - 443
• 源：#Neptune ######## ID#

3. 创建自定义NeptuneLoadFromS3IAM 角色
如果您尚未创建自定义服务器，请创建自定义服务NeptuneLoadFromS3IAM 角色，如中所述创建 IAM 角色
以访问 Amazon S3 (p. 216).

创建自定义NeptuneSageMakerIAMRole角色
使用IAM 控制台创建自定义NeptuneSageMakerIAMRole，使用以下策略：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Action": [
"ec2:CreateNetworkInterface",
"ec2:CreateNetworkInterfacePermission",
"ec2:CreateVpcEndpoint",
"ec2:DeleteNetworkInterface",
"ec2:DeleteNetworkInterfacePermission",
"ec2:DescribeDhcpOptions",
"ec2:DescribeNetworkInterfaces",
"ec2:DescribeRouteTables",
"ec2:DescribeSecurityGroups",
"ec2:DescribeSubnets",
"ec2:DescribeVpcEndpoints",
"ec2:DescribeVpcs"
],
"Resource": "*",
"Effect": "Allow"
},
{
"A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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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r:GetAuthorizationToken",
"ecr:GetDownloadUrlForLayer",
"ecr:BatchGetImage",
"ecr:BatchCheckLayerAvailability"

],
"Resource": "*",
"Effect": "Allow"
},
{
"Action": [
"iam:PassRole"
],
"Resource": [
"arn:aws:iam::*:role/*"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iam:PassedToService": [
"sagemaker.amazonaws.com"
]
}
},
"Effect": "Allow"
},
{
"Action": [
"kms:CreateGrant",
"kms:Decrypt",
"kms:GenerateDataKey*"
],
"Resource": "arn:aws:kms:*:*:key/*",
"Effect": "Allow"
},
{
"Action": [
"logs:CreateLogGroup",
"logs:CreateLogStream",
"logs:PutLogEvents",
"logs:DescribeLogGroups",
"logs:DescribeLogStreams",
"logs:GetLogEvents"
],
"Resource": [
"arn:aws:logs:*:*:log-group:/aws/sagemaker/*"
],
"Effect": "Allow"
},
{
"Action": [
"sagemaker:CreateEndpoint",
"sagemaker:CreateEndpointConfig",
"sagemaker:CreateHyperParameterTuningJob",
"sagemaker:CreateModel",
"sagemaker:CreateProcessingJob",
"sagemaker:CreateTrainingJob",
"sagemaker:CreateTransformJob",
"sagemaker:DeleteEndpoint",
"sagemaker:DeleteEndpointConfig",
"sagemaker:DeleteModel",
"sagemaker:DescribeEndpoint",
"sagemaker:DescribeEndpointConfig",
"sagemaker:DescribeHyperParameterTuningJob",
"sagemaker:DescribeModel",
"sagemaker:DescribeProcessingJob",
"sagemaker:DescribeTrainingJob",
"sagemaker:DescribeTransform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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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gemaker:InvokeEndpoint",
"sagemaker:ListTags",
"sagemaker:ListTrainingJobsForHyperParameterTuningJob",
"sagemaker:StopHyperParameterTuningJob",
"sagemaker:StopProcessingJob",
"sagemaker:StopTrainingJob",
"sagemaker:StopTransformJob",
"sagemaker:UpdateEndpoint",
"sagemaker:UpdateEndpointWeightsAndCapacities"

}

]

],
"Resource": [
"arn:aws:sagemaker:*:*:*"
],
"Effect": "Allow"
},
{
"Action": [
"sagemaker:ListEndpointConfigs",
"sagemaker:ListEndpoints",
"sagemaker:ListHyperParameterTuningJobs",
"sagemaker:ListModels",
"sagemaker:ListProcessingJobs",
"sagemaker:ListTrainingJobs",
"sagemaker:ListTransformJobs"
],
"Resource": "*",
"Effect": "Allow"
},
{
"Action": [
"s3:GetObject",
"s3:PutObject",
"s3:DeleteObject",
"s3:AbortMultipartUpload",
"s3:ListBucket"
],
"Resource": [
"arn:aws:s3:::*"
],
"Effect": "Allow"
}

创建此角色时，请编辑信任关系，使其内容如下：
{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
"ec2.amazonaws.com",
"rds.amazonaws.com",
"sagemaker.amazonaws.com"
]
},
"Action": "sts:AssumeRole"
}
]

最后，复制分配给这个新的 ARNNeptuneSageMakerIAMRole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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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数据库集群以启用 Neptune ML
为 Neptune ML 设置数据库集群
1.

在Neptune 控制台，导航到参数组然后转到与要使用的数据库集群关联的数据库集群关联的数据库集
群参数组。设置neptune_ml_iam_role参数指 ARN 配给NeptuneSageMakerIAMRole刚创建的角
色。

2.

导航到数据库，然后选择要用于 Neptune ML 的数据库集群。Select操作然后管理 IAM 角色.

3.

在存储库的管理 IAM 角色选择页面，选择添加角色然后添加NeptuneSageMakerIAMRole. 然后添
加NeptuneLoadFromS3角色。

4.

重新启动数据库集群的写入器实例。

创建两个SageMakerNeptune VPC 中的终端节点
最后，为 Neptune 引擎提供必要的访问权限SageMaker管理 API，您需要创建两个SageMakerNeptune VPC
中的终端节点，如中所述在 Neptune VPC 中为 SageMaker 创建两个终端节点 (p.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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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Amazon CLI在数据库集群上设置 Neptune ML
除了Amazon CloudFormation快速入门模板和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您还 Neptune
使用Amazon CLI.

1. 为新的 Neptune ML 集群创建数据库集群参数组
以下Amazon CLI命令创建一个新的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然后将其设置为与 Neptune ML 配合使用：

为 Neptune ML 创建和配置数据库集群参数组
1.

创建新的数据库集群参数组：
aws neptune create-db-cluster-parameter-group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 (name of the new DB cluster parameter group) \
--db-parameter-group-family neptune1
--description "(description of your machine learning project)" \
--region (Amazon region, such as us-east-1)

2.

创建neptune_ml_iam_role数据库集群参数设置为的 ARNSageMakerExcecutionIAMRole让您的
数据库集群在调用 SageMaker 创建作业和从托管机器学习模型中获取预测时使用：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parameter-group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 (name of the new DB cluster parameter group) \
--parameters "ParameterName=neptune_ml_iam_role, \
ParameterValue=ARN of the SageMakerExcecutionIAMRole, \
Description=NeptuneMLRole, \
ApplyMethod=pending-reboot" \
--region (Amazon region, such as us-east-1)

设置此参数允许 Neptune 访问 SageMaker，而无需在每次通话时传递角色。
有关如何创建SageMakerExcecutionIAMRole，请参阅创建自定义NeptuneSageMakerIAMRole角
色 (p. 553).
3.

最后，使用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s以检查新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中的所有参数是否按照
您想要的方式进行设置：
aws neptune 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s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 (name of the new DB cluster parameter group) \
--region (Amazon region, such as us-east-1)

将新的数据库集群参数组附加到将与 Neptune ML 配合使用的数据
库集群
现在，您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将刚刚创建的新数据库集群参数组附加到现有数据库集群：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the name of your existing DB cluster) \
--apply-immediately
--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 (name of your new DB cluster parameter group) \
--region (Amazon region, such as us-east-1)

为了使所有参数生效，您可以重新启动数据库集群：
aws neptune reboot-db-instance

API 版本 2020-12-18
557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使用 Amazon CLI
--db-instance-identifier (name of the primary instance of your DB cluster) \
--profile (name of your Amazon profile to use) \
--region (Amazon region, such as us-east-1)

或者，如果您要创建新的数据库集群以与 Neptune ML 一起使用，则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创建附加了新参数组
的集群，然后创建一个新的主（写入器）实例：
cluster-name=(the name of the new DB cluster)
aws neptune create-db-cluster
--db-cluster-identifier ${cluster-name}
--engine graphdb \
--engine-version 1.0.4.1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 (name of your new DB cluster parameter group) \
--db-subnet-group-name (name of the subnet to use) \
--region (Amazon region, such as us-east-1)
aws neptune create-db-instance
--db-cluster-identifier ${cluster-name}
--db-instance-identifier ${cluster-name}-i \
--db-instance-class (the instance class to use, such as db.r5.xlarge)
--engine graphdb \
--region (Amazon region, such as us-east-1)

将附加到NeptuneSageMakerIAMRole转到数据库集群，以便它
可以访问 SageMaker 和 Amazon S3 资源
最后，请按照中的说明操作创建自定义NeptuneSageMakerIAMRole角色 (p. 553)创建允许数据库集群与
SageMaker 和 Amazon S3 进行通信的 IAM 角色。然后，使用以下命令将NeptuneSageMakerIAMRole为
数据库集群创建的角色：
aws neptune add-role-to-db-cluster
--db-cluster-identifier ${cluster-name}
--role-arn arn:aws:iam::(the ARN number of the role's ARN):role/NeptuneMLRole \
--region (Amazon region, such as us-east-1)

在 Neptune VPC 中为 SageMaker 创建两个终端节点
Neptune ML 需要在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 VPC 中使用两个 SageMaker 终端节点：
• com.amazonaws.(Amazon region, like us-east-1).sagemaker.runtime
• com.amazonaws.(Amazon region, like us-east-1).sagemaker.api
如果您还未使用快速入门Amazon CloudFormation模板，它会自动为您创建这些命令，您可以使用以下命
令：Amazon CLI创建它们的命令：
这个创建了sagemaker.runtime终端节点：
create-vpc-endpoint
--vpc-id (the ID of your Neptune DB cluster's VPC)
--service-name com.amazonaws.(Amazon region, like us-east-1).sagemaker.runtime
--subnet-ids (the subnet ID or IDs that you want to use)
--security-group-ids (the security group for the endpoint network interface, or omit to
use the default)
--private-dns-enabled

而且这个创造了sagemaker.api终端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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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create-vpc-endpoint
--vpc-id (the ID of your Neptune DB cluster's VPC)
--service-name com.amazonaws.(Amazon region, like us-east-1).sagemaker.api
--subnet-ids (the subnet ID or IDs that you want to use)
--security-group-ids (the security group for the endpoint network interface, or omit to
use the default)
--private-dns-enabled

您也可以使用VPC 控制台来创建这些终端节点。请参阅在 Amazon SageMaker 中安全预测呼叫
AmazonPrivateLink和使用保护所有 Amazon SageMaker API 调用AmazonPrivateLink.

在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中创建 SageMaker 推理终端节点参数组
为避免必须指定模型的 SageMaker 推理终端节点，请创建一个名为的数据库集群参数，请创建一个名
为neptune_ml_endpoint在 Neptune ML 的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中。将参数设置为id有问题的实例终端节
点。
您可以使用以下命令Amazon CLI命令来做到这一点：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parameter-group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 neptune-ml-demo \
--parameters "ParameterName=neptune_ml_endpoint, \
ParameterValue=(the name of the SageMaker inference endpoint you want to
query), \
Description=NeptuneMLEndpoint, \
ApplyMethod=pending-reboot" \
--region (Amazon region, such as us-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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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 ML 功能的使用方法概述
启动使用 Neptune 机器学习的工作流程
在 Amazon Neptune 中使用 Neptune 机器学习功能通常涉及以下五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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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导出和配置— 数据导出步骤使用 Neptune-Export 服务或neptune-export命令行工具，以
CSV 格式从 Neptune 将数据导出到Amazon Simple Storage S3。名为的配置文件training-dataconfiguration.json同时自动生成，它指定如何将导出的数据加载到可训练的图形中。
2. 数据预处理— 在此步骤中，将使用标准技术对导出的数据集进行预处理，以便为模型训练做好准备。可以
对数值数据执行特征归一化，文本要素可以使用编码word2vec. 在此步骤结束时，将从导出的数据集中生
成一个 DGL（深度图库）图形，供模型训练步骤使用。
此步骤使用 SageMaker 处理任务，生成的数据将存储在您指定的 Amazon S3 位置中。
3. 模型训练— 模型训练步骤训练将用于预测的机器学习模型。
模型训练分两个阶段完成：
• 第一阶段使用 SageMaker processing job 以生成模型训练策略配置集，该配置集指定将用于模型训练的
模型和模型超参数范围的类型。
• 然后，第二阶段使用 SageMaker 模型调整作业以尝试不同的超参数配置，并选择生成性能最佳模型的
训练作业。调整作业对处理后的数据运行预先指定数量的模型训练作业试验。在此阶段结束时，使用最
佳训练作业的训练过的模型参数来生成模型工件以进行推理。
4. 在 Amazon 中创建推理终端节点 SageMaker— 推理端点是 SageMaker 使用最佳训练作业生成的模型工
件启动的终端节点实例。每个模型都绑定到一个端点。终端节点能够接受来自图形数据库的传入请求，并
返回请求中输入的模型预测。创建终端节点后，终端节点将保持活动状态，直到您将其删除。
5. 使用 Gremlin 查询机器学习模型— 您可以使用 Gremlin 查询语言的扩展从推理端点查询预测。

处理不断变化的图形数据的工作流程
对于不断变化的图形，您可能需要使用最新数据频繁更新机器学习预测。虽然你可以通过重新运行步骤一到
四来做到这一点（从数据导出和配置到在 Amazon 中创建推理终端节点 SageMaker，Neptune ML 支持使用
新数据更新机器学习预测的更简单方法。一个是增量模型工作流程：

增量模型推理工作流程
在此工作流程中，无需重新训练 ML 模型即可更新 ML 预测。

Note
只有在使用新节点和/或边更新了图形数据时，才能执行此操作。当节点被移除时，它目前不起作
用。
1. 数据导出和配置— 此步骤与主工作流中的步骤相同。
2. 增量数据预处理— 此步骤与主工作流中的数据预处理步骤类似，但使用的处理配置与之前使用的处理配置
相同，对应于特定的训练模型。
3. 模型变换— 此模型转换步骤不是模型训练步骤，而是从主工作流中获取经过训练的模型和增量数据预处理
步骤的结果，并生成用于推理的新模型工件。模型转换步骤会启动 SageMaker 处理作业以执行生成更新
的模型工件的计算。
4. 更新Amazon SageMaker 推理终端节点— 此步骤使用模型转换步骤生成的新模型工件更新现有推理端
点。或者，您也可以使用新的模型工件创建新的推理端点。

以热烈的开局重新训练模型
使用此工作流，您可以训练和部署新的机器学习模型，以便使用增量图形数据进行预测，但要从使用主工作
流生成的现有模型开始：
1. 数据导出和配置— 此步骤与主工作流中的步骤相同。
2. 增量数据预处理— 此步骤与增量模型推理工作流中的步骤相同。新的图形数据应使用之前用于模型训练的
相同处理方法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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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热烈的开端进行模型训练— 模型训练与主工作流中的训练类似，但您可以利用先前模型训练任务中的信
息来加快模型超参数搜索的速度。
4. 更新Amazon SageMaker 推理终端节点— 此步骤与增量模型推理工作流中的步骤相同。

Neptune ML 中自定义模型的工作流程
Neptune ML 允许你实现、训练和部署自己的自定义模型，用于 Neptune ML 支持的任何任务。开发和
部署自定义模型的工作流程与内置模型的工作流程基本相同，但有一些区别，如中所述自定义模型流
程 (p.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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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 ML 阶段的实例选择
Neptune ML 处理的不同阶段使用不同的 SageMaker 实例。下面，我们讨论如何为每个阶段选择合适的实例
类型。您可以在下面找到有关 SageMaker 实例类型和定价的信息Amazon SageMaker 定价.

选择用于数据处理的实例
SageMaker数据处理 (p. 589)步骤需要处理实例有足够的内存和磁盘存储空间，用于输入、中间和输出数
据。所需的具体内存和磁盘存储量取决于 Neptune ML 图的特征及其导出的功能。
默认情况下，Neptune ML 选择最小的ml.r5其内存比磁盘上导出的图形数据大小大十倍的实例。

为模型训练和模型转换选择实例
选择正确的实例类型模型训练要么模型转换取决于任务类型、图形大小和周转要求。GPU 实例提供了最佳性
能。我们通常建议p3和g4dn串行实例。您还可以使用p2要么p4d实例。
默认情况下，Neptune ML 选择比模型训练和模型转换所需的内存更多的最小 GPU 实例。你可以
在train_instance_recommendation.json文件，存储在 Amazon S3 数据处理输出位置。下面是一个
内容示例：train_instance_recommendation.jsonfile:
{

}

"instance":
"cpu_instance":
"disk_size":
"mem_size":

"(the
"(the
"(the
"(the

recommended instance type for model training and transform)",
recommended instance type for base processing instance)",
estimated disk space required)",
estimated memory required)"

为推理终端节点选择实例
选择正确的实例类型推理终端 (p. 624)取决于任务类型、图表大小和预算。默认情况下，Neptune ML 选择
最小的ml.m5d实例具有推理终端节点所需的更多内存。

Note
如果需要超过 384 GB 的内存，Neptune ML 将使用ml.r5d.24xlarge实例。
你 Neptune 在infer_instance_recommendation.json文件位于您用于模型训练的 Amazon S3 位置。
下面是该文件的内容示例：
{

}

"instance" :
"disk_size" :
"mem_size" :

"(the recommended instance type for an inference endpoint)",
"(the estimated disk space required)",
"(the estimated memory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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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neptune-export工具或 Neptune 导出服务，
用于从 Neptune 中导出数据，用于 Neptune ML
Neptune ML 要求您提供训练数据深图库 (DGL)以创建和评估模型。
您可以使用以下任一方法从 Neptune 导出数据海王星出口服务 (p. 415)，或者neptune-export实用
程序 (p. 420). 此项服务和命令行工具均以 CSV 格式将数据发布到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Amazon S3)，并使用 Amazon S3 服务器端加密进行加密（SSE-S3)。请参阅由 Neptune-Export 导出的文
件neptune-export (p. 423)。
此外，当您为 Neptune ML 配置训练数据导出时，导出作业会创建并发布加密的模型训练配置文件以及导出
的数据。默认情况下，此文件名为training-data-configuration.json.

使用 Neptune-Export 服务导出 Neptune ML 的训练数
据的示例
此请求导出节点分类任务的属性图训练数据：
curl \
(your NeptuneExportApiUri) \
-X POST \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d '{
"command": "export-pg",
"outputS3Path": "s3://(your Amazon S3 bucket)/neptune-export",
"params": {
"endpoint": "(your Neptune endpoint DNS name)",
"profile": "neptune_ml"
},
"additionalParams": {
"neptune_ml": {
"version": "v2.0",
"targets": [
{
"node": "Movie",
"property": "genre",
"type": "classification"
}
]
}
}
}'

此请求导出节点分类任务的 RDF 训练数据：
curl \
(your NeptuneExportApiUri) \
-X POST \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d '{
"command": "export-rdf",
"outputS3Path": "s3://(your Amazon S3 bucket)/neptune-export",
"params": {
"endpoint": "(your Neptune endpoint DNS name)",
"profile": "neptune_ml"
},
"additionalParams": {
"neptune_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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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v2.0",
"targets": [
{
"node": "http://aws.amazon.com/neptune/csv2rdf/class/Movie",
"predicate": "http://aws.amazon.com/neptune/csv2rdf/datatypeProperty/

genre",

}

}

]

}

"type": "classification"

}'

要在中设置的字段params导出训练数据时的对象
这些区域有：params导出请求中的对象可以包含各种字段，如params文档 (p. 427). 以下几个与导出机器学
习训练数据最相关：
• endpoint— 使用endpoint以指定数据库集群中的 Neptune 实例的终端节点，导出过程可以查询该终端
节点以提取数据。
• profile— 该profile字段中的params对象必须设置为neptune-ml.
这会导致导出过程为 Neptune ML 模型训练而适当地格式化导出的数据，格式为属性图数据的 CSV 格式，
或者作为 RDF 数据的 N-Triples 格式。它还会导致training-data-configuration.json文件将创建
并写入与导出的培训数据相同的 Amazon S3 位置。
• cloneCluster— 如果设置为true，导出过程将克隆数据库集群，从克隆中导出，然后在克隆完成后将
其删除。
• useIamAuth— 如果您的数据库集群有IAM 身份验证 (p. 143)启用，则必须将此字段设置为true.
导出过程还提供了几种筛选导出数据的方法（请参阅这些示例 (p. 434))。

使用additionalParams对象来调整模型训练信息的
导出
这些区域有：additionalParams对象包含的字段可用于指定机器学习类标签和训练功能，并指导创建训练
数据配置文件。
导出过程无法自动推断哪些节点和边缘属性应该是机器学习类标签，以便作为培训目的的示例。它也无法自
动推断数字、分类和文本属性的最佳要素编码，因此您需要使用additionalParams对象来指定这些内容，
或者覆盖默认编码。
对于属性图表数据，additionalParams在导出请求中可能类似于下面这样：
{

"command": "export-pg",
"outputS3Path": "s3://(your Amazon S3 bucket)/neptune-export",
"params": {
"endpoint": "(your Neptune endpoint DNS name)",
"profile": "neptune_ml"
},
"additionalParams": {
"neptune_ml": {
"version": "v2.0",
"targets": [ (an array of node and edge class label targets) ],
"features": [ (an array of node feature hint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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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于 RDF 数据，其顶级结构可能如下所示：
{

}

"command": "export-rdf",
"outputS3Path": "s3://(your Amazon S3 bucket)/neptune-export",
"params": {
"endpoint": "(your Neptune endpoint DNS name)",
"profile": "neptune_ml"
},
"additionalParams": {
"neptune_ml": {
"version": "v2.0",
"targets": [ (an array of node and edge class label targets) ]
}
}

您还可以使用jobs字段：
{

}

"command": "export-pg",
"outputS3Path": "s3://(your Amazon S3 bucket)/neptune-export",
"params": {
"endpoint": "(your Neptune endpoint DNS name)",
"profile": "neptune_ml"
},
"additionalParams" : {
"neptune_ml" : {
"version": "v2.0",
"jobs": [
{
"name" : "(training data configuration name)",
"targets": [ (an array of node and edge class label targets) ],
"features": [ (an array of node feature hints) ]
},
{
"name" : "(another training data configuration name)",
"targets": [ (an array of node and edge class label targets) ],
"features": [ (an array of node feature hints) ]
}
]
}
}

中的顶级元素neptune_ml字段additionalParams
这些区域有：version中的元素neptune_ml
指定要生成的训练数据配置的版本。
(可选),类型：字符串、默认值：“v2.0”。
如果你确实包括version，将其设置为v2.0.

这些区域有：jobs字段neptune_ml
包含一组训练数据配置对象，每个对象都定义了数据处理作业，并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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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要创建的训练数据配置的名称。
例如，名称为 “Job-Number -1” 的训练数据配置会生成名为job-number-1.json.
• targets— 节点和边缘类标签目标的 JSON 数组，表示用于训练目的的机器学习课程标签。请参阅这些
区域有：targets字段中的neptune_ml宾语 (p. 569)。
• features— 节点属性功能的 JSON 数组。请参阅这些区域有：features字段
中neptune_ml (p.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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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区域有：targets字段中的neptune_ml宾语
这些区域有：targetsJSON 训练数据导出配置中的字段包含一组指定训练任务的目标对象以及用于训练此
任务的机器学习类标签。目标对象的内容因您是在属性图数据还是 RDF 数据进行训练而有所不同。
对于属性图节点分类和回归任务，数组中的目标对象可以如下所示：
{

}

"node": "(node property-graph label)",
"property": "(property name)",
"type" : "(used to specify classification or regression)",
"split_rate": [0.8,0.2,0.0],
"separator": ","

对于属性图边缘分类、回归或链接预测任务，它们可以如下所示：
{

}

"edge": "(edge property-graph label)",
"property": "(property name)",
"type" : "(used to specify classification, regression or link_prediction)",
"split_rate": [0.8,0.2,0.0],
"separator": ","

对于 RDF 分类和回归任务，阵列中的目标对象可以如下所示：
{

}

"node": "(node type of an RDF node)",
"predicate": "(predicate IRI)",
"type" : "(used to specify classification or regression)",
"split_rate": [0.8,0.2,0.0]

对于 RDF 链接预测任务，数组中的目标对象可以如下所示：
{

}

"subject": "(source node type of an edge)",
"predicate": "(relation type of an edge)",
"object": "(destination node type of an edge)",
"type" : "link_prediction",
"split_rate": [0.8,0.2,0.0]

目标对象可以包含以下字段：
目录
• 属性图目标对象中的字段 (p. 570)
• 这些区域有：node目标对象中的（顶点）字段 (p. 570)
• 这些区域有：edge属性图目标对象中的字段 (p. 570)
• 这些区域有：property属性图目标对象中的字段 (p. 570)
• 这些区域有：type属性图目标对象中的字段 (p. 570)
• 这些区域有：split_rate属性图目标对象中的字段 (p. 571)
• 这些区域有：separator属性图目标对象中的字段 (p. 571)
• RDF 目标对象中的字段 (p.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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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区域有：nodeRDF 目标对象中的字段 (p. 571)
•
•
•
•
•

这些区域有：subjectRDF 目标对象中的字段 (p. 571)
这些区域有：predicateRDF 目标对象中的字段 (p. 572)
这些区域有：objectRDF 目标对象中的字段 (p. 572)
这些区域有：typeRDF 目标对象中的字段 (p. 572)
这些区域有：split_rate属性图目标对象中的字段 (p. 572)

属性图目标对象中的字段
这些区域有：node目标对象中的（顶点）字段
目标节点（顶点）的属性图标签。目标对象必须包含node元素或edge元素，但不是两者兼而有。
一个node可以采取单个值，像这样：
"node": "Movie"

或者，在多标签顶点的情况下，它可以采取一系列值，如下所示：
"node": ["Content", "Movie"]

这些区域有：edge属性图目标对象中的字段
通过其起始节点标签、自己的标签和终端节点标签指定目标边缘。目标对象必须包含edge元素或node元
素，但不是两者兼而有。
一个的价值edge字段是一个由三个字符串组成的 JSON 数组，它们表示起始节点的属性图标签、边缘本身
的属性图标签以及终端节点的属性图标签，如下所示：
"edge": ["Person_A", "knows", "Person_B"]

如果起始节点和/或结束节点有多个标签，请将它们包含在数组中，如下所示：
"edge": [ ["Admin", Person_A"], "knows", ["Admin", "Person_B"] ]

这些区域有：property属性图目标对象中的字段
指定目标顶点或边的属性，如下所示：
"property" : "rating"

此字段是必填字段，除非目标任务为链接预测。

这些区域有：type属性图目标对象中的字段
指示要在node要么edge像这样：
"type" : "regression"

节点支持的任务类型有：
•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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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ression
Edge 支持的任务类型包括：
• classification
• regression
• link_prediction
此字段为必填。

这些区域有：split_rate属性图目标对象中的字段
(可选) 估计训练、验证和测试阶段将分别使用的节点或边缘的比例。这些比例由一个由零到 1 之间的三个数
字组组成的 JSON 数组表示，加起来一：
"split_rate": [0.7, 0.1, 0.2]

如果你不提供可选split_rate字段，默认估计值为[0.9, 0.1, 0.0].

这些区域有：separator属性图目标对象中的字段
(可选) 与分类任务一起使用。
这些区域有：separator字段指定一个字符，当目标属性值用于在字符串中存储多个类别值时，用于将目标
属性值拆分为多个类别值。例如：
"separator": "|"

存在separator字段表示该任务是多目标分类任务。

RDF 目标对象中的字段
这些区域有：nodeRDF 目标对象中的字段
定义目标节点的节点类型。与节点分类任务或节点回归任务一起使用。RDF 中节点的节点类型由以下方式定
义：
node_id, <http://www.w3.org/1999/02/22-rdf-syntax-ns#type>, node_type

RDFnode只能获取一个值，像这样：
"node": "http://aws.amazon.com/neptune/csv2rdf/class/Movie"

这些区域有：subjectRDF 目标对象中的字段
对于链接预测任务，subject定义目标边缘的源节点类型。
"subject": "http://aws.amazon.com/neptune/csv2rdf/class/Director"

Note
对于链接预测任务，subject应与一起使用predicate和object. 如果没有提供这三个边缘中的
任何一个，则所有边缘都被视为训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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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区域有：predicateRDF 目标对象中的字段
对于节点分类和节点回归任务，predicate定义什么文字数据用作目标节点的目标节点功能。
"predicate": "http://aws.amazon.com/neptune/csv2rdf/datatypeProperty/genre"

Note
如果目标节点只有一个定义目标节点要素的谓词，则predicate字段可以省略。
对于链接预测任务，predicate定义目标边的关系类型：
"predicate": "http://aws.amazon.com/neptune/csv2rdf/datatypeProperty/direct"

Note
对于链接预测任务，predicate应与一起使用subject和object. 如果没有提供这三个边缘中的
任何一个，则所有边缘都被视为训练目标。

这些区域有：objectRDF 目标对象中的字段
对于链接预测任务，object定义目标边缘的目标节点类型：
"object": "http://aws.amazon.com/neptune/csv2rdf/class/Movie"

Note
对于链接预测任务，object应与一起使用subject和predicate. 如果没有提供这三个边缘中的
任何一个，则所有边缘都被视为训练目标。

这些区域有：typeRDF 目标对象中的字段
指示要执行的目标任务的类型，如下所示：
"type" : "regression"

RDF 数据支持的任务类型包括：
• link_prediction
• classification
• regression
此字段为必填。

这些区域有：split_rate属性图目标对象中的字段
(可选) 估计训练、验证和测试阶段将分别使用的节点或边缘的比例。这些比例由一个由零到 1 之间的三个数
字组组成的 JSON 数组表示，加起来一：
"split_rate": [0.7, 0.1, 0.2]

如果你不提供可选split_rate字段，默认估计值为[0.9, 0.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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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区域有：features字段中neptune_ml
属性值和 RDF 文字有不同的格式和数据类型。为了在机器学习中实现良好的性能，必须将这些值转换为称为
数字编码功能.
Neptune ML 将特征提取和编码作为数据导出和数据处理步骤的一部分执行，如中所述Neptune ML 中的功能
编码 (p. 590).
对于属性图数据集，导出过程会自动推断auto字符串属性和包含倍数值的数字属性的功能。对于包含单个值
的数字属性，它推断numerical功能。对于日期属性，它推断datetime功能。
如果要覆盖自动推断的功能规范，或者为属性添加存储桶数字、TF-IDF、FastText 或 SBERT 规范，则可以
使用功能字段控制要素编码。

Note
您只能使用features字段来控制属性图数据的功能规格，而不是 RDF 数据的功能规范。
对于自由格式文本，Neptune ML 可以使用几种不同的模型将字符串属性值中的令牌序列转换为固定大小的
实值矢量：
• text_fasttext (p. 591)— 使用fastText编码。对于使用 fastText 支持的五种语言中的一种而且仅使用
其中一种的功能，建议使用这种编码。
• text_sbert (p. 592)— 使用句子 BERT（SBERT）编码模型。这是对文本的建议编
码text_fasttext不支持。
• text_word2vec (p. 592)— 使用Word2Vec最初发布的算法谷歌对文本进行编码。Word2VEC 只支持英
语。
• text_tfidf (p. 592)— 使用术语频率 — 反向文档频率用于编码文本的（TF-IDF）矢量器。TF-IDF 编
码支持其他编码不支持的统计功能。
这些区域有：features字段包含节点属性功能的 JSON 数组。数组中的对象可以包含以下字段：
目录
• 这些区域有：node字段中features (p. 574)
• 这些区域有：edge字段中features (p. 574)
• 这些区域有：property字段中features (p. 574)
• 可能的值type功能字段 (p. 574)
• 这些区域有：norm领域 (p. 575)
• 这些区域有：language领域 (p. 576)
• 这些区域有：max_length领域 (p. 576)
• 这些区域有：separator领域 (p. 576)
• 这些区域有：range领域 (p. 576)
• 这些区域有：bucket_cnt领域 (p. 577)
• 这些区域有：slide_window_size领域 (p. 577)
• 这些区域有：imputer领域 (p. 577)
• 这些区域有：max_features领域 (p. 577)
• 这些区域有：min_df领域 (p. 577)
• 这些区域有：ngram_range领域 (p. 578)
• 这些区域有：datetime_parts领域 (p.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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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区域有：node字段中features
这些区域有：node字段指定要素折点的属性图标签。例如：
"node": "Person"

如果顶点有多个标签，请使用数组来包含它们。例如：
"node": ["Admin", "Person"]

这些区域有：edge字段中features
这些区域有：edge字段指定要素边的边类型。边缘类型由一个数组组成，其中包含源顶点的属性图标签、边
的属性图标签和目标顶点的属性图标签。指定边要素时，必须提供所有三个值。例如：
"edge": ["User", "reviewed", "Movie"]

如果边类型的源或目标顶点具有多个标签，请使用另一个数组来包含它们。例如：
"edge": [["Admin", "Person"]. "edited", "Post"]

这些区域有：property字段中features
使用属性参数指定由node参数。例如：
"property" : "age"

可能的值type功能字段
这些区域有：type参数指定要定义的要素的类型。例如：
"type": "bucket_numerical"

可能的值type参数
• "auto"— 指定 Neptune ML 应自动检测属性类型并应用正确的功能编码。网络 ACL 和安全组都允许 (因
此可到达您的实例) 的发起 ping 的auto功能也可以有可选项separator字段中返回的子位置类型。
请参阅 Neptune ML 中的自动功能编码 (p. 593)。
• "category"— 此功能编码将属性值表示为许多类别之一。换句话说，该功能可以采用一个或多个离散
值。一个category功能也可以有可选项separator字段中返回的子位置类型。
请参阅 Neptune ML 中的分类功能 (p. 590)。
• "numerical"— 此功能编码将数字属性值表示为连续间隔内的数字，其中 “大于” 和 “小于” 具有含义。
一个numerical功能也可以有可选项norm、imputer, 和separator字段之间没有不同。
请参阅 Neptune ML 中的数字特征 (p. 590)。
• "bucket_numerical"— 此功能编码将数字属性值分成一组桶或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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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您可以将人们的年龄编码为 4 个桶：孩子（0-20 岁）、年轻成年人（20-40 岁）、中年（40-60
岁）和长者（60 岁及以上）。
一个bucket_numerical功能需要range和bucket_cnt字段，还可以选择包括imputer和/
或slide_window_size字段中返回的子位置类型。
请参阅 Neptune ML 中的存储桶数值功能 (p. 590)。
• "datetime"— 此要素编码表示日期时间属性值，表示这些分类要素的数组：年、月、工作日和小时。
这四个类别中的一个或多个可以使用datetime_parts参数。
请参阅 Neptune ML 中的日期时间功能 (p. 593)。
• "text_fasttext"— 此功能编码将由句子或自由格式文本组成的属性值转换为数字矢量fastText型号。
它支持五种语言，即英语（en), 中文zh), 印地语 (hi), 西班牙语 (es) 和法语 (fr)。对于这五种语言中任何
一种语言的文本属性值，text_fasttext是推荐的编码。但是，它无法处理同一句子包含一种以上语言
的单词的情况。
对于 fastText 支持的语言以外的其他语言，请使用text_sbert编码。
如果你有许多属性值文本字符串长于（比如）120 个令牌，请使用max_length字段来限制每个字符串中
的令牌数"text_fasttext"编码。
请参阅 fastText在 Neptune ML 中编码文本属性值 (p. 591)。
• "text_sbert"— 此编码将文本属性值转换为数字矢量句子 BERT（SBERT）模型。Neptune 支持两种
SBERT 方法，即text_sbert128，如果您只指定，则默认值text_sbert, 和text_sbert512. 它们之
间的区别在于文本属性中被编码的最大标记数量。这些区域有：text_sbert128编码只对前 128 个令牌
进行编码，而text_sbert512对多达 512 个代币进行编码。因此，使用text_sbert512可能需要比更
长的处理时间text_sbert128. 这两种方法都比慢text_fasttext.
这些区域有：text_sbert*方法支持多种语言，并且可以对包含多种语言的句子进行编码。
请参阅 Neptune ML 中文本要素的句子 BERT (SBERT) 编码 (p. 592)。
• "text_word2vec"— 此编码将文本属性值转换为数字矢量Word2Vec算法。它只支持英语。
请参阅 Neptune ML 中文本要素的 Word2VEC 编码 (p. 592)。
• "text_tfidf"— 此编码使用术语频率 — 反向文档频率（TF-IDF）矢量器。
你定义的参数text_tfidf要素编码使用ngram_range字段，min_df字段中返回的子位
置max_features字段中返回的子位置类型。
请参阅 Neptune ML 中的文本要素的 TF-IDF 编码 (p. 592)。
• "none"— 使用none类型导致不会发生任何要素编码。而是解析和保存原始属性值。
使用none仅当您计划在自定义模型训练过程中执行自己的自定义功能编码时才能执行。

这些区域有：norm领域
对于数字功能，此字段为必填字段。它指定了在数值上使用的标准化方法：
"norm": "min-max"

支持以下标准化方法：
• “最小-最大”— 通过从每个值中减去最小值，然后除以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值来标准化每个值。
• “标准”— 通过将每个值除以所有值的总和来标准化每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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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在编码过程中不要对数值进行标准化。
请参阅 Neptune ML 中的数字特征 (p. 590)。

这些区域有：language领域
语言字段指定文本属性值中使用的语言。它的用法取决于文本编码方法：
• 适用于text_fasttext (p. 591)编码时，此字段为必填字段，且必须指定以下语言之一：
• en(简体中文)
• zh(中文)
• hi(印地语)
• es(西班牙语)
• fr(法语)
• 适用于text_sbert (p. 591)编码时，不使用此字段，因为 SBERT 编码是多语言的。
• 适用于text_word2vec (p. 592)编码，此字段为可选项，因为text_word2vec仅支持英语。如果存
在，它必须指定英语语言模型的名称：
"language" : "en_core_web_lg"

• 适用于text_tfidf (p. 592)编码时，不使用此字段。

这些区域有：max_length领域
这些区域有：max_length字段为可选项text_fasttext要素，其中指定输入文本要素中将要编码的标记
的最大数量。输入长度超过的文本max_length被截断。例如，将 max_length 设置为 128 表示文本序列中
第 128 位之后的任何标记都将被忽略：
"max_length": 128

这些区域有：separator领域
此字段可选择与category、numerical和auto功能。它指定了一个可用于将属性值拆分为多个类别值或数
值的字符：
"separator": ";"

只能使用separator字段，当属性将多个分隔值存储在单个字符串中时，例如"Actor;Director"要
么"0.1;0.2".
请参阅分类功能 (p. 590)、数值功能 (p. 590), 和自动编码 (p. 593).

这些区域有：range领域
此字段为必填字段bucket_numerical功能。它以格式指定了要划分为存储桶的数值范围[lower-bound,
upper-bound]：
"range" : [20, 100]

如果属性值小于下限，则将其分配给第一个存储桶，或者如果它大于上限，则将其分配给最后一个存储桶。
请参阅 Neptune ML 中的存储桶数值功能 (p.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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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区域有：bucket_cnt领域
此字段为必填字段bucket_numerical功能。它指定了由range参数应分为：
"bucket_cnt": 10

请参阅 Neptune ML 中的存储桶数值功能 (p. 590)。

这些区域有：slide_window_size领域
此字段可选择与bucket_numerical将值分配给多个存储桶的功能：
"slide_window_size": 5

幻灯片窗口的工作方式是 Neptune ML 占用窗口大小s然后转换每个数值v属性的范围从 v - s/2 通过 v
+ s/2 . 然后，该值将分配给范围重叠的每个存储桶。
请参阅 Neptune ML 中的存储桶数值功能 (p. 590)。

这些区域有：imputer领域
此字段可选择与numerical和bucket_numerical功能用于提供用于填写缺失值的估算技术：
"imputer": "mean"

支持的归算技术有：
• "mean"
• "median"
• "most-frequent"
如果不包括 imputer 参数，则当遇到缺少值时，数据预处理将停止并退出。
请参阅 Neptune ML 中的数字特征 (p. 590) 和 Neptune ML 中的存储桶数值功能 (p. 590)。

这些区域有：max_features领域
可选择使用此字段text_tfidf指定编码的最大术语数的功能：
"max_features": 100

如果设置为 100，TF-IDF 矢量器只对 100 个最常见的术语进行编码。未包含时的默认值max_features为
5000。
请参阅 Neptune ML 中的文本要素的 TF-IDF 编码 (p. 592)。

这些区域有：min_df领域
可选择使用此字段text_tfidf用于指定要编码的术语的最低文档频率的功能：
"min_df":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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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为 5 表示术语必须在至少 5 个不同的属性值中出现才能进行编码。
未包含min_df参数为2.
请参阅 Neptune ML 中的文本要素的 TF-IDF 编码 (p. 592)。

这些区域有：ngram_range领域
可选择使用此字段text_tfidf功能，用于指定单词或标记序列应被视为可能编码的单个术语的大小：
"ngram_range": [2, 4]

值[2, 4]规定应将 2、3 和 4 个单词的序列视为潜在的单个术语。
如果没有明确设置，则默认值ngram_range是[1, 1]，这意味着只有单个单词或标记被视为要编码的术
语。
请参阅 Neptune ML 中的文本要素的 TF-IDF 编码 (p. 592)。

这些区域有：datetime_parts领域
可选择使用此字段datetime用于指定日期时间值的哪些部分要对其进行分类编码的功能：
"datetime_parts": ["weekday", "hour"]

如果您不包含datetime_parts，默认情况下，Neptune ML 对日期时间值的年、月、工作日和小时部分进
行编码。值["weekday", "hour"]表示只有工作日和小时的日期时间值应该在要素中进行绝对编码。
如果其中一个部件在训练集中没有多个唯一值，则不会对其进行编码。
请参阅 Neptune ML 中的日期时间功能 (p.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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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使用参数的示例additionalParams用于调整模
型训练配置
目录
• 使用属性图示例additionalParams (p. 579)
• 为模型训练配置指定默认拆分率 (p. 579)
• 为模型训练配置指定节点分类任务 (p. 580)
• 为模型训练配置指定多类节点分类任务 (p. 580)
• 为模型训练配置指定节点回归任务 (p. 580)
• 为模型训练配置指定边缘分类任务 (p. 581)
• 为模型训练配置指定多类边缘分类任务 (p. 581)
• 为模型训练配置指定边缘回归 (p. 582)
• 为模型训练配置指定链接预测任务 (p. 582)
• 指定数字存储桶功能 (p. 582)
• 指定Word2Vec功能 (p. 583)
• 指定FastText功能 (p. 583)
• 指定Sentence BERT功能 (p. 584)
• 指定TF-IDF功能 (p. 584)
• 指定datetime功能 (p. 585)
• 指定category功能 (p. 585)
• 指定numerical功能 (p. 585)
• 指定auto功能 (p. 586)
• 使用 RDF 示例additionalParams (p. 586)
• 为模型训练配置指定默认拆分率 (p. 586)
• 为模型训练配置指定节点分类任务 (p. 587)
• 为模型训练配置指定节点回归任务 (p. 587)
• 为特定边指定链接预测任务 (p. 587)
• 为所有边指定链接预测任务 (p. 587)

使用属性图示例additionalParams
为模型训练配置指定默认拆分率
在下面的示例中，split_rate参数设置模型训练的默认拆分率。如果未指定默认拆分率，则训练使用值
[0.9、0.1、0.0]。您可以通过在每个目标基础上覆盖默认值，方法是指定split_rate对于每个目标。
在下面的示例中，default split_rate字段表示拆分率[0.7,0.1,0.2]应该使用，除非在每个目标基础
上覆盖：”
"additionalParams": {
"neptune_ml": {
"version": "v2.0",
"split_rate": [0.7,0.1,0.2],
"targets": [
(...)
],
"feature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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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模型训练配置指定节点分类任务
要指示哪个节点属性包含用于训练目的的标记示例，请将节点分类元素添加到targets数组，使
用"type" : "classification". 添加split_rate字段如果要覆盖默认的拆分率。
在下面的示例中，node目标表示genre每个人的财产Movie节点应该被视为节点类标签。这些区域
有：split_rate该值会覆盖默认拆分率：

}

"additionalParams": {
"neptune_ml": {
"version": "v2.0",
"targets": [
{
"node": "Movie",
"property": "genre",
"type": "classification",
"split_rate": [0.7,0.1,0.2]
}
],
"features": [
(...)
]
}

为模型训练配置指定多类节点分类任务
要指示哪个节点属性包含多个用于训练目的的标记示例，请将节点分类元素添加到目标数组中，使
用"type" : "classification", 和separator指定可用于将目标属性值拆分为多个类别值的字符。添
加split_rate字段如果要覆盖默认的拆分率。
在下面的示例中，node目标表示genre每个人的财产Movie节点应该被视为节点类标签。这些区域
有：separator字段表示每个类型属性包含多个以分号分隔的值：

}

"additionalParams": {
"neptune_ml": {
"version": "v2.0",
"targets": [
{
"node": "Movie",
"property": "genre",
"type": "classification",
"separator": ";"
}
],
"features": [
(...)
]
}

为模型训练配置指定节点回归任务
要指示哪个节点属性包含用于训练目的的标记回归，请使用以下方法向目标数组添加节点回归元
素"type" : "regression". 如果要覆盖默认拆分率，请添加 split_rate 字段。
以下node目标表示rating每个人的财产Movie节点应该被视为节点回归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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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itionalParams": {
"neptune_ml": {
"version": "v2.0",
"targets": [
{
"node": "Movie",
"property": "rating",
"type" : "regression",
"split_rate": [0.7,0.1,0.2]
}
],
"features": [
...
]
}

为模型训练配置指定边缘分类任务
要指示哪个 edge 属性包含用于训练目的的标记示例，请将 Edge 元素添加到targets数组，使
用"type" : "regression". 如果要覆盖默认拆分率，请添加 split_rate 字段。
以下edge目标表示metAtLocation每个人的财产knowsedge 应该被视为边缘类标签：

}

"additionalParams": {
"neptune_ml": {
"version": "v2.0",
"targets": [
{
"edge": ["Person", "knows", "Person"],
"property": "metAtLocation",
"type": "classification"
}
],
"features": [
(...)
]
}

为模型训练配置指定多类边缘分类任务
要指示哪个 edge 属性包含多个用于训练目的的标记示例，请将一个 Edge 元素添加到targets数组，使
用"type" : "classification"，还有separator字段来指定用于将目标属性值拆分为多个类别值的字
符。添加split_rate字段如果要覆盖默认的拆分率。
以下edge目标表示sentiment每个人的财产repliedToEdge 应该被视为边缘类标签。分隔符字段表示每
个情绪属性包含多个逗号分隔值：
"additionalParams": {
"neptune_ml": {
"version": "v2.0",
"targets": [
{
"edge": ["Person", "repliedTo", "Message"],
"property": "sentiment",
"type": "classification",
"separator": ","
}
],
"featur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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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为模型训练配置指定边缘回归
要指示哪个边缘属性包含用于训练目的的标记回归示例，请添加edge元素到targets数组，使用"type" :
"regression". 添加split_rate字段如果要覆盖默认的拆分率。
以下edge目标表示rating每个人的财产reviewededge 应该被视为边缘回归：

}

"additionalParams": {
"neptune_ml": {
"version": "v2.0",
"targets": [
{
"edge": ["Person", "reviewed", "Movie"],
"property": "rating",
"type" : "regression"
}
],
"features": [
(...)
]
}

为模型训练配置指定链接预测任务
要指示哪些边应用于链接预测训练目的，请使用"type" : "link_prediction". 添加split_rate字段
如果要覆盖默认的拆分率。
以下edge目标表明cites边应该用于链接预测：

}

"additionalParams": {
"neptune_ml": {
"version": "v2.0",
"targets": [
{
"edge": ["Article", "cites", "Article"],
"type" : "link_prediction"
}
],
"features": [
(...)
]
}

指定数字存储桶功能
您可以通过添加以下方法为节点属性指定数值数据功能"type": "bucket_numerical"到features数
组。
以下node功能表明age每个人的财产Person节点应该被视为数字桶功能：
"additionalParams": {
"neptune_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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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argets": [
...
],
"features": [
{
"node": "Person",
"property": "age",
"type": "bucket_numerical",
"range": [1, 100],
"bucket_cnt": 5,
"slide_window_size": 3,
"imputer": "median"
}
]

指定Word2Vec功能
您可以指定Word2Vec通过添加节点属性的功能"type": "text_word2vec"到features数组。
以下node功能表明description每个人的财产Movie此时会将此时会被视为Word2Vec功能：
"additionalParams": {
"neptune_ml": {
"version": "v2.0",
"targets": [
...
],
"features": [
{
"node": "Movie",
"property": "description",
"type": "text_word2vec",
"language": "en_core_web_lg"
}
]
}
}

指定FastText功能
您可以指定FastText通过添加节点属性的功能"type": "text_fasttext"到features数组。这些区域
有：language该字段为必填项，且必须指定以下语言代码之一：
• en(英语)
• zh（中文）
• hi（印地语）
• es（西班牙语）
• fr(法语)
请注意，text_fasttext编码不能在一个功能中一次处理多种语言。
以下node功能表明法语description每个人的财产Movie此时会将此时会被视为FastText功能：
"additionalParams": {
"neptune_ml": {
"version": "v2.0",
"targe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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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features": [
{
"node": "Movie",
"property": "description",
"type": "text_fasttext",
"language": "fr",
"max_length": 1024
}
]

指定Sentence BERT功能
您可以指定Sentence BERT通过添加节点属性的功能"type": "text_sbert"到features数组。您无需
指定语言，因为该方法会使用多语言语言模型自动编码文本要素。
以下node功能表明description每个人的财产Movie此时会将此时会被视为Sentence BERT功能：
"additionalParams": {
"neptune_ml": {
"version": "v2.0",
"targets": [
...
],
"features": [
{
"node": "Movie",
"property": "description",
"type": "text_sbert128",
}
]
}
}

指定TF-IDF功能
您可以指定TF-IDF通过添加节点属性的功能"type": "text_tfidf"到features数组。
以下node功能表明bio每个人的财产Person此时会将此时会被视为TF-IDF功能：

}

"additionalParams": {
"neptune_ml": {
"version": "v2.0",
"targets": [
...
],
"features": [
{
"node": "Movie",
"property": "bio",
"type": "text_tfidf",
"ngram_range": [1, 2],
"min_df": 5,
"max_features": 10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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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datetime功能
导出过程会自动推断datetime日期属性的功能。但是，如果你想限制datetime_parts用于datetime功
能，或者覆盖功能规范，以便通常被视为auto功能被明确视为datetime功能，您可以通过添加"type":
"datetime"到要素数组。
以下node功能表明createdAt每个人的财产Post此时会将此时会被视为datetime功能：

}

"additionalParams": {
"neptune_ml": {
"version": "v2.0",
"targets": [
...
],
"features": [
{
"node": "Post",
"property": "createdAt",
"type": "datetime",
"datetime_parts": ["month", "weekday", "hour"]
}
]
}

指定category功能
导出过程会自动推断auto字符串属性的功能和包含倍数值的数字属性。对于包含单个值的数字属性，它推
断numerical功能。对于日期属性，它推断datetime功能。
如果要覆盖功能规范以便将属性视为类别要素，请添加"type": "category"到要素数组。如果属性包含
多个值，请包括separator字段中返回的子位置类型。例如：

}

"additionalParams": {
"neptune_ml": {
"version": "v2.0",
"targets": [
...
],
"features": [
{
"node": "Post",
"property": "tag",
"type": "category",
"separator": "|"
}
]
}

指定numerical功能
导出过程会自动推断auto字符串属性的功能和包含倍数值的数字属性。对于包含单个值的数字属性，它推
断numerical功能。对于日期属性，它推断datetime功能。
如果要覆盖功能规范以便将属性视为numerical功能，添加"type": "numerical"到要素数组。如果属
性包含多个值，请包括separator字段中返回的子位置类型。例如：
"additionalPara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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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ptune_ml": {
"version": "v2.0",
"targets": [
...
],
"features": [
{
"node": "Recording",
"property": "duration",
"type": "numerical",
"separator": ","
}
]
}

指定auto功能
导出过程会自动推断auto字符串属性的功能和包含倍数值的数字属性。对于包含单个值的数字属性，它推
断numerical功能。对于日期属性，它推断datetime功能。
如果要覆盖功能规范以便将属性视为auto功能，添加"type": "auto"到要素数组。如果属性包含多个
值，请包括separator字段中返回的子位置类型。例如：

}

"additionalParams": {
"neptune_ml": {
"version": "v2.0",
"targets": [
...
],
"features": [
{
"node": "User",
"property": "role",
"type": "auto",
"separator": ","
}
]
}

使用 RDF 示例additionalParams
为模型训练配置指定默认拆分率
在下面的示例中，split_rate参数设置模型训练的默认拆分率。如果未指定默认拆分率，则训练使用值
[0.9、0.1、0.0]。您可以通过在每个目标基础上覆盖默认值，方法是指定split_rate对于每个目标。
在下面的示例中，default split_rate字段表示拆分率[0.7,0.1,0.2]应该使用，除非在每个目标基础
上覆盖：”

}

"additionalParams": {
"neptune_ml": {
"version": "v2.0",
"split_rate": [0.7,0.1,0.2],
"targets":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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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模型训练配置指定节点分类任务
要指示哪个节点属性包含用于训练目的的标记示例，请将节点分类元素添加到targets数组，使
用"type" : "classification". 添加节点字段以指示目标节点的节点类型。添加predicate字段来定
义哪些文字数据用作目标节点的目标节点功能。添加split_rate字段如果要覆盖默认的拆分率。
在下面的示例中，node目标表示genre每个人的财产Movie节点应该被视为节点类标签。这些区域
有：split_rate该值会覆盖默认拆分率：

}

"additionalParams": {
"neptune_ml": {
"version": "v2.0",
"targets": [
{
"node": "http://aws.amazon.com/neptune/csv2rdf/class/Movie",
"predicate": "http://aws.amazon.com/neptune/csv2rdf/datatypeProperty/genre",
"type": "classification",
"split_rate": [0.7,0.1,0.2]
}
]
}

为模型训练配置指定节点回归任务
要指示哪个节点属性包含用于训练目的的标记回归，请使用以下方法向目标数组添加节点回归元
素"type" : "regression". 添加node该字段以指示目标节点的节点类型。添加predicate字段来定义
哪些文字数据用作目标节点的目标节点功能。添加split_rate字段如果要覆盖默认的拆分率。
以下node目标表示rating每个人的财产Movie节点应该被视为节点回归标签：

}

"additionalParams": {
"neptune_ml": {
"version": "v2.0",
"targets": [
{
"node": "http://aws.amazon.com/neptune/csv2rdf/class/Movie",
"predicate": "http://aws.amazon.com/neptune/csv2rdf/datatypeProperty/rating",
"type": "regression",
"split_rate": [0.7,0.1,0.2]
}
]
}

为特定边指定链接预测任务
要指示哪些边应用于链接预测训练目的，请使用"type" : "link_prediction".
Addsubject、predicate和object用于指定边缘类型的字段。添加split_rate字段如果要覆盖默认的
拆分率。
以下edge目标表明directed连接的边Directors到Movies应该用于链接预测：
"additionalParams": {
"neptune_ml": {
"version": "v2.0",
"targets": [
{
"subject": "http://aws.amazon.com/neptune/csv2rdf/class/Director",
"predicate": "http://aws.amazon.com/neptune/csv2rdf/datatypeProperty/dir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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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object": "http://aws.amazon.com/neptune/csv2rdf/class/Movie",
"type" : "link_prediction"

为所有边指定链接预测任务
要表明所有边都应用于链接预测训练目的，请添加edge元素到目标数组中使用"type" :
"link_prediction". 不要添加subject、predicate，或者object字段之间没有不同。添
加split_rate字段如果要覆盖默认的拆分率。

}

"additionalParams": {
"neptune_ml": {
"version": "v2.0",
"targets": [
{
"type" : "link_prediction"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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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从 Neptune 导出的图表数据以进行训练
数据处理步骤采用导出过程创建的 Neptune 图形数据，然后创建由深图库 (DGL)在训练期间。这包括执行各
种数据映射和转换：
• 解析节点和边缘以构建 DGL 所需的图形和 ID 映射文件。
• 将节点和边属性转换为 DGL 所需的节点和边要素。
• 将数据拆分为训练、验证和测试集。

管理 Neptune ML 的数据处理步骤
从 Neptune 导出要用于模型训练的数据后，您可以使用curl（或者awscurl) 类似下面的命令：
curl
-X
-H
-d

\
POST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dataprocessing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
"inputDataS3Location" : "s3://(Amazon S3 bucket name)/(path to your input folder)",
"id" : "(a job ID for the new job)",
"processedDataS3Location" : "s3://(S3 bucket name)/(path to your output folder)",
"configFileName" : "training-job-configuration.json"
}'

有关如何使用此命令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数据处理命令 (p. 642)，以及有关如何获取正在运行的作业的状
态、如何停止正在运行的作业以及如何列出所有正在运行的作业的信息。

处理 Neptune ML 的更新图表数据
你也可以提供previousDataProcessingJobId以确保新的数据处理作业使用与之前的作业相同的处理方
法。当您希望通过在新数据上重新训练旧模型或通过重新计算新数据上的模型构件来获得对 Neptune 中更新
图数据的预测时，这是必需的。
为此，您可以使用curl（或者awscurl) 这样的命令：
curl
-X
-H
-d

\
POST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dataprocessing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 "inputDataS3Location" : "s3://(Amazon S3 bucket name)/(path to your input folder)",
"id" : "(a job ID for the new job)",
"processedDataS3Location" : "s3://(Amazon S3 bucket name)/(path to your output
folder)",
"previousDataProcessingJobId", "(the job ID of the previous data-processing job)"}'

设置的值previousDataProcessingJobId参数指向与训练模型对应的上一个数据处理作业的作业 ID。

Note
目前不支持在更新后的图表中删除节点。如果已在更新的图表中删除了节点，则必须启动全新的数
据处理作业而不是使用previousDataProcessingJobId.

API 版本 2020-12-18
589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功能编码

Neptune ML 中的功能编码
属性值有不同的格式和数据类型。为了在机器学习中实现良好的性能，必须将这些值转换为称为数字编码功
能.
作为数据导出和数据处理步骤的一部分，Neptune ML 使用此处介绍的特征编码技术执行特征提取和编码。

Note
如果您计划在自定义模型实现中实现自己的特征编码，则可以通过选择以下方法在数据预处理阶段
禁用自动特征编码：none作为功能编码类型。然后，该节点或边缘属性上不会进行任何要素编码，
而是解析原始属性值并将其保存在字典中。数据预处理仍然会根据导出的数据集创建 DGL 图形，但
构造的 DGL 图没有用于训练的预处理功能。
只有在计划作为自定义模型训练的一部分执行自定义功能编码时，才应使用此选项。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 Neptune ML 中的自定义模型 (p. 618)。

Neptune ML 中的分类功能
可以从固定的可能值列表中获取一个或多个不同值的属性是一种分类功能。在 Neptune ML 中，分类要素是
使用一热编码. 以下示例显示了不同食物的属性名称如何根据其类别进行单热编码：

Food
--------Apple
Chicken
Broccoli

Veg.
---0
0
1

Meat
---0
1
0

Fruit
----1
0
0

Encoding
-------001
010
100

Note
任何分类功能中的类别最大数量为 100。如果一个属性的价值类别超过 100 个，那么只有最常见的
99 个属性被放置在不同的类别中，其余的被放置在名为的特殊类别中OTHER.

Neptune ML 中的数字特征
任何值为实数的属性都可以在 Neptune ML 中编码为数字要素。数值要素使用浮点数编码。
您可以指定在编码数字要素时使用的数据规范化方法，如下所示："norm": "normalization
technique". 支持以下标准化技术：
• “无”— 在编码过程中不要对数值进行标准化。
• “最小-最大”— 通过从每个值中减去最小值，然后除以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值来标准化每个值。
• “标准”— 通过将每个值除以所有值的总和来标准化每个值。

Neptune ML 中的存储桶数值功能
您可以将数值压缩为类别，而不是使用原始数字表示数字属性。例如，您可以将人们的年龄划分为类别，例
如孩子（0-20 岁）、年轻人（20-40 岁）、中年人（40-60 岁）和长者（60 岁起）。使用这些数字存储桶，
您将把数字属性转换为一种类别功能。
在 Neptune ML 中，您可以将数字属性编码为存储桶数值功能，必须提供两件事：
• 表格中的数字范围， "range": [a, b] ，其中，a和b是整数。
• 表格中的存储桶数 "bucket_cnt": c ，其中，c是存储桶的数量，也是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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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Neptune ML 计算每个存储桶的大小为 ( b - a ) / c ，并将每个数字值编码为它所属的任何存
储桶的数量。任何小于的价值a被视为属于第一个存储桶中，且任何大于的值b被认为属于最后一个存储桶。
您还可以选择通过指定幻灯片窗口大小，使数值落入多个存储桶中，如下所示： "slide_window_size":
s ，其中，s是数字。然后，Neptune ML 转换每个数值v属性的范围从 v - s/2 通过 v + s/2 ，然后
分配值v到该范围涵盖的每个存储桶。
最后，您还可以选择提供一种填写数字要素和存储桶数值要素缺失值的方法。你可以使用此操作
"imputer": "imputation technique "，归因技术是其中之一"mean"、"median"，或者"mostfrequent". 如果您没有指定计算机，则缺失值可能会导致处理中断。

Neptune ML 中的文本要素编码
对于自由格式文本，Neptune ML 可以使用几种不同的模型将属性值字符串中的令牌序列转换为固定大小的
实值矢量：
• text_fasttext (p. 591)— 使用fastText编码。对于使用 fastText 支持的五种语言中的一种而且仅使用
其中一种的功能，建议使用这种编码。
• text_sbert (p. 592)— 使用句子 BERT（SBERT）编码模型。这是对文本的推荐编
码text_fasttext不支持。
• text_word2vec (p. 592)— 使用Word2Vec最初发布的算法谷歌对文本进行编码。Word2VEC 只支持英
语。
• text_tfidf (p. 592)— 使用术语频率 — 反向文档频率用于编码文本的（TF-IDF）矢量器。TF-IDF 编
码支持其他编码不支持的统计功能。

fastText在 Neptune ML 中编码文本属性值
Neptune ML 可以使用fastText将文本属性值转换为固定大小的实值矢量的模型。这是对 fastText 支持的五种
语言中任何一种的文本属性值的推荐编码方法：
• en(英语)
• zh(中文)
• hi(印地语)
• es(西班牙语)
• fr(法语)
请注意，fastText 无法处理包含多种语言单词的句子。
这些区域有：text_fasttext方法可以选择采取max_length字段，该字段指定将编码的 text 属性值中的
最大标记数，之后字符串将被截断。当 text 属性值包含长字符串时，这可以提高性能，因为max_length未
指定，fastText 会对所有令牌进行编码，而不管字符串长度如何。
此示例指定法语电影标题是使用 fastText 编码的：
{

}

"file_name" : "nodes/movie.csv",
"separator" : ",",
"node" : ["~id", "movie"],
"features" : [
{
"feature": ["title", "title", "text_fasttext"],
"language": "fr",
"max_length": 102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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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 ML 中文本要素的句子 BERT (SBERT) 编码
Neptune ML 可以使用以下方法将字符串属性值中的令牌序列转换为固定大小的实值矢量句子
BERT（SBERT）模型。Neptune 支持两种 SBERT 方法：text_sbert128如果您只指定，则默认设为默
认设值text_sbert, 和text_sbert512. 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编码的 text 属性值字符串的最大长度。这
些区域有：text_sbert128编码在对 128 个令牌进行编码后截断文本字符串，而text_sbert512在编码
512 个令牌后截断文本字符串。因此，text_sbert512需要的处理时间长于text_sbert128. 两种方法都
比慢text_fasttext.
SBERT 编码是多语言的，因此无需为正在编码的属性值文本指定语言。SBERT 支持多种语言，并且可以对
包含多种语言的句子进行编码。如果要对包含 fastText 不支持的一种或多种语言的文本的属性值进行编码，
则推荐使用 SBERT 编码方法。
以下示例指定电影标题编码为 SBERT，最多 128 个令牌：
{

}

"file_name" : "nodes/movie.csv",
"separator" : ",",
"node" : ["~id", "movie"],
"features" : [
{ "feature": ["title", "title", "text_sbert128"] }
]

Neptune ML 中文本要素的 Word2VEC 编码
Neptune ML 可以将字符串属性值编码为 Word2VEC 功能（Word2Vc 算法最初是由谷歌)。这些区域
有：text_word2vec方法使用其中一个将字符串中的标记编码为密集向量SPacy 训练模型. 这只支持使
用en_core_web_lg模型)。
以下示例指定电影标题使用 Word2Vec 进行编码：
{

}

"file_name" : "nodes/movie.csv",
"separator" : ",",
"node" : ["~id", "movie"],
"features" : [
{
"feature": ["title", "title", "text_word2vec"],
"language": "en_core_web_lg"
}
]

请注意，语言字段是可选的，因为英语en_core_web_lg模型是 Neptune 唯一支持的模型。

Neptune ML 中的文本要素的 TF-IDF 编码
Neptune ML 可以将文本属性值编码为text_tfidf功能。此编码将文本中的单词序列转换为数字矢量，使
用术语频率 — 反向文档频率(TF-IDF) 矢量器，然后是减少维度操作。
TF-IDF（术语频率 — 反向文档频率）是一个数值，用于衡量单词在文档集中的重要性。它的计算方法是将
单词出现在给定属性值中的次数除以其中显示的此类属性值的总数。
例如，如果在给定的电影标题中出现两次 “吻” 一词（比如 “亲吻砰砰”），并且 “吻” 一共出现在 4 部电影的标
题中，那么 “亲吻砰砰” 标题中的 TF-IDF 值 “吻” 将是 2 / 4 .
最初创建的矢量有d维度，d是该类型的所有属性值中唯一术语的数量。维度减小操作使用随机稀疏投影将该
数字减少到最多 100。然后通过合并所有text_tfidf其中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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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控制 TF-IDF 矢量器：
• max_features— 使用max_features参数，您可以在中限制术语数text_tfidf最常见的功能。例
如，如果您设置max_features至 100，只包括前 100 个最常用的术语。的默认值max_features如果您
没有显式设置，则为 5,000。
• min_df— 使用min_df参数，您可以在中限制术语数text_tfidf至少具有指定文档频率的功能。例如，
如果您设置min_df至 5，仅使用出现在至少 5 个不同属性值中的术语。的默认值min_df如果您没有显式
设置，则为 2。
• ngram_range— 该ngram_range参数确定哪些单词组合被视为术语。例如，如果您设
置ngram_range到[2, 4]，在 “亲吻砰砰” 标题中可以找到以下 6 个术语：
• 2 个词条：“亲吻”、“亲吻砰” 和 “砰砰”。
• 3 个词条：“亲吻砰” 和 “亲吻砰砰”。
• 4 个词条: “吻吻砰砰”。
ngram_range 的默认设置是 [1, 1]。

Neptune ML 中的日期时间功能
Neptune ML 可以转换部分datetime通过将属性值编码为一热阵列. 使用datetime_parts参数
指定以下一个或多个要编码的部分：["year", "month", "weekday", "hour"]. 如果你没设
置datetime_parts，默认情况下，所有四个部分都已编码。
例如，如果日期时间值的范围跨越 2010 年至 2012 年，则日期时间条目的四个部分2011-04-22
01:16:34如下所示：
• 年–[0, 1, 0].
由于跨度只有 3 年（2010 年、2011 年和 2012 年），因此单热阵列有三个条目，每年一个条目。
• 月–[0, 0, 0, 1, 0, 0, 0, 0, 0, 0, 0, 0].
在这里，单热阵列在一年中的每个月都有一个条目。
• 工作日–[0, 0, 0, 0, 1, 0, 0].
ISO 8601 标准规定，周一是一周的第一天，由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是星期五，相应的一个热点工作日阵
列处于第五位。
• 小时–[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时间 1 AM 设置在 24 个成员的单热阵列中。
月中的第一天、分钟和秒没有完全编码。
如果总计datetime有问题的范围只包括一年内的日期，不year数组已编码。
你可以指定估算策略来填补缺失datetime值，使用imputer参数以及可用于数值要素的策略之一。

Neptune ML 中的自动功能编码
您可以设置，而不是手动指定要用于图表中的属性的要素编码方法auto作为一种功能编码方法。然
后，Neptune ML 尝试根据每个属性的底层数据类型推断出最佳的要素编码。
以下是 Neptune ML 在选择适当的功能编码时使用的一些启发式方法：
• 如果属性只有数字值并且可以转换为数字数据类型，那么 Neptune ML 通常将其编码为数值。但是，如果
属性的唯一值数量少于值总数的 10％，且这些唯一值的基数小于 100，那么 Neptune ML 将使用分类编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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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属性值可以转换为datetime类型，然后 Neptune ML 将它们编码为datetime功能。
• 如果可以将属性值强制为布尔值（1/0 或 True/False），那么 Neptune ML 将使用类别编码。
• 如果属性是唯一值超过 10％ 的字符串，且每个值的平均令牌数大于或等于 3，那么 Neptune ML 会推断
属性类型为文本并自动检测正在使用的语言。如果检测到的语言是支持的语言之一fastText (p. 591)，
即英语、中文、印地语、西班牙语和法语，然后 Neptune ML 使用text_fasttext对文本进行编码。否
则，Neptune ML 使用text_sbert (p. 592).
• 如果属性是未归类为文本要素的字符串，那么 Neptune ML 假定它是一个分类功能，并使用类别编码。
• 如果每个节点对于被推断为类别要素的属性都有自己的唯一值，那么 Neptune ML 将从训练图中删除该属
性，因为它可能是一个 ID，对于学习而言无法提供信息。
• 如果已知属性包含有效的 Neptune 分隔符，例如分号 (“;”)，那么 Neptune ML 只能将该属性视
为MultiNumerical要么MultiCategorical.
• Neptune ML 首先尝试将这些值编码为数字要素。如果成功，Neptune ML 将使用数字编码来创建数字矢
量要素。
• 否则，Neptune ML 将这些值编码为多类别。
• 如果 Neptune ML 无法推断属性值的数据类型，那么 Neptune mlDrops 将从训练图中推断出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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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训练数据配置文件
Neptune 导出过程将 Neptune ML 数据从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导出到 S3 存储桶中。它将节点和边分别
导出到nodes/和edges/folder。它还创建了一个 JSON 训练数据配置文件，名为training-dataconfiguration.json默认情况下。此文件包含有关图形方案、其要素类型、要素转换和规范化操作以及
分类或回归任务的目标要素的信息。
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想直接修改配置文件。其中一种情况是，当您想要更改要素的处理方式或图形构造方
式时，而无需在每次要修改正在解决的机器学习任务的规范时重新运行导出。

编辑训练数据配置文件
1.

将文件下载到本地计算机上。
除非您在additionalParams/neptune_ml传递给导出过程的参数，该文件将具有默认名称，
即training-data-configuration.json. 您可以使用Amazon像这样的 CLI 命令来下载文件：
aws s3 cp \
s3://(your Amazon S3 bucket)/(path to your export folder)/training-dataconfiguration.json \
./

2.
3.

使用文本编辑器编辑文件。
上传修改后的文件。将修改后的文件上传回 Amazon S3 中您下载该文件的同一位置，使用Amazon这样
的 CLI 命令：
aws s3 cp \
training-data-configuration.json \
s3://(your Amazon S3 bucket)/(path to your export folder)/training-dataconfiguration.json

JSON 训练数据配置文件示例
以下是一个示例训练数据配置文件，用于描述节点分类任务的图形：
{

"version" : "v2.0",
"query_engine" : "gremlin",
"graph" : [
{
"edges" : [
{
"file_name" : "edges/(movie)-included_in-(genre).csv",
"separator" : ",",
"source" : ["~from", "movie"],
"relation" : ["", "included_in"],
"dest" : [ "~to", "genre" ]
},
{
"file_name" : "edges/(user)-rated-(movie).csv",
"separator" : ",",
"source" : ["~from", "movie"],
"relation" : ["rating", "prefixname"], # [prefixname#value]
"dest" : ["~to", "genre"],
"features" : [
{
"feature" : ["rating", "rating", "numerical"],
"norm" : "min-ma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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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nodes" : [
{
"file_name" : "nodes/genre.csv",
"separator" : ",",
"node" : ["~id", "genre"],
"features" : [
{
"feature": ["name", "genre", "category"],
"separator": ";"
}
]
},
{
"file_name" : "nodes/movie.csv",
"separator" : ",",
"node" : ["~id", "movie"],
"features" : [
{
"feature": ["title", "title", "word2vec"],
"language": ["en_core_web_lg"]
}
]
},
{
"file_name" : "nodes/user.csv",
"separator" : ",",
"node" : ["~id", "user"],
"features" : [
{
"feature": ["age", "age", "numerical"],
"norm" : "min-max",
"imputation": "median",
},
{
"feature": ["occupation", "occupation", "category"],
}
],
"labels" : [
{
"label": ["gender", "classification"],
"split_rate" : [0.8, 0.2, 0.0]
}
]
}
]
},
"warnings" : [ ]

JSON 训练数据配置文件的结构
培训配置文件是指导出过程中保存的 CSV 文件nodes/和edges/文件夹。
下的每个文件nodes/存储有关具有相同属性图节点标签的节点的信息。节点文件中的每一列都存储节点 ID
或节点属性。文件第一行包含一个标头，该标头指定~id或每列的属性名称。
下的每个文件edges/存储有关具有相同属性图边缘标签的节点的信息。节点文件中的每一列都存储源节点
ID、目标节点 ID 或 edge 属性。文件第一行包含一个标头，指定~from、~to，或者每列的属性名称。
培训数据配置文件包含三项顶级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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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ersion" : "v2.0",
"query_engine" : "gremlin",
"graph" : [ ... ]

• version— (字符串) 正在使用的配置文件的版本。
• query_engine— (字符串) 用于导出图表数据的查询语言。目前，只有 “gremlin” 有效。
• graph—（JSON 数组）列出了一个或多个配置对象，其中包含将要使用的每个节点和边的模型参数。
图表数组中的配置对象具有下一节介绍的结构。

中列出的配置对象的内容graph排列
中的配置对象graph数组可以包含三个顶级节点：
{

}

"edges"
: [ ... ],
"nodes"
: [ ... ],
"warnings" : [ ... ],

• edges—（JSON 对象数组）每个 JSON 对象都指定一组参数，以定义在模型处理和训练期间如何处理图
表中的边缘。这仅与 Gremlin 引擎一起使用。
• nodes—（JSON 对象数组）每个 JSON 对象都指定一组参数，以定义在模型处理和训练期间如何处理图
表中的节点。这仅与 Gremlin 引擎一起使用。
• warnings—（JSON 对象数组）每个对象都包含在数据导出过程中生成的警告。

中列出的边缘配置对象的内容edges排列
中列出的边缘配置对象edges数组可以包含以下顶级字段：
{

"file_name" : "(path to a CSV file)",
"separator" : "(separator character)",
"source"
: ["(column label for starting node ID)", "(starting node type)"],
"relation" : ["(column label for the relationship name)", "(the prefix name for
the relationship name)"],
"dest"
: ["(column label for ending node ID)", "(ending node type)"],
"features" : [(array of feature objects)]
"labels"
: [(array of label objects)]
}

• file_name— 一个字符串，用于指定 CSV 文件的路径，该文件存储有关具有相同属性图标签的边缘的信
息。
该文件的第一行包含列标签的标题行。
前两个列标签是~from和~to. 第一栏（~from列）存储边缘起始节点的 ID，第二个节点（~to列）存储边
缘的结束节点的 ID。
标题行中的剩余列标签为其余每列指定值已导出到该列的 edge 属性的名称。
• separator— 包含分隔符的字符串，用于分隔该 CSV 文件中的列。
• source— 包含两个指定边缘起始节点的字符串的 JSON 数组。第一个字符串包含存储起始节点 ID 的列
的标头名称。第二个字符串指定节点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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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ion— 包含两个指定边缘关系类型的字符串的 JSON 数组。第一个字符串包含关系名称
(relname）存储在中。第二个字符串包含关系名称的前缀 (prefixname)。
完整的关系类型由两个字符串组成，两个字符串之间有连字符，如下所示：prefixname-relname.
如果第一个字符串为空，则所有边都具有相同的关系类型，即prefixname字符串。
• dest— 包含两个指定边缘结束节点的字符串的 JSON 数组。第一个字符串包含存储节点 ID 的列的标头名
称。第二个字符串指定节点类型。
• features— 属性价值要素对象的 JSON 数组。每个属性值功能对象包含以下字段：
• 功能— 由三个字符串组成的 JSON 数组。第一个字符串包含包含属性值的列的标题名称。第二个字符串
包含功能名称。第三个字符串包含要素类型。
• 规范— (可选) 指定要应用于属性值的标准化方法。
• labels— 对象的 JSON 数组。每个对象都定义了边缘的目标特征，并指定训练和验证阶段应采取的边的
比例。每个对象包含以下字段：
• 标签— 由两个字符串组成的 JSON 数组。第一个字符串包含包含目标要素属性值的列的标题名称。第二
个字符串指定以下目标任务类型之一：
• "classification"— 边缘分类任务。由第一个字符串标识的列中提供的属性值label数组被视为
分类值。对于边缘分类任务，中的第一个字符串label数组不能为空。
• "regression"— 边缘回归任务。由第一个字符串标识的列中提供的属性值label数组被视为数值。
对于边缘回归任务，中的第一个字符串label数组不能为空。
• "link_prediction"— 链接预测任务。不需要属性值。对于链接预测任务，中的第一个字符
串label将忽略数组。

中列出的节点配置对象的内容nodes排列
中列出的节点配置对象nodes数组可以包含以下字段：
{

}

"file_name"
"separator"
"node"
"features"
"labels"

:
:
:
:
:

"(path to a CSV file)",
"(separator character)",
["(column label for the node ID)", "(node type)"],
[(feature array)],
[(label array)],

• file_name— 一个字符串，用于指定 CSV 文件的路径，该文件存储有关具有相同属性图标签的节点的信
息。
该文件的第一行包含列标签的标题行。
第一列标签是~id，以及第一列（~id列）存储节点 ID。
标题行中的其余列标签为其余每列指定值已导出到该列的节点属性的名称。
• separator— 包含分隔符的字符串，用于分隔该 CSV 文件中的列。
• node— 包含两个字符串的 JSON 数组。第一个字符串包含存储节点 ID 的列的标头名称。第二个字符串指
定图表中的节点类型，该类型与节点的属性图标签相对应。
• features— 节点要素对象的 JSON 数组。请参阅 中列出的要素对象的内容features节点或边缘的数
组 (p. 599)。
• labels— 节点标签对象的 JSON 数组。请参阅 节点中列出的节点标签对象的内容labels排
列 (p.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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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列出的要素对象的内容features节点或边缘的数组
节点中列出的节点要素对象features数组可以包含以下顶级字段：
• feature— 由三个字符串组成的 JSON 数组。第一个字符串包含包含要素属性值的列的标题名称。第二
个字符串包含功能名称。
第三个字符串包含要素类型。中列出了有效功能类型可能的值type功能字段 (p. 574).
• norm— 对于数值功能，此字段是必填字段。它指定了要在数值上使用的标准化方法。有效值
为"none"、"min-max"和 “标准”。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这些区域有：norm领域 (p. 575)。
• language— 语言字段指定在文本属性值中使用的语言。它的用法取决于文本编码方法：
• 适用于text_fasttext (p. 591)编码，此字段为必填字段，且必须指定以下语言之一：
• en（英语）
• zh（中文）
• hi（印地语）
• es（西班牙语）
• fr（法语）
但是，text_fasttext一次不能处理一种语言。
• 适用于text_sbert (p. 591)编码时，不使用此字段，因为 SBERT 编码是多语言的。
• 适用于text_word2vec (p. 592)编码，此字段为可选项，因为text_word2vec仅支持英语。如果存
在，它必须指定英语语言模型的名称：
"language" : "en_core_web_lg"

• 适用于tfidf (p. 592)编码时，不使用此字段。
• max_length— 此字段为可选项text_fasttext (p. 591)要素，其中指定输入文本要素中将要编码的标
记的最大数量。之后输入文本max_length将忽略已到达。例如，将 max_length 设置为 128 表示文本序
列中第 128 位之后的任何标记都将被忽略。
• separator— 此字段可以选择用于category、numerical和auto功能。它指定了可用于将属性值拆分
为多个类别值或数值的字符。
请参阅 这些区域有：separator领域 (p. 576)。
• range— 此字段为必填字段bucket_numerical功能。它指定了要划分为存储桶的数值范围。
请参阅 这些区域有：range领域 (p. 576)。
• bucket_cnt— 此字段为必填字段bucket_numerical功能。它指定了由range参数应该分成。
请参阅 Neptune ML 中的存储桶数值功能 (p. 590)。
• slide_window_size— 此字段可以选择用于bucket_numerical为多个存储桶分配值的功能。
请参阅 这些区域有：slide_window_size领域 (p. 577)。
• imputer— 此字段可以选择用于numerical、bucket_numerical, 和datetime功能以提供用于填写
缺失值的估算技术。支持的归算技术有："mean"、"median", 和"most_frequent".
请参阅 这些区域有：imputer领域 (p. 577)。
• max_features— 此字段可以选择由text_tfidf功能，用于指定编码的最大术语数。
请参阅 这些区域有：max_features领域 (p. 577)。
• min_df— 此字段可以选择由text_tfidf用于指定要编码的术语的最低文档频率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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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ram_range— 此字段可以选择由text_tfidf功能，用于指定一系列单词或标记数量，将其视为可能
要编码的单个术语
请参阅 这些区域有：ngram_range领域 (p. 578)。
• datetime_parts— 此字段可以选择由datetime功能，用于指定日期时间值的哪些部分要对其进行明确
编码。
请参阅 这些区域有：datetime_parts领域 (p. 578)。

节点中列出的节点标签对象的内容labels排列
节点中列出的标签对象labelsarray 定义了节点目标功能，并指定训练、验证和测试阶段将使用的节点比
例。每个对象可以包含以下字段：
{

"label"
: ["(column label for the target feature property value)", "(task
type)"],
"split_rate" : [(training proportion), (validation proportion), (test proportion)],
"separator" : "(separator character for node-classification category values)",
}

• label— 包含两个字符串的 JSON 数组。第一个字符串包含存储要素属性值的列的标题名称。第二个字符
串指定目标任务类型，可以是：
• "classification"— 节点分类任务。指定列中的属性值用于创建分类要素。
• "regression"— 节点回归任务。指定列中的属性值用于创建数字要素。
• split_rate— 包含 0 到 1 之间的三个数字的 JSON 数组，这些数字加起来为 1，表示训练、验证和测试
阶段将分别使用的节点比例的估计值。请参阅 split_rate (p. 571)。
• separator— 包含分隔符的字符串，用于分隔分类任务的分类要素值。

Note
如果没有为边缘和节点提供标签对象，则自动假定该任务是链接预测，并且边随机分割为 90％ 进行
训练，10％ 用于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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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Neptune ML 训练模型
处理好从 Neptune 导出进行模型训练的数据后，您可以使用curl（或者awscurl) 类似于下面这样的命令：
curl
-X
-H
-d

\
POST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modeltraining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
"id" : "(a unique model-training job ID)",
"dataProcessingJobId" : "(the data-processing job-id of a completed job)",
"trainModelS3Location" : "s3://(your Amazon S3 bucket)/neptune-model-graphautotrainer"
}'

有关如何使用此命令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模型训练命令 (p. 645)，以及有关如何获取正在运行的作业的状
态、如何停止正在运行的作业以及如何列出所有正在运行的作业的信息。
你也可以提供previousModelTrainingJobId使用已完成的 Neptune ML 模型训练作业中的信息来加快新
训练作业中的超参数搜索速度。这在期间很有用对新图表数据进行模型再训练 (p. 562)，以及对同一图表数
据进行增量训练 (p. 562). 使用类似于下面这样的命令：
curl
-X
-H
-d

\
POST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modeltraining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
"id" : "(a unique model-training job ID)",
"dataProcessingJobId" : "(the data-processing job-id of a completed job)",
"trainModelS3Location" : "s3://(your Amazon S3 bucket)/neptune-model-graphautotrainer"
"previousModelTrainingJobId" : "(the model-training job-id of a completed job)"
}'

您可以在 Neptune ML 训练基础设施上训练自己的模型实现，方法是提
供customModelTrainingParameters对象，像这样：
curl
-X
-H
-d

\
POST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modeltraining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
"id" : "(a unique model-training job ID)",
"dataProcessingJobId" : "(the data-processing job-id of a completed job)",
"trainModelS3Location" : "s3://(your Amazon S3 bucket)/neptune-model-graphautotrainer"
"modelName": "custom",
"customModelTrainingParameters" : {
"sourceS3DirectoryPath": "s3://(your Amazon S3 bucket)/(path to your Python
module)",
"trainingEntryPointScript": "(your training script entry-point name in the Python
module)",
"transformEntryPointScript": "(your transform script entry-point name in the
Python module)"
}
}'

请参阅模型训练命令 (p. 645)了解更多信息，例如如何获取正在运行的作业的状态、如何停止正在运行的作
业以及如何列出所有正在运行的作业。请参阅Neptune ML 中的自定义模型 (p. 618)有关如何实施和使用自
定义模型的信息。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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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 Neptune ML 中的模型和模型训练 (p. 603)
• 在 Neptune ML 中自定义模型超参数配置 (p. 605)
• 模型培训最佳实践 (p.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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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Neptune ML 中的模型和模型训练
Neptune ML 使用图形神经网络 (GNN) 为各种机器学习任务创建模型。图神经网络已被证明能够在图表机器
学习任务中获得最先进的结果，并且擅长从图表结构化数据中提取信息模式。

Neptune ML 中的图形神经网络（GNN）
图形神经网络 (GNN) 属于神经网络系列，这些神经网络通过考虑附近节点的结构和特征来计算节点表示形
式。GNN 补充了其他不适合图表数据的传统机器学习和神经网络方法。
GNN 用于解决机器学习任务，例如节点分类和回归（预测节点的属性）、边缘分类和回归（预测边缘属性）
或链接预测（预测图表中的两个节点是否应连接）。
一般来说，将 GNN 用于机器学习任务涉及两个阶段：
• 一个编码阶段，GNN 在其中为图表中的每个节点计算一个 d 维向量。这些向量也被称为代表要么嵌入.
• 一个解码阶段，它根据编码的表示做出预测。
对于节点分类和回归，节点表示法直接用于分类和回归任务。对于边缘分类和回归，边上事件节点的节点表
示法用作分类或回归的输入。对于链接预测，通过使用一对节点表示法和边类型表示法来计算边似然得分。
这些区域有：深图库 (DGL)有助于为这些任务对 GNN 进行有效的定义和培训。
在消息传递的表述下，不同的 GNN 模型统一起来了。在此视图中，图表中节点的表示法是使用该节点的邻
居表示法（消息）以及该节点的初始表示法来计算的。在 NeptuneML 中，节点的初始表示形式来自从节点
属性中提取的要素，或者是可以学习的，并取决于节点的身份。
Neptune ML 还提供了连接节点要素和可学习节点表示法的选项，以作为原始节点表示法。
对于 Neptune ML 中涉及带有节点属性的图形的各种任务，我们使用关系图卷积网络(R-GCN)) 来执行编码阶
段。R-GCN 是一种 GNN 架构，非常适合具有多个节点和边缘类型（这些类型称为异构图）的图形。
R-GCN 网络由固定数量的图层组成，一个接一个堆叠。R-GCN 的每一层都使用其可学习的模型参数来聚合
来自节点的直接 1 跳邻域的信息。由于后续图层使用上一个图层的输出表示法作为输入，因此影响节点最终
嵌入的图表邻域的半径取决于图层的数量（num-layer），R-GCN 网络的信息。
例如，这意味着双层网络使用来自距离 2 跳的节点的信息。
要了解有关 GNN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关于图形神经网络的综合调查. 有关深度图表库 (DGL) 的更多信息，请
访问 DGL网页. 有关将 DGL 与 GNN 结合使用的动手教程，请参阅使用深度图库学习图形神经网络.

训练图神经网络
在机器学习中，获取模型以学习如何对任务做出良好预测的过程称为模型训练。通常通过指定要优化的特定
目标以及用于执行此优化的算法来执行此操作。
这个过程用于训练 GNN，以便学习下游任务的良好陈述。我们为该任务创建了一个客观功能，在模型训练过
程中最小化。例如，对于节点分类，我们使用CrossentropyLOS作为目标，惩罚错误分类，对于节点回归，
我们最大限度地减少Mean Square 错误.
目标通常是一个损失函数，它采用特定数据点的模型预测，并将其与该数据点的地面真相值进行比较。它返
回损失值，它显示了模型的预测距离有多远。培训过程的目标是尽量减少损失，并确保模型预测接近实际情
况。
在训练过程中使用的深度学习的优化算法通常是梯度下降的变体。在 Neptune ML 中，我们使用亚当，这代
表自适应梯度下降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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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模型训练过程试图确保学习的模型参数接近目标功能的最低限度，但模型的整体性能也取决于模型的超
参数，这是训练算法没有学习的模型设置。例如，学习的节点表示形式的维度，num-hidden，是影响模型
性能的超参数。因此，在机器学习中，通常执行超参数优化 (HPO) 来选择合适的超参数。
Neptune ML 使用 SageMaker 超参数调整作业启动多个具有不同超参数配置的模型训练实例，以尝试为一系
列超参数设置找到最佳模型。请参阅在 Neptune ML 中自定义模型超参数配置 (p. 605)。

在 Neptune ML 中嵌入模型的知识图
知识图 (KG) 是对不同实体（节点）及其关系（边缘）的信息进行编码的图形。在 Neptune ML 中，默认情
况下，当图形不包含节点属性时，只包含与其他节点的关系时，应用知识图嵌入模型来执行链接预测。尽管
如此，具有可学习嵌入的 R-GCN 模型也可用于这些图表，方法是将模型类型指定为"rgcn"，知识图嵌入模
型更简单，旨在有效学习大规模知识图表的表示形式。
在链接预测任务中使用知识图嵌入模型来预测完成三重的节点或关系(h, r, t)哪里h是源节点，r是关系类
型和t是目标节点。
在 Neptune ML 中实现的知识图嵌入模型是distmult、transE, 和rotatE. 要详细了解知识图表嵌入模
型，请参阅DGL-KE.

在 Neptune ML 中训练自定义模型
Neptune ML 允许您针对特定场景定义和实施自己的自定义模型。请参阅Neptune ML 中的自定义模
型 (p. 618)了解有关如何实现自定义模型以及如何使用 Neptune ML 基础设施训练模型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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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eptune ML 中自定义模型超参数配置
当你开始 Neptune ML 模型训练作业时，Neptune ML 会自动使用从前面推断出的信息数据处理 (p. 589)任
务。它使用信息生成超参数配置范围，这些配置范围用于创建SageMaker 超级参数优化作业为你的任务训练
多个模型。这样，您就不必为要训练的模型指定长长的超参数值列表。而是根据任务类型、图形类型和调整
作业设置选择模型超参数范围和默认值。
但是，您也可以通过修改数据处理作业生成的 JSON 配置文件来覆盖默认的超参数配置并提供自定义超参
数。
使用 Neptune ML模型训练 API (p. 645)，你可以控制几个高级超参数调整作业设置，
如maxHPONumberOfTrainingJobs、maxHPOParallelTrainingJobs, 和trainingInstanceType.
要对模型超参数进行更精细的控制，可以自定义model-HPO-configuration.json数据处理作业生成的
文件。该文件将保存在您为处理作业输出指定的 Amazon S3 位置。
您可以下载文件，对其进行编辑以覆盖默认的超参数配置，然后将其上传回相同的 Amazon S3 位置。不要
更改文件的名称，在编辑时请小心按照这些说明进行操作。
要从 Amazon S3 下载文件：
aws s3 cp \
s3://(bucket name)/(path to output folder)/model-HPO-configuration.json \
./

完成编辑后，请将文件上传回原来的位置：
aws s3 cp \
model-HPO-configuration.json \
s3://(bucket name)/(path to output folder)/model-HPO-configuration.json

的结构model-HPO-configuration.json文件
这些区域有：model-HPO-configuration.json文件指定要训练的模型，机器学习task_type以及各种
模型训练应该变更或固定的超参数.
超参数被归类为属于各种层，这些层表示在调用超参数调整作业时给予超参数的优先级：
• Tier-1 超级参数具有最高优先级。如果你设置maxHPONumberOfTrainingJobs至小于 10 的值，只有
Tier-1 超参数被调整，其余的则采用默认值。
• Tier-2 超参数的优先级较低，因此，如果调整作业的训练作业总数超过 10 个但少于 50 个，则将调整
Tier-1 和 Tier-2 超参数。
• 只有在总培训岗位超过 50 个时，才会与 Tier-1 和 Tier 2 一起调整第 3 层超参数。
• 最后，固定的超参数根本不会被调整，总是采用默认值。

示例：model-HPO-configuration.json文件
以下是示例model-HPO-configuration.jsonfile:
{

"models": [
{
"model": "rgcn",
"task_type": "node_class",
"eval_metr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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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ic": "acc"
},
"eval_frequency": {
"type": "evaluate_every_epoch",
"value": 1
},
"1-tier-param": [
{
"param": "num-hidden",
"range": [16, 128],
"type": "int",
"inc_strategy": "power2"
},
{
"param": "num-epochs",
"range": [3,30],
"inc_strategy": "linear",
"inc_val": 1,
"type": "int",
"node_strategy": "perM"
},
{
"param": "lr",
"range": [0.001,0.01],
"type": "float",
"inc_strategy": "log"
}
],
"2-tier-param": [
{
"param": "dropout",
"range": [0.0,0.5],
"inc_strategy": "linear",
"type": "float",
"default": 0.3
},
{
"param": "global-norm",
"type": "bool",
"default": true
}
],
"3-tier-param": [
{
"param": "batch-size",
"range": [128, 4096],
"inc_strategy": "power2",
"type": "int",
"default": 1024
},
{
"param": "sparse-embedding",
"type": "bool",
"default": false
},
{
"param": "concat-node-embed",
"type": "bool",
"default": true
},
{
"param": "fanout",
"type": "int",
"options": [[10, 30],[15, 30], [15, 30]],
"default": [10, 15,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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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 "num-layer",
"range": [1, 3],
"inc_strategy": "linear",
"inc_val": 1,
"type": "int",
"default": 2
},
{
"param": "num-bases",
"range": [2, 8],
"inc_strategy": "linear",
"inc_val": 2,
"type": "int",
"default": 2
}

}

]

}

],
"fixed-param": [
{
"param": "layer-norm",
"type": "bool",
"default": false
},
{
"param": "use-self-loop",
"type": "bool",
"default": true
},
{
"param": "low-mem"o,
"type": "bool",
"default": true
},
{
"param": "l2norm",
"type": "float",
"default": 0
}
]

A 的元素model-HPO-configuration.json文件
该文件包含一个 JSON 对象，其中包含一个名为models包含单个模型配置对象。自定义文件时，请确
保models数组中只有一个模型配置对象。如果您的文件包含多个模型配置对象，则调整作业将失败并显示警
告。
模型配置对象包含以下顶级元素：
• model— (字符串) 要训练的模型类型 (不要修改)。有效值为：
• "rgcn"— 这是节点分类和回归任务以及异构链接预测任务的默认设置。
• "transe"— 这是 KGE 链接预测任务的默认设置。
• "distmult"— 这是 KGE 链接预测任务的替代模型类型。
• "rotate"— 这是 KGE 链接预测任务的替代模型类型。
通常，不要直接修改model值，因为不同的模型类型通常具有实质不同的适用超参数，这可能会在训练作
业开始后导致解析错误。
要更改模型类型，请使用modelName中的参数模型训练 API (p. 645)而不是在model-HPOconfiguration.json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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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模型类型并进行细粒度超参数更改的一种方法是复制要使用的模型的默认模型配置模板，然后将其粘
贴到model-HPO-configuration.json文件。有一个名为hpo-configuration-templates位于相
同的 Amazon S3 位置model-HPO-configuration.json文件如果推断的任务类型支持多个模型。此文
件夹包含适用于任务的其他模型的所有默认超参数配置。
例如，如果您希望更改模型和超参数配置KGE默认的链接预测任务transe模型distmult模
型，只需将hpo-configuration-templates/distmult.json文件进入model-HPOconfiguration.json文件，然后根据需要编辑超参数。

Note
如果你设置了modelName中的参数modelTrainingAPI 还可以更改model和中的超参数
规范model-HPO-configuration.json文件，这些都不同，model中的值model-HPOconfiguration.json文件优先，并且modelName该值将被忽略。
• task_type— (字符串) 由数据处理作业推断或直接传递给数据处理作业的机器学习任务类型 (不要修改)。
有效值为：
• "node_class"
• "node_regression"
• "link_prediction"
数据处理作业通过检查导出的数据集和生成的培训作业配置文件以获取数据集的属性来推断任务类型。
不应更改此值。如果你想训练不同的任务，你需要运行新的数据处理作业 (p. 589). 如果task_type值
不是你所期望的，你应该检查你的数据处理作业的输入以确保它们是正确的。这包括参
数modelTrainingAPI，以及数据导出过程生成的培训作业配置文件中。
• eval_metric— (字符串) 评估指标应用于评估模型性能以及在 HPO 运行中选择性能最佳的模型。有效值
为：
• "acc"— 标准分类准确性。这是单标签分类任务的默认设置，除非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发现不平衡的标
签，在这种情况下，默认值为"F1".
• "acc_topk"— 正确标签位于顶部的次数k预测。您也可以设置值k通过传递topk作为额外的钥匙。
• "F1"— 该F1 分数.
• "mse"–均方错误指标，用于回归任务。
• "mrr"–平均倒数排名指标.
• "precision"— 模型精度，计算为真正正值与预测正值的比率：= true-positives / (truepositives + false-positives).
• "recall"— 模型召回，计算为真正正值与实际正值的比率：= true-positives / (truepositives + false-negatives).
• "roc_auc"— 下面的区域ROC 曲线. 这是多标签分类的默认设置。
例如，将指标更改为F1，请更改eval_metric值如下所示：
"

eval_metric": {
"metric": "F1",
},

或者，将指标更改为topk准确性分数，你会改变eval_metric如下所示：
"eval_metric": {
"metric": "acc_topk",
"topk": 2
},

• eval_frequency— (Object) 指定在训练期间应检查验证集上模型的性能的频率。根据验证性能，然后可
以启动提前停止并保存最佳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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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区域有：eval_frequency对象包含两个元素，即"type"和"value". 例如：
"eval_frequency": {
"type": "evaluate_every_pct",
"value": 0.1
},

有效type有效值为：
• evaluate_every_pct— 指定每次评估要完成的培训百分比。
适用于evaluate_every_pct，"value"字段中包含一个介于零到 1 之间的浮点数，表示该百分比。
• evaluate_every_batch— 指定每个评估要完成的培训批次数。
适用于evaluate_every_batch，"value"字段包含一个整数，用于表示该批次计数。
• evaluate_every_epoch— 指定每个评估的时代数量，新纪元从午夜开始。
适用于evaluate_every_epoch，"value"字段包含一个表示该纪元计数的整数。
的默认设置eval_frequency是：
"eval_frequency": {
"type": "evaluate_every_epoch",
"value": 1
},

• 1-tier-param— (必需) 一组 Tier-1 超参数。
如果不希望优化任何超级参数，可以将其设置为一个空的数组。这不影响 SageMaker 超参数调整作业启
动的训练作业总数。这只是意味着所有训练作业（如果超过 1 个但少于 10 个）将使用同一组超参数运
行。
另一方面，如果你想对待所有可调的超参数具有同等意义，那么你可以把所有超参数放在这个数组中。
• 2-tier-param— (必需) 一组 Tier-2 超参数。
这些参数仅在以下情况下才会maxHPONumberOfTrainingJobs有效值大于 10。否则，它们将固定为默
认值。
如果您的培训预算最多为 10 个培训工作，或者出于任何其他原因不想要 Tier-2 超参数，但是您想调整所
有可调的超参数，则可以将其设置为空数组。
• 3-tier-param— (必需) 一组 Tier-3 超参数。
这些参数仅在以下情况下才会maxHPONumberOfTrainingJobs有效值大于 50。否则，它们将固定为默
认值。
如果你不想要 Tier-3 超参数，你可以将其设置为空数组。
• fixed-param— (必需) 一组固定的超参数，它们仅采用默认值，在不同的训练作业中没有变化。
如果你想改变所有超参数，你可以将其设置为空数组，然后设置maxHPONumberOfTrainingJobs足以改
变所有层级或制作所有超参数 Tier-1。
表示中每个超参数的 JSON 对象1-tier-param、2-tier-param、3-tier-param, 和fixed-param包
含以下元素：
• param— (字符串) 超参数的名称 (不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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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阅Neptune ML 中有效的超参数名称列表 (p. 610).
• type— (字符串) 超参数类型 (不要改变)。
有效类型为：bool、int, 和float.
• default— (字符串) 超级参数的默认值。
您可以设置新的默认值。
可优化超级参数还可以包含以下元素：
• range— (数组) 连续可调超参数的范围。
这应该是一个包含两个值的数组，即范围的最小值和最大值（[min, max])。
• options— (数组) 分类可调超参数的选项。
这个数组应包含所有要考虑的选项：
"options" : [value1, value2, ... valuen]

• inc_strategy— (字符串) 连续可调超参数范围的增量更改类型 (不要改变)。
有效值包括 log、linear 和 power2。仅当设置范围键时适用。
修改此选项可能会导致不使用全部范围的超参数进行调整。
• inc_val— (Float) 连续可调的超级参数的连续增量不同的数量（不要改变)。
仅当设置范围键时适用。
修改此选项可能会导致不使用全部范围的超参数进行调整。
• node_strategy— (字符串) 表示此超参数的有效范围应根据图表中的节点数量而更改（不要改变)。
有效值为"perM"（每百万），"per10M"（每 1000 万元），以及"per100M"（每 1 亿美元）。
而不是更改此值，而是更改range相反。
• edge_strategy— (字符串) 表示此超参数的有效范围应根据图表中的边数而更改（不要改变)。
有效值为"perM"（每百万），"per10M"（每 1000 万元），以及"per100M"（每 1 亿美元）。
而不是更改此值，而是更改range相反。

Neptune ML 中所有超参数的列表
下面的列表包含可以在 Neptune ML 中的任何位置为任何模型类型和任务设置的所有超参数。由于它们并非
全部适用于每种模型类型，因此重要的是，您只能在model-HPO-configuration.json显示在所使用模
型的模板中的文件。
• batch-size— 在一次转发中使用的目标节点批次的大小。类型：int。
将此值设置为更大的值可能会导致 GPU 实例上训练的内存问题。
• call_to_consider_early_stop— 指定提前停止可以启动的最早评估呼叫的次数。如有必要，这是为
了允许一段烧毁期。类型：int.默认值：0.
请参阅提前停止 Neptune ML 中的模型训练过程 (p. 614)。
• concat-node-embed— 指示是否通过将节点的要素与初始嵌入连接来获得节点的初始表示形式。类
型：b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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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opout— 应用于丢弃图层的辍学概率。类型：float。
• enable_early_stop— 切换是否使用提前停止功能。类型：bool.默认值：true. 请参阅。
• fanout— 邻居采样期间要为目标节点采样的邻居数量。类型：int。
此值与此值紧密耦合num-layers并且应该始终处于同一个超参数层中。这是因为你可以为每个潜在的
GNN 图层指定扇出。
由于此超参数可能会导致模型性能差异很大，因此应该修复或设置为 Tier-2 或 Tier-3 超参数。将其设置为
较大的值可能会导致 GPU 实例上训练的内存问题。
• gamma— 分数函数中的保证金值。类型：float。
这适用于KGE仅限链接预测模型。
• global-norm— 指示是否使用全局规范化而不是基于关系的标准化。类型：bool。
• l2norm— 指明是否使用L2正常化惩罚而不是体重衰减。类型：bool。
• layer-norm— 指明是否将图层标准化用于rgcn型号。类型：bool。
• low-mem— 指示是否以牺牲速度为代价使用关系消息传递函数的低内存实现。类型：bool。
• lr— 学习速率。类型：float。
应该将其设置为 Tier-1 超参数。
• neg-share— 在链接预测中，指示正样本边是否可以共享负边采样。类型：bool。
• num-bases— 基数分解的基数数rgcn模型。类型：int。
• num-epochs— 要运行的训练纪元数。类型：int。
一个时代是一个完整的训练通过图表。
• num-hidden— 隐藏的图层大小或单位数。类型：int。
这还可以设置无功能节点的初始嵌入大小。
在不减少的情况下将其设置为更大的值batch-size可能会导致 GPU 实例训练的内存不足问题。
• num-layer— 模型中 GNN 图层的数量。类型：int。
此值与扇出参数紧密耦合，应该在同一超参数层中设置扇出之后出现。
由于这可能会导致模型性能差异很大，因此应该修复或设置为 Tier-2 或 Tier-3 超参数。
• num-negs— 在链接预测中，每个阳性样本的负样本数量。类型：int。
• regularization-coef— 在链接预测中，正则化损失的系数。类型：float。
• rel-part— 指明是否将关系分区用于KGE链接预测。类型：bool。
• sparse-lr— 稀疏嵌入的学习速率。稀疏嵌入层的参数是使用单独的优化程序进行训练的，该优化器可
以具有单独的学习速率。类型：float。
• use-self-loop— 指示是否在训练中包括自我循环rgcn模型。类型：bool。
• window-for-early-stop— 控制平均的最新验证分数以决定提前停止。默认值为 3。type=int。另请参
阅 提前停止 Neptune ML 中的模型训练过程 (p. 614)。类型：int.默认值：3.
请参阅。

在 Neptune ML 中自定义超参数
当你编辑model-HPO-configuration.json文件，以下是最常见的更改类型：
• 编辑的最小和/或最大值range超级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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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将超参数移动到固定值将其设置为固定值fixed-param部分，然后将其默认值设置为您想要使用的固
定值。
• 通过将超参数放置在特定层中、编辑其范围并确保正确设置其默认值来更改其优先级。

API 版本 2020-12-18
612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培训最佳实践

模型培训最佳实践
你可以做一些事情来提高 Neptune ML 模型的性能。

选择正确的节点属性
并非图表中的所有属性都可能都有意义或与机器学习任务相关。在数据导出过程中应该排除任何不相关的属
性。
以下是一些最佳实践：
• 使用领域专家帮助评估功能的重要性以及使用这些功能进行预测的可行性。
• 删除您确定的冗余或不相关的功能，以减少数据中的噪音和不重要的相关性。
• 在构建模型时迭代。随时调整功能、功能组合和调整目标。
特征处理Amazon Machine Learning 开发人员指南中提供了与 Neptune ML 相关的其他功能处理指南。

处理异常值数据点
异常值是与其余数据显著不同的数据点。数据异常值可能会破坏或误导训练过程，从而导致训练时间更长或
模型准确度不佳。除非它们真的很重要，否则应在导出数据之前消除异常值。

移除重复的节点和边
存储在 Neptune 中的图形可能有重复的节点或边缘。这些冗余元素将为机器学习模型训练带来噪音。在导出
数据之前消除重复的节点或边缘。

优化图表结构
导出图表时，可以更改处理要素的方式以及图形的构造方式，以提高模型性能。
以下是一些最佳实践：
• 当边缘属性具有边类别的含义时，在某些情况下，值得将其转化为边缘类型。
• 用于数值属性的默认标准化策略是min-max，但在某些情况下，其他正常化政策效果更好。您可以预处理
该属性并更改标准化策略，如中所述A 的元素model-HPO-configuration.json文件 (p. 607).
• 导出过程会根据属性类型自动生成要素类型。例如，它对待String属性作为分类功能和Float和Int属
性作为数字要素。如果需要，可以在导出后修改要素类型（请参阅A 的元素model-HPOconfiguration.json文件 (p. 607))。

优化超参数范围和默认值
数据处理操作从图表中推断超参数配置范围。如果生成的模型超参数范围和默认值不适用于图形数据，则可
以编辑 HPO 配置文件以创建自己的超参数调整策略。
以下是一些最佳实践：
• 当图形变大时，默认的隐藏尺寸大小可能不足以包含所有信息。您可以更改num-hidden用于控制隐藏的
尺寸大小的超参数。
• 对于知识图嵌入 (KGE) 模型，您可能需要根据图形结构和预算更改正在使用的特定模型。
TrainsE模型难以处理一对多 (1-N)、多对一 (N-1) 和多对多 (NN) 关系。DistMult模型很难处理对称关
系。RotatE擅长建模各种关系但比昂贵TrainsE和DistMult在训练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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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些情况下，当节点标识和节点要素信息都很重要时，应该使用`concat-node-embed`告诉 Neptune
ML 模型通过将节点的特征与初始嵌入连接来获得节点的初始表示形式。
• 当你比某些超参数获得相当好的性能时，你可以根据这些结果调整超参数搜索空间。

提前停止 Neptune ML 中的模型训练过程
提前停止可以显著减少模型训练的运行时间和相关成本，而不会降低模型性能。它还可以防止模型对训练数
据进行过度拟合。
提前停止取决于对验证集性能的定期测量。最初，随着训练的进行，性能提高，但是当模型开始过度拟合
时，它开始再次下降。早期停止功能标识模型开始过度拟合的点，并在此时停止模型训练。
Neptune ML 监控验证指标调用，并将最近的验证指标与过去的验证指标的平均值进行比较n评估，哪里n是
使用window-for-early-stop参数。一旦验证指标比平均值差，Neptune ML 就会停止模型训练并保存迄
今为止最好的模型。
您可以使用以下参数控制提前停止：
• call_to_consider_early_stop— 指定开始考虑提前停止的评估调用。原定设置值为 0。
例如，将此参数设置为 4 会导致 Neptune ML 出于提前停止目的跳过前 3 个评估呼叫，并且只考虑在第四
个呼叫时提前停止。忽略一些初步评估调用可以避免训练开始时由于不相关的验证指标振荡所引发的提前
停止。
• window-for-early-stop— 此参数的值是一个整数，它指定在决定提前停止时要平均的最近验证分
数。默认值为 3。
• enable_early_stop— 使用此布尔值参数关闭提前停止功能。默认情况下，其值为 true。

在 Neptune ML 中提前停止 HPO 流程
Neptune 机器学习中的早停功能还可以使用 SageMaker HPO 热启动功能停止与其他训练作业相比表现不佳
的训练作业。这也可以降低成本并提高 HPO 的质量。
请参阅运行热启动超参数调整作业以了解这是如何运作的。
Wwarm start 提供了将从以前培训工作中学到的信息传递给后续培训工作的能力，并提供两个明显的好处：
• 首先，以前培训作业的结果用于选择超参数的良好组合，以便在新优化作业中搜索。
• 其次，它允许提前停止以访问更多模型运行，从而缩短调整时间。
此功能在 Neptune ML 中自动启用，并允许您在模型训练时间和性能之间取得平衡。如果你对当前模型的性
能感到满意，你可以使用该模型。否则，你会运行更多的 HPO，这些 HPO 是以前的运行结果开始的，以便
发现更好的模型。

获取专业支持服务
Amazon提供专业的支持服务，帮助您解决 Neptune 项目中的机器学习问题。如果你陷入困境，请联
系Amazon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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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经过训练的模型生成新的模型工件
使用 Neptune ML 模型转换命令，您可以使用预先训练的模型参数计算模型伪影，例如节点嵌入处理的图形
数据上。

用于增量推理的模型转换
在增量模型推理工作流 (p. 562)，在处理了从 Neptune 导出的更新图数据之后，您可以使用 curl（或
awscurl）命令启动模型转换作业，如下所示：
curl
-X
-H
-d

\
POST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modeltransfor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
"id" : "(a unique model-training job ID)",
"dataProcessingJobId" : "(the data-processing job-id of a completed job)",
"mlModelTrainingJobId": "(the ML model training job-id)",
"modelTransformOutputS3Location" : "s3://(your Amazon S3 bucket)/neptune-modeltransform/"
}'

然后，您可以将此作业的 ID 传递给 create 端点 API 调用，以创建新的终端节点或使用此作业生成的新模型
工件更新现有终端节点。这允许新的或更新的终端节点为更新的图表数据提供模型预测。

任何培训工作的模型转换
你也可以提供trainingJobName参数来为 Neptune ML 模型训练期间启动的任何 SageMaker 训练作业生
成模型工件。由于 Neptune ML 模型训练作业可能会启动许多 SageMaker 训练作业，因此您可以灵活地根
据任何 SageMaker 训练作业创建推理端点。
例如：
curl
-X
-H
-d

\
POST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modeltransfor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
"id" : "(a unique model-training job ID)",
"trainingJobName" : "(name a completed SageMaker training job)",
"modelTransformOutputS3Location" : "s3://(your Amazon S3 bucket)/neptune-modeltransform/"
}'

如果最初的培训作业是针对用户提供的自定义模型，则必须包含customModelTransformParameters在
调用模型转换时对象。请参阅Neptune ML 中的自定义模型 (p. 618)有关如何实现和使用自定义模型的信
息。

Note
这些区域有：modeltransform命令始终在该培训的最佳 SageMaker 训练作业上运行模型转换。
请参阅模型变换命令 (p. 649)有关模型转换作业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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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 ML 中的模型训练制作的文物
模型训练后，Neptune ML 使用最佳训练的模型参数来生成启动推理端点和提供模型预测所必需的模型工
件。这些工件由培训作业打包并存储在最佳 SageMaker 培训作业的 Amazon S3 输出位置中。
以下各节介绍了各种任务的模型工件中包含的内容，以及模型转换命令如何使用预先存在的训练模型生成构
件，即使在新的图形数据上也是如何生成工件。

为不同任务生成的工件
训练过程生成的模型工件的内容取决于目标机器学习任务：
• 节点分类和回归— 对于节点属性预测，工件包括模型参数、来自GNN 编码器 (p. 603)、模型预测以及推理
端点的一些配置文件。为节点分类和节点回归预先计算模型预测，以减少查询延迟。
• 边缘分类和回归— 对于边缘属性预测，工件还包括模型参数和节点嵌入。模型解码器的参数对于推断尤其
重要，因为我们通过将模型解码器应用于边缘源顶点和目标顶点的保存嵌体来计算边缘分类或边缘回归预
测。
• 链接预测— 对于链接预测，除了为边缘属性预测生成的工件之外，DGL 图还包括为对象，因为链接预测
需要训练图来执行预测。链接预测的目标是预测可能与源顶点组合以形成图表中特定类型边缘的目标顶
点。为此，将源顶点的节点嵌入和边缘类型的学习表示法与所有可能的目标顶点的节点嵌入结合在一起，
以便为每个目标顶点生成边可能性分数。然后对分数进行排序，以对潜在的目的地顶点进行排名并返回顶
级候选人。

生成新的模型工件
在 Neptune ML 中模型训练之后生成的模型工件直接与训练图相关。这意味着推理端点只能为原始训练图中
的实体提供预测。
为了获得已添加到图表的新实体的模型预测，需要为新的图形数据重新计算新模型工件。这是使
用modeltransform命令。
由于模型训练会在训练过程结束时隐含地执行模型转换，因此训练作业始终在训练图数据上重新计算模型对
象。但是，modeltransform命令还可以计算未用于训练模型的图形数据上的模型伪影。为此，必须使用与
原始图形数据相同的要素编码来处理新的图形数据，并且必须遵守相同的图形模式。
您可以首先创建一个新的数据处理作业，该作业是在原始训练图数据上运行的数据处理作业的克隆，然
后在新的图表数据上运行该作业（请参阅处理 Neptune ML 的更新图表数据 (p. 589))。然后，打电话
给modeltransform用新的命令dataProcessingJobId和旧的modelTrainingJobId以便在更新的图表
数据上重新计算模型工件。
对于节点属性预测，节点嵌入和预测将根据新的图表数据重新计算，即使对于原始训练图中存在的节点也是
如此。
对于边缘属性预测和链接预测，也会重新计算节点嵌入，并类似地覆盖任何现有的节点嵌入。为了重新计算
节点嵌入，Neptune ML 将之前训练模型中学习的 GNN 编码器应用到新图数据的节点及其新功能。
对于没有特征的节点，将重复使用从原始模型训练中学到的初始表示法。对于没有要素且不存在于原始训练
图中的新节点，Neptune ML 将其表示形式初始化为原始训练图中所学到的该节点类型初始节点表示法的平
均值。如果您有许多没有功能的新节点，这可能会导致模型预测的性能下降，因为它们都将初始化为该节点
类型的平均初始嵌入。
如果你的模型经过训练concat-node-embed设置为 true，然后通过将节点要素与可学习的初始表示连接来
创建初始节点制图表达。因此，对于更新的图形，新节点的初始节点表示形式也使用平均初始节点嵌入，并
与新的节点要素串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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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目前不支持节点删除。如果已在更新的图表中移除了节点，则必须根据更新的图表数据重新训练模
型。
重新计算模型工件会在新图表上重复使用学习的模型参数，并且只有在新图与旧图非常相似的情况下才能
完成。如果您的新图表不够相似，则需要重新训练模型，以便在新图表数据上获得类似的模型性能。什么
构成足够相似的取决于图形数据的结构，但作为一项经验法则，如果新数据与原始训练图数据的不同超过
10-20％，则应重新训练模型。
对于所有节点都有要素的图形，阈值的较高端（20％ 不同）适用，但对于许多节点没有要素且添加到图表中
的新节点没有属性的图形，那么较低端（10％ 不同）甚至可能太高。
请参阅模型变换命令 (p. 649)有关模型转换作业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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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 ML 中的自定义模型
Neptune ML 允许你使用 Python 定义自己的自定义模型实现。您可以像对内置模型一样使用 Neptune ML 基
础设施训练和部署自定义模型，并使用它们通过图查询获取预测。
你可以开始在 Python 中实现自己的自定义模型，方法是遵循Neptune ML 工具包示例，并使用 Neptune ML
工具包中提供的模型组件。以下各节提供了更多信息。
目录
• Neptune ML 中的自定义模型概述 (p. 619)
• 何时在 Neptune ML 中使用自定义模型 (p. 619)
• 在 Neptune ML 中开发和使用自定义模型的工作流 (p. 619)
• Neptune ML 中的自定义模型开发 (p. 621)
• Neptune ML 中的自定义模型训练脚本开发 (p. 621)
• Neptune ML 中的自定义模型转换脚本开发 (p. 622)
• Custom (自定义)model-hpo-configuration.json在 Neptune ML 中文件 (p. 622)
• 在 Neptune ML 中对自定义模型实现进行本地测试 (p.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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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 ML 中的自定义模型概述
何时在 Neptune ML 中使用自定义模型
Neptune ML 的内置模型可处理 Neptune ML 支持的所有标准任务，但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希望对特定任
务的模型进行更精细的控制，或者需要自定义模型训练过程。例如，自定义模型在以下情况是合适的：
• 非常大型文本模型的文本功能的功能编码需要在 GPU 上运行。
• 你想使用在深图库 (DGL) 中开发的自定义图形神经网络 (GNN) 模型。
• 您想要使用表格模型或集成模型进行节点分类和回归。

在 Neptune ML 中开发和使用自定义模型的工作流
Neptune ML 中的自定义模型支持旨在无缝集成到现有的 Neptune ML 工作流程中。它的工作原理是在
Neptune ML 基础设施上的源模块中运行自定义代码来训练模型。就像内置模式一样，Neptune ML 会自动启
动 SageMaker HyperParameter 调整作业，并根据评估指标选择最佳模型。然后，它使用源模块中提供的实
现来生成用于部署的模型工件。
自定义模型的数据导出、训练配置和数据预处理与内置模型相同。
在数据预处理之后，您可以使用 Python 以迭代方式交互式开发和测试自定义模型实现。当您的模型处于生
产状态时，您可以像下面这样将生成的 Python 模块上传到 Amazon S3：
aws s3 cp --recursive (source path to module) s3://(bucket name)/(destination path for your
module)

然后，你可以使用普通默认 (p. 560)或者递增的 (p. 562)将模型部署到生产环境的数据工作流程，但有一些差
异。
对于使用自定义模型进行模型训练，必须提供customModelTrainingParametersJSON 对象指向
Neptune ML 模型训练 API，以确保使用自定义代码。中的字段customModelTrainingParameters对象
如下所示：
• sourceS3DirectoryPath— (必需) 实现模型的 Python 模块所在的 Amazon S3 位置的路径。这
必须指向一个有效的现有 Amazon S3 位置，该位置至少包含训练脚本、转换脚本和model-hpoconfiguration.json文件。
• trainingEntryPointScript— (可选) 脚本模块中的入口点名称，该脚本执行模型训练并将超参数作
为命令行参数，包括固定的超参数。
默认值：training.py.
• transformEntryPointScript— (可选) 脚本模块中的入口点名称，该脚本的入口点名称，该脚本应在
确定超参数搜索中的最佳模型后运行，以计算模型部署所需的模型工件。它应该能够在没有命令行参数的
情况下运行。
默认值：transform.py.
例如：
curl
-X
-H
-d

\
POST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modeltraining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
"id" : "(a unique model-training job ID)",
"dataProcessingJobId" : "(the data-processing job-id of a completed 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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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ModelS3Location" : "s3://(your Amazon S3 bucket)/neptune-model-graphautotrainer"
"modelName": "custom",
"customModelTrainingParameters" : {
"sourceS3DirectoryPath": "s3://(your Amazon S3 bucket)/(path to your Python
module)",
"trainingEntryPointScript": "(your training script entry-point name in the Python
module)",
"transformEntryPointScript": "(your transform script entry-point name in the
Python module)"
}
}'

同样，要启用自定义模型转换，必须提供customModelTransformParametersNeptune
ML 模型转换 API 的 JSON 对象，其字段值与训练作业中保存的模型参数兼容。这些区域
有：customModelTransformParameters对象包含以下字段：
• sourceS3DirectoryPath— (必需) 实现模型的 Python 模块所在的 Amazon S3 位置的路径。这
必须指向一个有效的现有 Amazon S3 位置，该位置至少包含训练脚本、转换脚本和model-hpoconfiguration.json文件。
• transformEntryPointScript— (可选) 脚本模块中的入口点名称，该脚本的入口点名称，该脚本应在
确定超参数搜索中的最佳模型后运行，以计算模型部署所需的模型工件。它应该能够在没有命令行参数的
情况下运行。
默认值：transform.py.
例如：
curl
-X
-H
-d

\
POST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modeltransfor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
"id" : "(a unique model-training job ID)",
"trainingJobName" : "(name of a completed SageMaker training job)",
"modelTransformOutputS3Location" : "s3://(your Amazon S3 bucket)/neptune-modeltransform/"
"customModelTransformParameters" : {
"sourceS3DirectoryPath": "s3://(your Amazon S3 bucket)/(path to your Python
module)",
"transformEntryPointScript": "(your transform script entry-point name in the
Python modul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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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 ML 中的自定义模型开发
开始自定义模型开发的好方法是遵循Neptune ML 工具包示例来构建和编写你的训练模块。Neptune ML 工具
包还在模型动物园你可以堆叠并使用它来创建自定义模型。
此外，该工具包还提供了实用程序功能，可帮助您在模型训练和模型转换期间生成必要的工件。你可以在自
定义实现中导入此 Python 软件包。该工具包中提供的任何功能或模块也可以在 Neptune ML 训练环境中使
用。
如果你的 Python 模块有其他外部依赖关系，你可以通过创建一个requirements.txt文件在模块目录中
为。中列出的软件包requirements.txt然后，将在训练脚本运行之前安装文件。
至少，实现自定义模型的 Python 模块需要包含以下内容：
• 训练脚本入口点
• 转换脚本入口点
• 一个 model-hpo-configuration.json 文件

Neptune ML 中的自定义模型训练脚本开发
你的自定义模型训练脚本应该是像 Neptune ML 工具包那样的可执行 Python 脚本train.py示
例。它必须接受超参数名称和值作为命令行参数。在模型训练期间，超参数名称是从model-hpoconfiguration.json文件。如果超参数可调，则超参数值将在有效的超参数范围内；如果超参数值不可
调，则使用默认超参数值。
您的训练脚本使用如下语法在 SageMaker 训练实例上运行：
python3 (script entry point) --(1st parameter) (1st value) --(2nd parameter) (2nd
value) (...)

对于所有任务，Neptune ML AutoTrainer 除了指定的超参数之外，还会向训练脚本发送几个必需的参数，并
且脚本必须能够处理这些附加参数才能正常工作。
这些其他必需参数因任务而有所不同：

用于节点分类或节点回归
• task— Neptune ML 内部使用的任务类型。对于节点分类，这是node_class，对于节点回归来说
是node_regression.
• model— Neptune ML 内部使用的型号名称，即custom在本例中，
• name— Neptune ML 内部使用的任务的名称，即node_class-custom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节点分类，以
及node_regression-custom对于节点回归。
• target_ntype— 用于分类或回归的节点类型的名称。
• property— 用于分类或回归的节点属性的名称。

对于链接预测
• task— Neptune ML 内部使用的任务类型。对于链接预测，这是link_predict.
• model— Neptune ML 内部使用的型号名称，即custom在本例中，
• name— Neptune ML 内部使用的任务的名称，即link_predict-custom在本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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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边缘分类或边缘回归
• task— Neptune ML 内部使用的任务类型。对于边缘分类，这是edge_class，对于边缘回归来说
是edge_regression.
• model— Neptune ML 内部使用的型号名称，即custom在本例中，
• name— Neptune ML 内部使用的任务的名称，即edge_class-custom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边缘分类，以
及edge_regression-custom用于边缘回归。
• target_etype— 用于分类或回归的边缘类型的名称。
• property— 用于分类或回归的 edge 属性的名称。
您的脚本应该保存模型参数以及训练结束时需要的任何其他工件。
您可以使用 Neptune ML 工具包实用程序函数来确定处理的图形数据的位置、模型参数的保存位置以及训练
实例上可用的 GPU 设备。请参阅train.py示例训练脚本，了解如何使用这些实用程序函数的示例。

Neptune ML 中的自定义模型转换脚本开发
需要转换脚本才能利用 Neptune ML增量工作流 (p. 562)在不重新训练模型的情况下，对不断演进的图形进行
模型推 即使模型部署所需的所有工件都是由训练脚本生成的，如果要在不重新训练模型的情况下生成更新的
模型，您仍需要提供转换脚本。
你的自定义模型转换脚本应该是像 Neptune ML 工具包那样的可执行 Python 脚本transform.py示例脚本。由
于此脚本是在模型训练期间调用的，没有命令行参数，因此脚本确实接受的任何命令行参数都必须具有默认
值。
该脚本在 SageMaker 训练实例上运行，语法如下：
python3 (your transform script entry point)

你的转换脚本将需要各种信息，例如：
• 处理过的图形数据的位置。
• 模型参数的保存位置以及应保存新模型对象的位置。
• 实例上可用的设备。
• 生成最佳模型的超参数。
这些输入是使用你的脚本可以调用的 Neptune ML 实用程序函数获得的。查看工具包的示例transform.py有关
如何进行相关操作的示例脚本。
脚本应保存节点嵌入、节点 ID 映射以及每个任务的模型部署所需的任何其他工件。请参阅模型工件文
档 (p. 616)了解有关不同 Neptune ML 任务所需的模型工件的更多信息。

Custom (自定义)model-hpo-configuration.json在
Neptune ML 中文件
这些区域有：model-hpo-configuration.jsonfile 为自定义模型定义了超参数。它是一样的格
式 (p. 605)作为model-hpo-configuration.json文件与 Neptune ML 内置模型一起使用，优先于
Neptune ML 自动生成并上传到处理数据位置的版本。
向模型添加新的超参数时，还必须在此文件中为超参数添加一个条目，以便将超参数传递给训练脚本。
如果希望超参数可调，则必须为其提供范围，然后将其设置为tier-1、tier-2，或者tier-3param。如
果配置的训练作业总数允许调整其层中的超参数，则将调整超参数。对于不可调参数，必须提供默认值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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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参数添加到fixed-param文件的部分。查看工具包的示例样本model-hpo-configuration.json文
件有关如何进行相关操作的示例。
您还必须提供指标定义，SageMaker HyperParameter 优化作业将用于评估训练的候选模型。为此，您可以
添加eval_metric将 JSON 对象转换为model-hpo-configuration.json像这样的文件：
"eval_metric": {
"tuning_objective": {
"MetricName": "(metric_name)",
"Type": "Maximize"
},
"metric_definitions": [
{
"Name": "(metric_name)",
"Regex": "(metric regular expression)"
}
]
},

这些区域有：metric_definitions数组中的eval_metric对象列出了希望 SageMaker 从训练实例中
提取的每个指标的指标定义对象。每个指标定义对象都有一个Name键，允许您为指标提供名称（例如 “准确
性”、“f1” 等）Regexkey 允许您提供一个正则表达式字符串，该字符串与训练日志中该特定指标的打印方式
相匹配。请参阅SageMaker HyperParameter 调整页面有关如何定义指标的更多详细信息。
这些区域有：tuning_objective中的对象eval_metric然后允许你指定哪些指
标metric_definitions应用作作为超参数优化的客观指标的评估指标。的值MetricName必须与值匹
配Name在中的一个定义中metric_definitions. 的值Type应该是 “最大化” 或 “最小化”，具体取决于指标
是应被解释为 “越好”（如 “准确度”）还是 “小于好”（如 “平均错误”）。
本节中的错误model-hpo-configuration.json文件可能会导致 Neptune ML 模型训练 API 作业失败，
因为 SageMaker HyperParameter 调整作业将无法选择最佳模型。

在 Neptune ML 中对自定义模型实现进行本地测试
您可以使用 Neptune ML 工具包 Conda 环境在本地运行代码，以测试和验证模型。如果你在 Neptune 笔记
本实例上开发，那么这个 Conda 环境将预先安装在 Neptune 笔记本实例上。如果你在不同的实例上开发，
那么你需要遵循本地设置说明在 Neptune ML 工具包中。
Conda 环境准确地再现了当你调用时模型将运行的环境模型训练 API (p. 645). 所有示例训练脚本和转换脚
本都允许您传递命令行--local标志可在本地环境中运行脚本以便于调试。在开发自己的模型时，这是一个
很好的做法，因为它允许您以交互式和迭代方式测试模型实现。在 Neptune ML 生产训练环境中进行模型训
练期间，将省略此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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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推理端点进行查询
推理端点允许您查询模型训练过程构建的一个特定模型。终端节点附加到训练过程能够生成的给定类型中性
能最佳的模型。然后，终端节点能够接受来自 Neptune 的 Gremlin 查询，并返回该模型对查询输入的预测。
创建推理终端节点后，它将保持活动状态，直到您删除它。

管理 Neptune ML 的推理端点
完成对从 Neptune 导出的数据的模型训练后，可以使用curl（或者awscurl) 类似下面的命令：
curl
-X
-H
-d

\
POST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endpoints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
"id" : "(a unique ID for the new endpoint)",
"mlModelTrainingJobId": "(the model-training job-id of a completed job)"
}'

您还可以通过完成的模型转换作业创建的模型创建推理端点，方法大致相同：
curl
-X
-H
-d

\
POST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endpoints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
"id" : "(a unique ID for the new endpoint)",
"mlModelTransformJobId": "(the model-transform job-id of a completed job)"
}'

有关如何使用这些命令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终端节点命令 (p. 653)，以及有关如何获取终端节点状态、如何
删除终端节点以及如何列出所有推理终端节点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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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 ML 中的推理查询
您可以使用 Gremlin 或 SPARQL 来查询 Neptune ML 推理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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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 ML 中的 Gremlin 推理查询
如中所述Neptune 机器学习功能 (p. 548)，Neptune ML 支持训练模型，这些模型可以执行以下类型的推理任
务：
• 节点分类— 预测顶点属性的分类特征。
• 节点— 预测顶点的数值属性。
• 边缘分类— 预测边属性的分类特征。
• 边缘预测— 预测边的数值属性。
• 链接预测— 预测给定源节点和传出边的目标节点，或给定目标节点和传入边的源节点。
我们可以通过使用以下示例来说明这些不同的任务MovieLens 100k 数据集提供者GroupLens 研究. 该数据集
由电影、用户和用户对电影的评分组成，我们从中创建了如下属性图：

节点分类：在上面的数据集中，Genre是与顶点类型相连的顶点类型Movieby edgeincluded_in. 但是，
如果我们调整数据集以使Genre一个分类的顶点类型的要素Movie，那么推断的问题Genre对于添加到我们
的知识图谱中的新电影，可以使用节点分类模型进行求解。
节点：如果我们考虑顶点类型Rating，它有类似的属性timestamp和score，那么推断数值的问
题Score为了Rating可以使用节点回归模型求解。
边缘分类：同样，对于Rated边缘，如果我们有财产Scale可以是其中一个
值，Love、Like、Dislike、Neutral、Hate，那么推断的问题Scale(对于 )Rated使用边缘分类模型可
以解决新电影/评级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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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预测：同样，同样的Rated边缘，如果我们有财产Score它包含评级的数值，那么可以从边缘回归模型
中推断出来。
链接预测：诸如找到最有可能对给定电影进行评分的前十名用户，或者找到给定用户最有可能评分的前十部
电影之类的问题都属于链接预测范围。
主题
• Gremlin 推理查询中使用的 Neptune 机器学习谓语 (p. 627)
• Neptune ML 中的 Gremlin 节点分类查询 (p. 628)
• Neptune ML 中的 Gremlin 节点回归查询 (p. 631)
• Neptune ML 中的 Gremlin 边缘分类查询 (p. 631)
• Neptune ML 中的 Gremlin 边缘回归查询 (p. 633)
• 在 Neptune ML 中使用链接预测模型的 Gremlin 链接预测查询 (p. 633)
• Neptune ML Gremlin 推理查询的例外列表 (p. 634)

Gremlin 推理查询中使用的 Neptune 机器学习谓语
Neptune#ml.endpoint
这些区域有：Neptune#ml.endpoint谓词用于with()步骤指定推理端点，如有必要：
.with("Neptune#ml.endpoint", "the model's SageMaker inference endpoint")

你可以通过它来识别终端节点id或者它的网址。例如：
.with( "Neptune#ml.endpoint", "node-classification-movie-lens-endpoint" )

或者：
.with( "Neptune#ml.endpoint", "https://runtime.sagemaker.us-east-1.amazonaws.com/
endpoints/node-classification-movie-lens-endpoint/invocations" )

Note
如果您设置neptune_ml_endpoint参数 (p. 559)Neptune 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中的终端节点id或
URL，您不需要包括Neptune#ml.endpoint每个查询中的谓词。

Neptune#ml.iamRoleArn
Neptune#ml.iamRoleArn用于with()步骤，指定 ARN SageMaker 执行 IAM 角色，如有必要：
.with("Neptune#ml.iamRoleArn", "the ARN for the SageMaker execution IAM role")

有关如何创建 SageMaker 执行 IAM 角色，请参阅创建自定义NeptuneSageMakerIAMRole角色 (p. 553).

Note
如果您设置neptune_ml_iam_role参数 (p. 557)Neptune 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中的 ARN
SageMaker 执行 IAM 角色，则无需包含Neptune#ml.iamRoleArn每个查询中的谓词。

Neptune#ml.limit
这些区域有：Neptune#ml.limit谓词可以选择限制每个实体返回的结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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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Neptune#ml.limit", 2 )

默认情况下，限制为 1，可设置的最大数目为 100。

Neptune#ml.threshold
这些区域有：Neptune#ml.threshold谓词可以选择为结果分数建立截止阈值：
.with( "Neptune#ml.threshold", 0.5D )

这允许您丢弃分数低于指定阈值的所有结果。

Neptune#ml.classification
这些区域有：Neptune#ml.classification谓词附加到properties()步骤来确定属性需要从
SageMaker 节点分类模型的端点：
.properties( "property key of the node classification
model" ).with( "Neptune#ml.classification" )

Neptune#ml.regression
这些区域有：Neptune#ml.regression谓词附加到properties()步骤来确定属性需要从 SageMaker 节
点回归模型的终点：
.properties( "property key of the node regression model" ).with( "Neptune#ml.regression" )

Neptune#ml.prediction
这些区域有：Neptune#ml.prediction谓词附加到in()和out()确定这是链接预测查询的步骤：
.in("edge label of the link prediction
model").with("Neptune#ml.prediction").hasLabel("target node label")

Neptune#ml.score
这些区域有：Neptune#ml.score谓词在 Gremlin 节点或边缘分类查询中用于获取机器学习置信度分数。
这些区域有：Neptune#ml.score谓词应与查询谓词一起传入properties()步骤获取节点或边缘分类查
询的 ML 置信度分数。
你可以找到一个节点分类示例其他节点分类示例 (p. 629)，以及边分类示例边缘分类 (p. 631).

Neptune ML 中的 Gremlin 节点分类查询
对于 Neptune ML 中的 Gremlin 节点分类：
• 模型是根据顶点的一个属性进行训练的。此属性的唯一值集合称为一组节点类，或者简称为类。
• 可以从节点分类模型中推断出顶点属性的节点类或类别属性值。当此属性尚未附加到顶点时，这很有用。
• 要从节点分类模型中获取一个或多个类，您需要使用with()顺其自然Neptune#ml.classification来
配置properties()Step。如果这些是顶点属性，则输出格式与您所期望的格式类似。

Note
节点分类仅适用于字符串属性值。这意味着数值属性值如0要么1不支持，尽管字符串等价
物"0"和"1"是。同样，布尔属性值true和false不起作用，但是"true"和"false"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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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一个示例节点分类：
g.with( "Neptune#ml.endpoint","node-classification-movie-lens-endpoint" )
.with( "Neptune#ml.iamRoleArn","arn:aws:iam::0123456789:role/sagemaker-role" )
.with( "Neptune#ml.limit", 2 )
.with( "Neptune#ml.threshold", 0.5D )
.V( "movie_1", "movie_2", "movie_3" )
.properties("genre").with("Neptune#ml.classification")

下面是这样：
==>vp[genre->Action]
==>vp[genre->Crime]
==>vp[genre->Comedy]

在上面的查询中，V()和properties()步骤的使用方式如下：
这些区域有：V()step 包含要从节点分类模型中获取类的一组顶点：
.V( "movie_1", "movie_2", "movie_3" )

这些区域有：properties()step 包含训练模型所依据的键，并具
有.with("Neptune#ml.classification")表示这是一个节点分类 ML 推理查询。
目前不支持多个属性键properties().with("Neptune#ml.classification")Step。例如，以下查
询会导致异常：
g.with("Neptune#ml.endpoint", "node-classification-movie-lens-endpoint")
.with("Neptune#ml.iamRoleArn","arn:aws:iam::0123456789:role/sagemaker-role")
.V( "movie_1", "movie_2", "movie_3" )
.properties("genre", "other_label").with("Neptune#ml.classification")

有关具体错误消息，请参阅Neptune 机器学习例外列表 (p. 634).
一个properties().with("Neptune#ml.classification")step 可以与以下任意步骤结合使用：
• value()
• value().is()
• hasValue()
• has(value,"")
• key()
• key().is()
• hasKey()
• has(key,"")
• path()

其他节点分类查询
如果推理终端节点和相应的 IAM 角色均已保存在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中，则节点分类查询可以如此简单：
g.V("movie_1", "movie_2", "movie_3").properties("genre").with("Neptune#ml.classification")

您可以在查询中使用混合顶点属性和类union()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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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ith("Neptune#ml.endpoint","node-classification-movie-lens-endpoint")
.with("Neptune#ml.iamRoleArn","arn:aws:iam::0123456789:role/sagemaker-role")
.V( "movie_1", "movie_2", "movie_3" )
.union(
properties("genre").with("Neptune#ml.classification"),
properties("genre")
)

你也可以做一个无限制的查询，如下所示：
g.with("Neptune#ml.endpoint","node-classification-movie-lens-endpoint")
.with("Neptune#ml.iamRoleArn","arn:aws:iam::0123456789:role/sagemaker-role")
.V()
.properties("genre").with("Neptune#ml.classification")

您可以使用检索节点类和顶点select()步入as()Step：
g.with("Neptune#ml.endpoint","node-classification-movie-lens-endpoint")
.with("Neptune#ml.iamRoleArn","arn:aws:iam::0123456789:role/sagemaker-role")
.V( "movie_1", "movie_2", "movie_3" ).as("vertex")
.properties("genre").with("Neptune#ml.classification").as("properties")
.select("vertex","properties")

您还可以筛选节点类，如以下示例所示：
g.with("Neptune#ml.endpoint", "node-classification-movie-lens-endpoint")
.with("Neptune#ml.iamRoleArn","arn:aws:iam::0123456789:role/sagemaker-role")
.V( "movie_1", "movie_2", "movie_3" )
.properties("genre").with("Neptune#ml.classification")
.has(value, "Horror")
g.with("Neptune#ml.endpoint","node-classification-movie-lens-endpoint")
.with("Neptune#ml.iamRoleArn","arn:aws:iam::0123456789:role/sagemaker-role")
.V( "movie_1", "movie_2", "movie_3" )
.properties("genre").with("Neptune#ml.classification")
.has(value, P.eq("Action"))
g.with("Neptune#ml.endpoint","node-classification-movie-lens-endpoint")
.with("Neptune#ml.iamRoleArn","arn:aws:iam::0123456789:role/sagemaker-role")
.V( "movie_1", "movie_2", "movie_3" )
.properties("genre").with("Neptune#ml.classification")
.has(value, P.within("Action", "Horror"))

您可以使用获得节点分类置信度分数Neptune#ml.score谓词：
g.with("Neptune#ml.endpoint","node-classification-movie-lens-endpoint")
.with("Neptune#ml.iamRoleArn","arn:aws:iam::0123456789:role/sagemaker-role")
.V( "movie_1", "movie_2", "movie_3" )
.properties("genre", "Neptune#ml.score").with("Neptune#ml.classification")

响应将如下所示：
==>vp[genre->Action]
==>vp[Neptune#ml.score->0.01234567]
==>vp[genre->Crime]
==>vp[Neptune#ml.score->0.543210]
==>vp[genre->Comedy]
==>vp[Neptune#ml.score->0.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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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 ML 中的 Gremlin 节点回归查询
节点回归与节点分类类似，不同之处在于从每个节点的回归模型推断出的值是数值。除了以下区别之外，您
可以对节点回归使用相同的 Gremlin 查询，也可以使用与节点分类相同的 Gremlin 查询：
• 同样，在 Neptune ML 中，节点是指顶点。
• 这些区域有：properties()步骤为形式，properties().with("Neptune#ml.regression")而不
是properties().with("Neptune#ml.classification").
• 这些区域有："Neptune#ml.limit“和"Neptune#ml.threshold"谓词不适用。
• 筛选值时，必须指定一个数值。
下面是示例顶点分类查询：
g.with("Neptune#ml.endpoint","node-regression-movie-lens-endpoint")
.with("Neptune#ml.iamRoleArn", "arn:aws:iam::0123456789:role/sagemaker-role")
.V("movie_1","movie_2","movie_3")
.properties("revenue").with("Neptune#ml.regression")

您可以根据使用回归模型推断的值进行筛选，如以下示例所示：
g.with("Neptune#ml.endpoint","node-regression-movie-lens-endpoint")
.with("Neptune#ml.iamRoleArn","arn:aws:iam::0123456789:role/sagemaker-role")
.V("movie_1","movie_2","movie_3")
.properties("revenue").with("Neptune#ml.regression")
.value().is(P.gte(1600000))
g.with("Neptune#ml.endpoint","node-regression-movie-lens-endpoint")
.with("Neptune#ml.iamRoleArn","arn:aws:iam::0123456789:role/sagemaker-role")
.V("movie_1","movie_2","movie_3")
.properties("revenue").with("Neptune#ml.regression")
.hasValue(P.lte(1600000D))

Neptune ML 中的 Gremlin 边缘分类查询
对于 Neptune ML 中的 Gremlin 边缘分类：
• 模型是根据边的一个属性进行训练的。此属性的唯一值集称为一组类。
• 边的类或类别属性值可以从边分类模型中推断出来，当此属性尚未附加到边时，该模型非常有用。
• 要从边分类模型中获取一个或多个类，您需要使用with()使用谓
词，"Neptune#ml.classification"来配置properties()Step。如果这些是边缘属性，则输出格式
与您所期望的格式类似。

Note
边缘分类仅适用于字符串属性值。这意味着数值属性值如0要么1不支持，尽管字符串等价
物"0"和"1"是。同样，布尔属性值true和false不起作用，但是"true"和"false"do。
下面是一个边缘分类查询的示例，该查询使用Neptune#ml.score谓词：
g.with("Neptune#ml.endpoint","edge-classification-movie-lens-endpoint")
.with("Neptune#ml.iamRoleArn","arn:aws:iam::0123456789:role/sagemaker-role")
.E("relationship_1","relationship_2","relationship_3")
.properties("knows_by", "Neptune#ml.score").with("Neptune#ml.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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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将如下所示：
==>p[knows_by->"Family"]
==>p[Neptune#ml.score->0.01234567]
==>p[knows_by->"Friends"]
==>p[Neptune#ml.score->0.543210]
==>p[knows_by->"Colleagues"]
==>p[Neptune#ml.score->0.10101]

Gremlin 边缘分类查询的语法
对于一个简单的图表User是头部和尾部节点，并且Relationship是连接它们的边，边分类查询的示例是：
g.with("Neptune#ml.endpoint","edge-classification-social-endpoint")
.with("Neptune#ml.iamRoleArn","arn:aws:iam::0123456789:role/sagemaker-role")
.E("relationship_1","relationship_2","relationship_3")
.properties("knows_by").with("Neptune#ml.classification")

下面是这样：
==>p[knows_by->"Family"]
==>p[knows_by->"Friends"]
==>p[knows_by->"Colleagues"]

在上面的查询中，E()和properties()步骤的使用方式如下：
• 这些区域有：E()step 包含要从边缘分类模型中获取类的一组边：
.E("relationship_1","relationship_2","relationship_3")

• 这些区域有：properties()step 包含训练模型所依据的键，并具
有.with("Neptune#ml.classification")以指示这是边缘分类 ML 推理查询。
目前不支持多个属性键properties().with("Neptune#ml.classification")Step。例如，以下查
询会引发异常：
g.with("Neptune#ml.endpoint","edge-classification-social-endpoint")
.with("Neptune#ml.iamRoleArn","arn:aws:iam::0123456789:role/sagemaker-role")
.E("relationship_1","relationship_2","relationship_3")
.properties("knows_by", "other_label").with("Neptune#ml.classification")

有关具体错误消息，请参阅Neptune ML Gremlin 推理查询的例外列表 (p. 634).
一个properties().with("Neptune#ml.classification")step 可以与以下任意步骤结合使用：
• value()
• value().is()
• hasValue()
• has(value,"")
• key()
• key().is()
• hasKey()
• has(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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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h()

Neptune ML 中的 Gremlin 边缘回归查询
边回归与边分类类似，不同之处在于从 ML 模型推断出的值是数值。对于边缘回归，Neptune ML 支持与分
类相同的查询。
需要注意的要点是：
• 你需要使用 ML 谓词"Neptune#ml.regression"来配置properties()此用例的步骤。
• 这些区域有："Neptune#ml.limit"和"Neptune#ml.threshold"谓词在此用例中不适用。
• 要筛选该值，您需要将该值指定为数值。

Gremlin 边缘回归查询的语法
对于一个简单的图表User是头节点，Movie是尾节点，并且Rated是连接它们的边缘，这里是一个边缘回归
查询示例，它找到边缘的数值评级值，此处称为分数Rated：
g.with("Neptune#ml.endpoint","edge-regression-movie-lens-endpoint")
.with("Neptune#ml.iamRoleArn","arn:aws:iam::0123456789:role/sagemaker-role")
.E("rating_1","rating_2","rating_3")
.properties("score").with("Neptune#ml.regression")

您还可以根据从 ML 回归模型推断出的值进行筛选。对于现有的Rated边缘（从User到Movie)
由"rating_1"、"rating_2", 和"rating_3"，其中 edge 属性Score不适用于这些评级，您可以使用类
似以下的查询来推断Score对于大于或等于 9 的边：
g.with("Neptune#ml.endpoint","edge-regression-movie-lens-endpoint")
.with("Neptune#ml.iamRoleArn","arn:aws:iam::0123456789:role/sagemaker-role")
.E("rating_1","rating_2","rating_3")
.properties("score").with("Neptune#ml.regression")
.value().is(P.gte(9))

在 Neptune ML 中使用链接预测模型的 Gremlin 链接预测查询
链路预测模型可以解决以下问题：
• 头部节点预测：给定顶点和边类型，该顶点可能从哪些顶点链接？
• 尾部节点预测：给定一个顶点和一个边标签，该顶点可能链接到哪些顶点？

Note
在 Neptune ML 中尚不支持边缘预测。
对于以下示例，请考虑一个带有顶点的简单图形User和Movie由边缘相连的Rated.
以下是一个示例头节点预测查询，用于预测最有可能对电影进行评分的前五名用
户，"movie_1"、"movie_2", 和"movie_3"：
g.with("Neptune#ml.endpoint","node-prediction-movie-lens-endpoint")
.with("Neptune#ml.iamRoleArn","arn:aws:iam::0123456789:role/sagemaker-role")
.with("Neptune#ml.limit", 5)
.V("movie_1", "movie_2", "movie_3")
.in("rated").with("Neptune#ml.prediction").hasLabel("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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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尾部节点预测的类似方法，用于预测该用户排名前五的电影"user_1"可能会评分：
g.with("Neptune#ml.endpoint","node-prediction-movie-lens-endpoint")
.with("Neptune#ml.iamRoleArn","arn:aws:iam::0123456789:role/sagemaker-role")
.V("user_1")
.out("rated").with("Neptune#ml.prediction").hasLabel("movie")

边标签和预测的顶点标签都是必需的。如果省略了其中一个，则会引发异常。例如，以下没有预测顶点标签
的查询会引发异常：
g.with("Neptune#ml.endpoint","node-prediction-movie-lens-endpoint")
.with("Neptune#ml.iamRoleArn","arn:aws:iam::0123456789:role/sagemaker-role")
.V("user_1")
.out("rated").with("Neptune#ml.prediction")

同样，以下不带边标签的查询会引发异常：
g.with("Neptune#ml.endpoint","node-prediction-movie-lens-endpoint")
.with("Neptune#ml.iamRoleArn","arn:aws:iam::0123456789:role/sagemaker-role")
.V("user_1")
.out().with("Neptune#ml.prediction").hasLabel("movie")

有关这些异常返回的特定错误消息，请参阅Neptune 机器学习例外列表 (p. 634).

其他链接预测查询
您可以使用select()顺其自然as() 步骤将预测的顶点与输入顶点一起输出：
g.with("Neptune#ml.endpoint","node-prediction-movie-lens-endpoint")
.with("Neptune#ml.iamRoleArn","arn:aws:iam::0123456789:role/sagemaker-role")
.V("movie_1").as("source")
.in("rated").with("Neptune#ml.prediction").hasLabel("user").as("target")
.select("source","target")
g.with("Neptune#ml.endpoint","node-prediction-movie-lens-endpoint")
.with("Neptune#ml.iamRoleArn","arn:aws:iam::0123456789:role/sagemaker-role")
.V("user_1").as("source")
.out("rated").with("Neptune#ml.prediction").hasLabel("movie").as("target")
.select("source","target")

你可以进行无限制的查询，如下所示：
g.with("Neptune#ml.endpoint","node-prediction-movie-lens-endpoint")
.with("Neptune#ml.iamRoleArn","arn:aws:iam::0123456789:role/sagemaker-role")
.V("user_1")
.out("rated").with("Neptune#ml.prediction").hasLabel("movie")
g.with("Neptune#ml.endpoint","node-prediction-movie-lens-endpoint")
.with("Neptune#ml.iamRoleArn","arn:aws:iam::0123456789:role/sagemaker-role")
.V("movie_1")
.in("rated").with("Neptune#ml.prediction").hasLabel("user")

Neptune ML Gremlin 推理查询的例外列表
• BadRequestException— 无法加载所提供角色的凭据。
消息：Unable to load credentials for role: the specified IAM Role 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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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dRequestException— 指定的 IAM 角色无权调用 SageMaker 终端节点。
消息：User: the specified IAM Role ARN is not authorized to perform:
sagemaker:InvokeEndpoint on resource: the specified endpoint.
• BadRequestException— 指定的终端节点不存在。
消息：Endpoint the specified endpoint not found.
• InvalidParameterException— 指定的端点在语法上无效。
消息：Invalid endpoint provided for external service query.
• InvalidParameterException— 指定的 SageMaker 执行 IAM 角色 ARN 在语法上无效。
消息：Invalid IAM role ARN provided for external service query.
• InvalidParameterException— 多个属性键在properties()步入查询。
消息：ML inference queries are currently supported for one property key.
• InvalidParameterException— 在查询中指定了多个边标签。
消息：ML inference are currently supported only with one edge label.
• InvalidParameterException-在查询中指定了多个顶点标签约束。
消息：ML inference are currently supported only with one vertex label
constraint.
• InvalidParameterException— 二
者Neptune#ml.classification和Neptune#ml.regression谓词存在于同一个查询中。
消息：Both regression and classification ML predicates cannot be specified in
the query.
• InvalidParameterException— 在中指定了多个边标签in()要么out()步骤进入链接预测查询。
消息：ML inference are currently supported only with one edge label.
• InvalidParameterException— 使用 Neptune #ml .score 指定了多个属性键。
消息：Neptune ML inference queries are currently supported for one property
key and one Neptune#ml.score property key.
• MissingParameterException— 该终端节点未在查询中指定，也未指定为数据库集群参数。
消息：No endpoint provided for external service query.
• MissingParameterException— 该 SageMaker 执行 IAM 角色未在查询中指定，也未指定为数据库集群参
数。
消息：No IAM role ARN provided for external service query.
• MissingParameterException— 属性键从中丢失properties()步入查询。
消息：Property key needs to be specified using properties() step for ML
inference queries.
• MissingParameterException— 未在中指定边标签in()要么out()链接预测查询的步骤。
消息：Edge label needs to be specified while using in() or out() step for ML
inference queries.
• MissingParameterException— 未使用 Neptune #ml .score 指定属性键。
消息：Property key needs to be specified along with Neptune#ml.score property
key while using the properties() step for Neptune ML inference queries.
• UnsupportedOperationException— 该both()step 用于链接预测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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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ML inference queries are currently not supported with both() step.
• UnsupportedOperationException— 未在中指定预测的顶点标签has()顺其自然in()要么out()步
骤进入链接预测查询。
消息：Predicted vertex label needs to be specified using has() step for ML
inference qu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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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 ML 中的 SPARQL 推理查询
Neptune ML 将 RDF 图映射到属性图中，以建模机器学习任务。目前，它支持以下用例：
• 对象分类— 预测对象的分类特征。
• 对象回归— 预测对象的数值属性。
• 对象预测— 预测给定主题和关系的对象。
• 使用者预测— 预测给定对象和关系的主题。

Note
Neptune ML 不支持 SPARQL 的主题分类和回归用例。

SPARQL 推理查询中使用的 Neptune ML 谓词
以下谓词用于 SPARQL 推理：

neptune-ml:timeout谓词
指定与远程服务器连接的超时时间。不应与查询请求超时混淆，即服务器满足请求所花费的最长时间值。
请注意，如果查询超时发生在由neptune-ml:timeout发生谓词，服务连接也被取消。

neptune-ml:outputClass谓词
这些区域有：neptune-ml:outputClass谓词仅用于定义预测对象的预测对象的类别，或者用于定义主题
预测的预测对象的类。

neptune-ml:outputScore谓词
这些区域有：neptune-ml:outputScore谓词是一个正数，表示机器学习模型输出正确的可能性。

neptune-ml:modelType谓词
这些区域有：neptune-ml:modelType谓词指定正在训练的机器学习模型的类型：
• OBJECT_CLASSIFICATION
• OBJECT_REGRESSION
• OBJECT_PREDICTION
• SUBJECT_PREDICTION

neptune-ml:input谓词
这些区域有：neptune-ml:input谓词是指用作 Neptune ML 输入的 URI 列表。

neptune-ml:output谓词
这些区域有：neptune-ml:output谓词是指 Neptune ML 返回结果的绑定集列表。

neptune-ml:predicate谓词
这些区域有：neptune-ml:predicate谓词的使用方式取决于执行的任务：
• 适用于对象或主题预测：定义谓词的类型（边缘或关系类型）。
• 适用于对象分类和回归：定义我们想要预测的文字（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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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ml:batchSize谓词
这些区域有：neptune-ml:batchSize指定远程服务调用的输入大小。

SPARQL 对象分类示例
对于 Neptune ML 中的 SPARQL 对象分类，模型是根据其中一个谓词值进行训练的。在给定主题尚未存在该
谓词的情况下，这很有用。
只能使用对象分类模型推断类别谓词值。
以下查询旨在预测 < http://www.example.org/team > 所有类型输入的谓词值foaf:Person：
SELECT * WHERE { ?input a foaf:Person .
SERVICE neptune-ml:inference {
neptune-ml:config neptune-ml:modelType 'OBJECT_CLASSIFICATION' ;
neptune-ml:input ?input ;
neptune-ml:predicate <http://www.example.org/team> ;
neptune-ml:output ?output .
}
}

此查询可以是自定义的，如下所示：
SELECT * WHERE { ?input a foaf:Person .
SERVICE neptune-ml:inference {
neptune-ml:config neptune-ml:endpoint 'node-prediction-account-balance-endpoint' ;
neptune-ml:iamRoleArn 'arn:aws:iam::0123456789:role/sagemaker-role' ;
neptune-ml:batchSize "40"^^xsd:integer ;
neptune-ml:timeout "1000"^^xsd:integer ;

}

}

neptune-ml:modelType 'OBJECT_CLASSIFICATION' ;
neptune-ml:input ?input ;
neptune-ml:predicate <http://www.example.org/team> ;
neptune-ml:output ?output .

SPARQL 对象回归示例
对象回归与对象分类类似，只是从每个节点的回归模型推断出一个数字谓词值。对象回归可以使用与对象分
类相同的 SPARQL 查询，但是the Neptune#ml.limit和Neptune#ml.threshold谓词不适用。
以下查询旨在预测 < http://www.example.org/accountbalance > 所有类型输入的谓词值foaf:Person：
SELECT * WHERE { ?input a foaf:Person .
SERVICE neptune-ml:inference {
neptune-ml:config neptune-ml:modelType 'OBJECT_REGRESSION' ;
neptune-ml:input ?input ;
neptune-ml:predicate <http://www.example.org/accountbalance> ;
neptune-ml:output ?output .
}
}

此查询可以是自定义的，如下所示：
SELECT * WHERE { ?input a foaf:Person .
SERVICE neptune-ml:infere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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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ml:config neptune-ml:endpoint 'node-prediction-account-balance-endpoint' ;
neptune-ml:iamRoleArn 'arn:aws:iam::0123456789:role/sagemaker-role' ;
neptune-ml:batchSize "40"^^xsd:integer ;
neptune-ml:timeout "1000"^^xsd:integer ;

}

}

neptune-ml:modelType 'OBJECT_REGRESSION' ;
neptune-ml:input ?input ;
neptune-ml:predicate <http://www.example.org/accountbalance> ;
neptune-ml:output ?output .

SPARQL 对象预测示例
对象预测预测给定主题和谓词的对象值。
以下对象预测查询旨在预测哪部电影输入类型foaf:Person想要：
?x a foaf:Person .
?x
<http://www.example.org/likes> ?m .
?m a <http://www.example.org/movie> .
## Query
SELECT * WHERE { ?input a foaf:Person .
SERVICE neptune-ml:inference {
neptune-ml:config neptune-ml:modelType 'OBJECT_PREDICTION' ;
neptune-ml:input ?input ;
neptune-ml:predicate <http://www.example.org/likes> ;
neptune-ml:output ?output ;
neptune-ml:outputClass <http://www.example.org/movie> .
}
}

查询本身可以按如下方式进行自定义：
SELECT * WHERE { ?input a foaf:Person .
SERVICE neptune-ml:inference {
neptune-ml:config neptune-ml:endpoint 'node-prediction-user-movie-predictionendpoint' ;
neptune-ml:iamRoleArn 'arn:aws:iam::0123456789:role/sagemaker-role' ;
neptune-ml:limit "5"^^xsd:integer ;
neptune-ml:batchSize "40"^^xsd:integer ;
neptune-ml:threshold "0.1"^^xsd:double ;
neptune-ml:timeout "1000"^^xsd:integer ;
neptune-ml:outputScore ?score ;

}

}

neptune-ml:modelType 'OBJECT_PREDICTION' ;
neptune-ml:input ?input ;
neptune-ml:predicate <http://www.example.org/likes> ;
neptune-ml:output ?output ;
neptune-ml:outputClass <http://www.example.org/movie> .

SPARQL 主题预测示例
使用者预测预测给定谓词和对象的主题。
例如，以下查询预测了谁（类型）foaf:User) 将观看给定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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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 WHERE { ?input (a foaf:Movie) .
SERVICE neptune-ml:inference {
neptune-ml:config neptune-ml:modelType 'SUBJECT_PREDICTION' ;
neptune-ml:input ?input ;
neptune-ml:predicate <http://aws.amazon.com/neptune/csv2rdf/
object_Property/rated> ;
neptune-ml:output ?output ;
neptune-ml:outputClass <http://aws.amazon.com/neptune/csv2rdf/
class/User> ;
}
}

Neptune ML SPARQL 推理查询的例外列表
• BadRequestException–消息：The SERVICE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
services/ml#inference expects at least 1 value for the parameter (parameter
name), found zero.
• BadRequestException–消息：The SERVICE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
services/ml#inference expects at most 1 value for the parameter (parameter
name), found (a number) values.
• BadRequestException–消息：Invalid predicate (predicate name) provided
for external service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services/
ml#inference query.
• BadRequestException–消息：The SERVICE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
services/ml#inference expects the predicate (predicate name) to be defined.
• BadRequestException–消息：The SERVICE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
services/ml#inference expects the value of (parameter) (parameter name) to be
a variable, found: (type)"
• BadRequestException–消息：The SERVICE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
services/ml#inference expects the input (parameter name) to be a constant,
found: (type).
• BadRequestException–消息：The SERVICE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
services/ml#inference is expected to return only 1 value.
• BadRequestException–消息："The SERVICE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
v01/services/ml#inference only allows StatementPatternNodes.
• BadRequestException–消息：The SERVICE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
services/ml#inference does not allow the predicate (predicate name).
• BadRequestException–消息：The SERVICE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
services/ml#inference predicates cannot be variables, found: (type).
• BadRequestException–消息：The SERVICE 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
services/ml#inference predicates are expected to be part of the namespace
(namespace name), found: (namespace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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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 ML 管理 API 参考
目录
• 使用dataprocessing命令 (p. 642)
• 使用 Neptune ML 创建数据处理作业dataprocessing命令 (p. 642)
• 使用 Neptune ML 获取数据处理作业的状态dataprocessing命令 (p. 643)
• 使用 Neptune ML 停止数据处理作业dataprocessing命令 (p. 644)
• 使用 Neptune ML 列出活动的数据处理作业dataprocessing命令 (p. 644)
• 使用模型训练modeltraining命令 (p. 645)
• 使用 Neptune ML 创建模型训练作业modeltraining命令 (p. 645)
• 使用 Neptune ML 获取模型训练作业的状态modeltraining命令 (p. 647)
• 使用 Neptune ML 停止模型训练作业modeltraining命令 (p. 647)
• 使用 Neptune ML 列出活跃的模型训练作业modeltraining命令 (p. 648)
• 使用模型转换modeltransform命令 (p. 649)
• 使用 Neptune ML 创建模型转换作业modeltransform命令 (p. 649)
• 使用 Neptune ML 获取模型转换作业的状态modeltransform命令 (p. 651)
• 使用 Neptune ML 停止模型转换作业modeltransform命令 (p. 651)
• 使用 Neptune ML 列出活跃的模型转换作业modeltransform命令 (p. 651)
• 使用管理推理端点endpoints命令 (p. 653)
• 使用 Neptune ML 创建推理端点endpoints命令 (p. 653)
• 使用 Neptune ML 获取推理端点的状态endpoints命令 (p. 654)
• 使用 Neptune ML 删除实例终端节点endpoints命令 (p. 654)
• 使用 Neptune ML 列出推理端点endpoints命令 (p. 655)
• Neptune ML 管理 API 例外 (p.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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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dataprocessing命令
你使用 Neptune MLdataprocessing命令来创建数据处理作业、检查其状态、停止它或列出所有活动的数
据处理作业。

使用 Neptune ML 创建数据处理作业dataprocessing命令
典型的 Neptune MLdataprocessing用于创建新作业的命令如下所示：
curl
-X
-H
-d

\
POST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dataprocessing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
"inputDataS3Location" : "s3://(Amazon S3 bucket name)/(path to your input folder)",
"id" : "(a job ID for the new job)",
"processedDataS3Location" : "s3://(S3 bucket name)/(path to your output folder)"
}'

用于启动增量重新处理的命令如下所示：
curl
-X
-H
-d

\
POST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dataprocessing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
"inputDataS3Location" : "s3://(Amazon S3 bucket name)/(path to your input folder)",
"id" : "(a job ID for this job)",
"processedDataS3Location" : "s3://(S3 bucket name)/(path to your output folder)"
"previousDataProcessingJobId" : "(the job ID of a previously completed job to
update)"
}'

的参数dataprocessing创造就业
• id— (可选) 新作业的唯一标识符。
类型：字符串。默认值：自动生成的 UUUID。
• previousDataProcessingJobId— (可选) 在早期版本的数据上运行的已完成数据处理作业的作业
ID。
类型：字符串。默认值：无.
注意：将其用于增量数据处理，以便在图形数据发生更改时（但不是删除数据时）更新模型。
• inputDataS3Location— (必需) 您希望 SageMaker 在其中下载运行数据处理作业所需的数据的
Amazon S3 位置的 URI。
类型：字符串。
• processedDataS3Location— (必需) 您希望 SageMaker 在其中保存数据处理任务结果的 Amazon S3
位置的 URI。
类型：字符串。
• sagemakerIamRoleArn— (可选) 用于 SageMaker 执行的 IAM 角色的 ARN。
类型：字符串。注意：这必须列在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中，否则将发生错误。
• neptuneIamRoleArn— (可选) SageMaker 可以代表您执行任务的 IAM 角色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类型：字符串。注意：这必须列在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中，否则将发生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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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cessingInstanceType— (可选) 数据处理期间使用的 ML 实例的类型。其内存应足够大以容纳已处
理的数据集。
类型：字符串。默认值: 最小的ml.r5类型，其内存比磁盘上导出的图形数据大小大十倍。
注意：Neptune ML 可以自动选择实例类型。请参阅选择用于数据处理的实例 (p. 564)。
• processingInstanceVolumeSizeInGB— (可选) 处理实例的磁盘卷大小。输入数据和处理过的数据都
存储在磁盘上，因此卷大小必须足以容纳两个数据集。
类型：整数。默认值：0.
注意：如果未指定或 0，Neptune ML 将根据数据大小自动选择卷大小。
• processingTimeOutInSeconds— (可选) 数据处理作业的超时（以秒为单位）。
类型：整数。默认值：86,400(1 天)。
• modelType— (可选) Neptune ML 目前支持的两种模型类型之一：异构图模型 (heterogeneous）和知
识图（kge)。
类型：字符串。默认值：无.
注意：如果未指定，Neptune ML 将根据数据自动选择模型类型。
• configFileName— (可选) 描述如何加载导出的图表数据进行训练的数据规范文件。该文件由 Neptune
导出工具包自动生成。
类型：字符串。默认值：training-data-configuration.json.
• subnets— (可选) Neptune VPC 中的子网的 ID。
类型：字符串列表。默认值：无.
• securityGroupIds— (可选) VPC 安全组 ID。
类型：字符串列表。默认值：无.
• volumeEncryptionKMSKey— (可选) 该Amazon Key Management Service(Amazon KMS) 密
钥，SageMaker 使用该密钥加密附加到运行处理作业的 ML 计算实例的存储卷上的数据。
类型：字符串。默认值：无.
• s3OutputEncryptionKMSKey— (可选) 该Amazon Key Management Service(Amazon KMS)
SageMaker 用于加密训练作业输出的密钥。
类型：字符串。默认值：无.

使用 Neptune ML 获取数据处理作业的状态dataprocessing命
令
样本 Neptune MLdataprocessing命令表示作业的状态如下所示：
curl -s \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dataprocessing/(the job ID)" \
| python -m json.tool

的参数dataprocessing作业状态
• id— (必需) 数据处理作业的唯一标识符。
类型：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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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ptuneIamRoleArn— (可选) IAM 角色的 ARN，它允许 Neptune 访问 SageMaker 和 Amazon S3 资
源。
类型：字符串。注意：这必须列在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中，否则将发生错误。

使用 Neptune ML 停止数据处理作业dataprocessing命令
样本 Neptune MLdataprocessing停止任务的命令如下所示：
curl -s \
-X DELETE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dataprocessing/(the job ID)"

或者这样：
curl -s \
-X DELETE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dataprocessing/(the job ID)?clean=true"

的参数dataprocessing停止作业
• id— (必需) 数据处理作业的唯一标识符。
类型：字符串。
• neptuneIamRoleArn— (可选) IAM 角色的 ARN，它允许 Neptune 访问 SageMaker 和 Amazon S3 资
源。
类型：字符串。注意：这必须列在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中，否则将发生错误。
• clean— (可选) 此标志指定在作业停止时应删除所有 Amazon S3 工件。
类型：布尔值。默认值：FALSE.

使用 Neptune ML 列出活动的数据处理作业dataprocessing命
令
样本 Neptune MLdataprocessing列出活动作业的命令如下所示：
curl -s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dataprocessing"

或者这样：
curl -s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dataprocessing?maxItems=3"

的参数dataprocessing列出作业
• maxItems— (可选) 要返回的最大项目数。
类型：整数。默认值：10.允许的最大值：1024.
• neptuneIamRoleArn— (可选) IAM 角色的 ARN，它允许 Neptune 访问 SageMaker 和 Amazon S3 资
源。
类型：字符串。注意：这必须列在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中，否则将发生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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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模型训练modeltraining命令
你使用 Neptune MLmodeltraining命令来创建模型训练作业、检查其状态、停止它或列出所有活动的模型
训练作业。

使用 Neptune ML 创建模型训练作业modeltraining命令
Neptune MLmodeltraining用于创建全新作业的命令如下所示：
curl
-X
-H
-d

\
POST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modeltraining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
"id" : "(a unique model-training job ID)",
"dataProcessingJobId" : "(the data-processing job-id of a completed job)",
"trainModelS3Location" : "s3://(your Amazon S3 bucket)/neptune-model-graphautotrainer"
}'

Neptune MLmodeltraining用于创建增量模型训练的更新作业的命令如下所示：
curl
-X
-H
-d

\
POST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modeltraining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
"id" : "(a unique model-training job ID)",
"dataProcessingJobId" : "(the data-processing job-id of a completed job)",
"trainModelS3Location" : "s3://(your Amazon S3 bucket)/neptune-model-graphautotrainer"
"previousModelTrainingJobId" : "(the job ID of a completed model-training job to
update)",
}'

Neptune MLmodeltraining用户提供的自定义模型实现创建新作业的命令如下所示：
curl
-X
-H
-d

\
POST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modeltraining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
"id" : "(a unique model-training job ID)",
"dataProcessingJobId" : "(the data-processing job-id of a completed job)",
"trainModelS3Location" : "s3://(your Amazon S3 bucket)/neptune-model-graphautotrainer"
"modelName": "custom",
"customModelTrainingParameters" : {
"sourceS3DirectoryPath": "s3://(your Amazon S3 bucket)/(path to your Python
module)",
"trainingEntryPointScript": "(your training script entry-point name in the Python
module)",
"transformEntryPointScript": "(your transform script entry-point name in the
Python module)"
}
}'

的参数modeltraining创造就业
• id— (可选）新作业的唯一标识符。
类型：字符串。默认值：自动生成的 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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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ProcessingJobId— (必需) 已完成的数据处理作业的作业 ID，该作业已创建培训将使用的数据。
类型：字符串。
• trainModelS3Location— (必需Amazon S3 中的存储模型构件的位置。
类型：字符串。
• previousModelTrainingJobId— (可选) 您希望根据更新的数据以增量方式更新的已完成模型训练作
业的作业 ID。
类型：字符串。默认值：无.
• sagemakerIamRoleArn— (可选用于 SageMaker 执行的 IAM 角色的 ARN。
类型：字符串。注意：这必须列在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中，否则将发生错误。
• neptuneIamRoleArn— (可选允许 Neptune 访问 SageMaker 和 Amazon S3 资源的 ARN。
类型：字符串。注意：这必须列在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中，否则将发生错误。
• modelName— (可选) 训练的模型类型。默认情况下，ML 模型自动基于modelType用于数据处理，但您
可以在此指定不同的模型类型。
类型：字符串。默认值：rgcn对于异构图表和kge获取知识图表。 有效值：对于异构图表：rgcn. 适用
于kge图形transe、distmult，或者rotate. 对于自定义模型实现：custom.
• baseProcessingInstanceType— (可选) 准备和管理 ML 模型训练时使用的 ML 实例类型。
类型：字符串。注意：这是根据处理训练数据和模型的内存需求选择的 CPU 实例。请参阅为模型训练和
模型转换选择实例 (p. 564)。
• trainingInstanceType— (可选) 用于模型训练的 ML 实例的类型。所有 Neptune ML 模型都支持
CPU、GPU 和 MultiGPU 训练。
类型：字符串。默认值：ml.p3.2xlarge.
注意：为培训选择正确的实例类型取决于任务类型、图形大小和预算。请参阅为模型训练和模型转换选择
实例 (p. 564)。
• trainingInstanceVolumeSizeInGB— (可选) 训练实例的磁盘卷大小。输入数据和输出模型都存储在
磁盘上，因此卷大小必须足以容纳两个数据集。
类型：整数。默认值：0.
注意：如果未指定或 0，Neptune ML 将根据数据处理步骤中生成的建议选择磁盘卷大小。请参阅为模型训
练和模型转换选择实例 (p. 564)。
• trainingTimeOutInSeconds— (可选训练作业的超时（以秒为单位）。
类型：整数。默认值：86,400（1 天）。
• maxHPONumberOfTrainingJobs超参数优化作业的最大训练作业总数。
类型：整数。默认值：2.
注意：Neptune ML 会自动调整机器学习模型的超参数。要获得表现良好的模型，请至少使用 10 个作业
（换句话说，设置maxHPONumberOfTrainingJobs。一般来说，调整运行越多，结果越好。
• maxHPOParallelTrainingJobs为超参数优化作业启动的最大并行训练作业数。
类型：整数。默认值：2.
注意：您可以运行的并行作业数量受训练实例上的可用资源的限制。
• subnets— (可选）Neptune VPC 中的子网的 ID。
类型：字符串列表。默认值：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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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urityGroupIds— (可选) VPC 安全组 ID。
类型：字符串列表。默认值：无.
• volumeEncryptionKMSKey— (可选) 该Amazon Key Management Service(Amazon KMS）密
钥，SageMaker 使用该密钥加密附加到运行训练作业的 ML 计算实例的存储卷上的数据。
类型：字符串。默认值：无.
• s3OutputEncryptionKMSKey— (可选) 该Amazon Key Management Service(Amazon KMS)
SageMaker 用于加密处理作业输出的密钥。
类型：字符串。默认值：无.
• enableManagedSpotTraining— (可选) 使用 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 竞价型实例优化培训机
器学习模型的成本。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SageMaker 中的托管式 Spot 训练.
类型：布尔值。默认值：False.
• customModelTrainingParameters— (可选) 自定义模型训练的配置。这是具有以下字段的 JSON 对
象
• sourceS3DirectoryPath— (必需）实现模型的 Python 模块所在的 Amazon S3 位置的路径。这
必须指向一个有效的现有 Amazon S3 位置，该位置至少包含训练脚本、转换脚本和model-hpoconfiguration.json文件。
• trainingEntryPointScript— (可选) 脚本模块中的入口点名称，该脚本执行模型训练并将超参数
作为命令行参数，包括固定的超参数。
默认值：training.py.
• transformEntryPointScript— (可选) 脚本模块中的入口点名称，该脚本的入口点名称，该脚本应
在确定超参数搜索中的最佳模型后运行，以计算模型部署所需的模型工件。它应该能够在没有命令行参
数的情况下运行。
默认值：transform.py.

使用 Neptune ML 获取模型训练作业的状态modeltraining命令
样本 Neptune MLmodeltraining作业状态的命令如下所示：
curl -s \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modeltraining/(the job ID)" \
| python -m json.tool

的参数modeltraining作业状态
• id— (必需) 模型训练作业的唯一标识符。
类型：字符串。
• neptuneIamRoleArn— (可选允许 Neptune 访问 SageMaker 和 Amazon S3 资源的 ARN。
类型：字符串。注意：这必须列在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中，否则将发生错误。

使用 Neptune ML 停止模型训练作业modeltraining命令
样本 Neptune MLmodeltraining停止任务的命令如下所示：
curl -s \
-X DELETE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modeltraining/(the job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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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这样：
curl -s \
-X DELETE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modeltraining/(the job ID)?clean=true"

的参数modeltraining停止任务
• id— (必需) 模型训练作业的唯一标识符。
类型：字符串。
• neptuneIamRoleArn— (可选允许 Neptune 访问 SageMaker 和 Amazon S3 资源的 ARN。
类型：字符串。注意：这必须列在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中，否则将发生错误。
• clean— (可选) 此标志指定在作业停止时应删除所有 Amazon S3 工件。
类型：布尔值。默认值：FALSE.

使用 Neptune ML 列出活跃的模型训练作业modeltraining命令
样本 Neptune MLmodeltraining列出活动作业的命令如下所示：
curl -s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modeltraining" | python -m json.tool

或者这样：
curl -s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modeltraining?maxItems=3" | python -m json.tool

的参数modeltraining列出作业
• maxItems— (可选）要返回的最大项目数。
类型：整数。默认值：10.允许的最大值：1024.
• neptuneIamRoleArn— (可选允许 Neptune 访问 SageMaker 和 Amazon S3 资源的 ARN。
类型：字符串。注意：这必须列在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中，否则将发生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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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模型转换modeltransform命令
你使用 Neptune MLmodeltransform命令来创建模型转换作业、检查其状态、停止它或列出所有活动的模
型转换作业。

使用 Neptune ML 创建模型转换作业modeltransform命令
Neptune MLmodeltransform用于在没有模型再训练的情况下创建增量转换作业的命令如下所示：
curl
-X
-H
-d

\
POST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modeltransfor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
"id" : "(a unique model-transform job ID)",
"dataProcessingJobId" : "(the job-id of a completed data-processing job)",
"mlModelTrainingJobId" : "(the job-id of a completed model-training job)",
"modelTransformOutputS3Location" : "s3://(your Amazon S3 bucket)/neptune-modeltransform"
}'

Neptune MLmodeltransform用于根据已完成的 SageMaker 培训作业创建作业的命令如下所示：
curl
-X
-H
-d

\
POST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modeltransfor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
"id" : "(a unique model-transform job ID)",
"trainingJobName" : "(name of a completed SageMaker training job)",
"modelTransformOutputS3Location" : "s3://(your Amazon S3 bucket)/neptune-modeltransform",
"baseProcessingInstanceType" : ""
}'

Neptune MLmodeltransform用于创建使用自定义模型实现的作业的命令如下所示：
curl
-X
-H
-d

\
POST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modeltransfor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
"id" : "(a unique model-training job ID)",
"trainingJobName" : "(name of a completed SageMaker training job)",
"modelTransformOutputS3Location" : "s3://(your Amazon S3 bucket)/neptune-modeltransform/"
"customModelTransformParameters" : {
"sourceS3DirectoryPath": "s3://(your Amazon S3 bucket)/(path to your Python
module)",
"transformEntryPointScript": "(your transform script entry-point name in the
Python module)"
}
}'

的参数modeltransform创建就业
• id— (可选) 新作业的唯一标识符。
类型：字符串。默认值：自动生成的 UUID。
• dataProcessingJobId— 已完成的数据处理作业的作业 ID。
类型：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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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必须包含两者dataProcessingJobId和mlModelTrainingJobId，或者trainingJobName.
• mlModelTrainingJobId— 已完成的模型训练作业的作业 ID。
类型：字符串。
注意：必须包含两者dataProcessingJobId和mlModelTrainingJobId，或者trainingJobName.
• trainingJobName— 已完成的 SageMaker 培训作业的名称。
类型：字符串。
注意：必须同时包含dataProcessingJobId和mlModelTrainingJobId参数，或
者trainingJobName参数。
• sagemakerIamRoleArn— (可选用于 SageMaker 执行的 IAM 角色的 ARN。
类型：字符串。注意：这必须列在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中，否则将发生错误。
• neptuneIamRoleArn— (可选允许 Neptune 访问 SageMaker 和 Amazon S3 资源的 IAM 角色的 ARN。
类型：字符串。注意：这必须列在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中，否则将发生错误。
• customModelTransformParameters — (可选) 使用自定义模型进行模型转换的配置信息。这些区域
有：customModelTransformParameters对象包含以下字段，这些字段的值必须与训练作业中保存的
模型参数兼容：
• sourceS3DirectoryPath— (必需) 实现模型的 Python 模块所在的 Amazon S3 位置的路径。这
必须指向一个有效的现有 Amazon S3 位置，该位置至少包含训练脚本、转换脚本和model-hpoconfiguration.json文件。
• transformEntryPointScript— (可选) 脚本模块中的入口点名称，该脚本的入口点名称，该脚本应
在确定超参数搜索中的最佳模型后运行，以计算模型部署所需的模型工件。它应该能够在没有命令行参
数的情况下运行。
默认值：transform.py.
• baseProcessingInstanceType— (可选) 准备和管理 ML 模型训练时使用的机器学习实例类型。
类型：字符串。注意：这是根据处理转换数据和模型的内存需求选择的 CPU 实例。请参阅为模型训练和
模型转换选择实例 (p. 564)。
• baseProcessingInstanceVolumeSizeInGB— (可选) 训练实例的磁盘卷大小。输入数据和输出模型
都存储在磁盘上，因此卷大小必须足以容纳两个数据集。
类型：整数。默认值：0.
注意：如果未指定或 0，Neptune ML 将根据数据处理步骤中生成的建议选择磁盘卷大小。请参阅为模型训
练和模型转换选择实例 (p. 564)。
• subnets— (可选) Neptune VPC 中的子网的 ID。
类型：字符串列表。默认值：无.
• securityGroupIds— (可选) VPC 安全组 ID。
类型：字符串列表。默认值：无.
• volumeEncryptionKMSKey— (可选) 该Amazon Key Management Service(Amazon KMS) 密
钥，SageMaker 用于加密附加到运行转换作业的 ML 计算实例的存储卷上的数据。
类型：字符串。默认值：无.
• s3OutputEncryptionKMSKey— (可选) 该Amazon Key Management Service(Amazon KMS)
SageMaker 用于加密处理作业输出的密钥。
类型：字符串。默认值：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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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Neptune ML 获取模型转换作业的状态modeltransform命
令
样本 Neptune MLmodeltransform命令作业状态如下所示：
curl -s \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modeltransform/(the job ID)" \
| python -m json.tool

的参数modeltransform作业状态
• id— (必需) 模型转换作业的唯一标识符。
类型：字符串。
• neptuneIamRoleArn— (可选允许 Neptune 访问 SageMaker 和 Amazon S3 资源的 IAM 角色的 ARN。
类型：字符串。注意：这必须列在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中，否则将发生错误。

使用 Neptune ML 停止模型转换作业modeltransform命令
样本 Neptune MLmodeltransform停止作业的命令如下所示：
curl -s \
-X DELETE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modeltransform/(the job ID)"

或者这样：
curl -s \
-X DELETE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modeltransform/(the job ID)?clean=true"

的参数modeltransform停止作业
• id— (必需) 模型转换作业的唯一标识符。
类型：字符串。
• neptuneIamRoleArn— (可选允许 Neptune 访问 SageMaker 和 Amazon S3 资源的 IAM 角色的 ARN。
类型：字符串。注意：这必须列在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中，否则将发生错误。
• clean— (可选) 此标志指定在作业停止时应删除所有 Amazon S3 工件。
类型：布尔值。默认值：FALSE.

使用 Neptune ML 列出活跃的模型转换作业modeltransform命
令
样本 Neptune MLmodeltransform列出活动作业的命令如下所示：
curl -s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modeltransform" | python -m json.tool

或者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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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l -s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modeltransform?maxItems=3" | python -m
json.tool

的参数modeltransform列出作业
• maxItems— (可选) 要返回的最大项目数。
类型：整数。默认值：10.允许的最大值：1024.
• neptuneIamRoleArn— (可选允许 Neptune 访问 SageMaker 和 Amazon S3 资源的 IAM 角色的 ARN。
类型：字符串。注意：这必须列在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中，否则将发生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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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管理推理端点endpoints命令
你使用 Neptune MLendpoints命令来创建推理端点、检查其状态、删除它或列出现有的推理端点。

使用 Neptune ML 创建推理端点endpoints命令
Neptune MLendpoints用于根据训练作业创建的模型创建推理端点的命令如下所示：
curl
-X
-H
-d

\
POST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endpoints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
"id" : "(a unique ID for the new endpoint)",
"mlModelTrainingJobId": "(the model-training job-id of a completed job)"
}'

Neptune MLendpoints用于从训练作业创建的模型更新现有推理端点的命令如下所示：
curl
-X
-H
-d

\
POST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endpoints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
"id" : "(a unique ID for the new endpoint)",
"update" : "true",
"mlModelTrainingJobId": "(the model-training job-id of a completed job)"
}'

Neptune MLendpoints用于从模型转换作业创建的模型创建推理端点的命令如下所示：
curl
-X
-H
-d

\
POST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endpoints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
"id" : "(a unique ID for the new endpoint)",
"mlModelTransformJobId": "(the model-training job-id of a completed job)"
}'

Neptune MLendpoints用于从模型转换作业创建的模型更新现有推理端点的命令如下所示：
curl
-X
-H
-d

\
POST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endpoints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
"id" : "(a unique ID for the new endpoint)",
"update" : "true",
"mlModelTransformJobId": "(the model-training job-id of a completed job)"
}'

的参数endpoints推理端点创建
• id— (可选) 新推理终端节点的唯一标识符。
类型：字符串。默认值：自动生成的带有时间戳的名称。
• mlModelTrainingJobId— 已创建推理端点将指向的模型的已完成模型训练作业的作业 ID。
类型：字符串。
注意：你必须提供mlModelTrainingJobId或者mlModelTransformJo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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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lModelTransformJobId— 已完成的模型转换作业的作业 ID。
类型：字符串。
注意：你必须提供mlModelTrainingJobId或者mlModelTransformJobId.
• update— (可选) 如果存在，此参数表示这是更新请求。
类型：布尔值。默认值：false
注意：你必须提供mlModelTrainingJobId或者mlModelTransformJobId.
• neptuneIamRoleArn— (可选) IAM 角色的 ARN，允许 Neptune 访问 SageMaker 和 Amazon S3 资源的
IAM 角色的 ARN。
类型：字符串。注意：这必须列在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中，否则会抛出错误。
• modelName— (可选) 训练的模型类型。默认情况下，ML 模型自动基于modelType用于数据处理，但您
可以在此指定不同的模型类型。
类型：字符串。默认值：rgcn对于异构图表和kge获取知识图表。 有效值：对于异构图表：rgcn. 对于知
识图：kge、transe、distmult，或者rotate.
• instanceType— (可选) 用于在线服务的 ML 实例的类型。
类型：字符串。默认值：ml.m5.xlarge.
注意：为推理终端节点选择 ML 实例取决于任务类型、图形大小和预算。请参阅为推理终端节点选择实
例 (p. 564)。
• instanceCount— (可选) 要部署到终端节点进行预测的 Amazon EC2 实例的最小数量。
类型：整数。默认值：1.
• volumeEncryptionKMSKey— (可选) 该Amazon Key Management Service(Amazon KMS) 密
钥，SageMaker 用于加密附加到运行终端节点的 ML 计算实例的存储卷上的数据的 SageMaker 使用的密
钥。
类型：字符串。默认值：无.

使用 Neptune ML 获取推理端点的状态endpoints命令
样本 Neptune MLendpoints实例终端节点状态的命令如下所示：
curl -s \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endpoints/(the inference endpoint ID)" \
| python -m json.tool

的参数endpoints实例终端节点状态
• id— (必需) 推理终端节点的唯一标识符。
类型：字符串。
• neptuneIamRoleArn— (可选) IAM 角色的 ARN，允许 Neptune 访问 SageMaker 和 Amazon S3 资源的
IAM 角色的 ARN。
类型：字符串。注意：这必须列在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中，否则会抛出错误。

使用 Neptune ML 删除实例终端节点endpoints命令
样本 Neptune MLendpoints用于删除实例终端节点的命令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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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l -s \
-X DELETE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endpoints/(the inference endpoint ID)"

或者这样：
curl -s \
-X DELETE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endpoints/(the inference endpoint ID)?
clean=true"

的参数endpoints删除推理终端节点
• id— (必需) 推理终端节点的唯一标识符。
类型：字符串。
• neptuneIamRoleArn— (可选) IAM 角色的 ARN，允许 Neptune 访问 SageMaker 和 Amazon S3 资源的
IAM 角色的 ARN。
类型：字符串。注意：这必须列在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中，否则会抛出错误。
• clean— (可选) 表示还应删除与此终端节点相关的所有工件。
类型：布尔值。默认值：FALSE.

使用 Neptune ML 列出推理端点endpoints命令
Neptune MLendpoints列出推理终端节点的命令如下所示：
curl -s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endpoints" \
| python -m json.tool

或者这样：
curl -s "https://(your Neptune endpoint)/ml/endpoints?maxItems=3" \
| python -m json.tool

的参数dataprocessing列出推理终端节点
• maxItems— (可选) 要返回的最大项目数。
类型：整数。默认值：10.允许的最大值：1024.
• neptuneIamRoleArn— (可选) IAM 角色的 ARN，允许 Neptune 访问 SageMaker 和 Amazon S3 资源的
IAM 角色的 ARN。
类型：字符串。注意：这必须列在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中，否则会抛出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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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 ML 管理 API 例外
所有 Neptune ML 管理 API 例外都会返回 400 个 HTTP 代码。收到这些异常之后，不应重试生成异常的命
令。
• MissingParameterException— 错误消息：
Required credentials are missing. Please add IAM role to the cluster or pass
as a parameter to this request.
• InvalidParameterException— 错误消息：
• Invalid ML instance type.
• Invalid ID provided. ID can be 1-48 alphanumeric characters.
• Invalid ID provided. Must contain only letters, digits, or hyphens.
• Invalid ID provided. Please check whether a resource with the given ID
exists.
• Another resource with same ID already exists. Please use a new ID.
• Failed to stop the job because it has already completed or failed.
• BadRequestException— 错误消息：
• Invalid S3 URL or incorrect S3 permissions. Please check your S3
configuration.
• Provided ModelTraining job has not completed.
• Provided SageMaker Training job has not completed.
• Provided MLDataProcessing job is not completed.
• Provided MLModelTraining job doesn't exist.
• Provided ModelTransformJob doesn't exist.
• Unable to find SageMaker resource. Please check your 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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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 ML 限制
• 推理查询目前仅支持使用Gremlin (p. 256)查询语言。
• 当前支持的推理类型包括节点分类、节点回归、边缘分类、边缘回归和链接预测（请参阅Neptune 机器学
习功能 (p. 548))。
• Neptune ML 可以支持的最大图形大小取决于期间所需的内存和存储容量数据准备 (p. 564)、模型训
练 (p. 564), 和推断 (p. 564).
• SageMaker 数据处理实例的最大内存大小为 768 GB。因此，如果数据处理阶段需要超过 768 GB 的内
存，则会失败。
• SageMaker 训练实例的最大内存大小为 732 GB。因此，如果训练阶段需要超过 732 GB 的内存，则会
失败。
• Neptune ML 目前仅在 Neptune 及其依赖的其他服务的地区可用（例如Amazon Lambda，Amazon API
Gateway 和 Amazon SageMaker) 都受支持。
由于默认使用 IAM 身份验证的差异，中国（北京）和中国（宁夏）存在差异。这里解释以及其他差异。
• Neptune ML 启动的推理端点目前只能返回训练期间图中存在的节点的预测。对于属性图模型，您可以更
新推理端点以提供新节点的预测，方法是遵循增量数据推理工作流 (p. 562)或者再训练工作流 (p. 562)使用
新数据。
对于每个受支持的任务，推理查询中可能会出现以下节点：
• 对于 vertex 属性预测（节点分类或节点回归），查询中使用的所有折点必须在原始图表中可用，但要预
测的属性并不需要存在于所有顶点上。
• 对于边缘属性预测（边分类或边回归），查询中使用的边上的所有事件顶点必须在原始图表中可用，但
要预测的边属性并不需要在所有边上都存在。
• 对于链接预测（源或目标顶点预测），在训练期间，查询中使用的所有顶点和边类型都必须可用。无法
预测新的边缘类型或顶点。
• Neptune ML 支持的 KGE 模型仅用于链接预测任务，而且这些表示法特定于训练期间图表中出现的顶点和
边类型。这意味着在训练期间，推理查询中引用的所有顶点和边类型都必须存在于图表中。如果不重新训
练模型，就无法对新边类型或顶点进行预测。

SageMaker 资源限制
由于活动和资源使用情况的差异，您可能会遇到错误消息，表示你已经超出了配额(资源限制已超过)。而且
您需要扩展 SageMaker 资源，请按照请求提高 SageMaker 资源的服务配额此页面上的程序请求提高配额
AmazonSupport。
SageMaker 资源名称对应于 Neptune ML 阶段，如下所示：
• SageMakerProcessingJob用于 Neptune 数据处理、模型训练和模型转换作业。
• SageMakerHyperParameterTuningJobNeptune 模型训练作业使用。
• SageMakerTrainingJobNeptune 模型训练作业使用。
• SageMakerEndpoint是由 Neptune 推理端点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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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Amazon Neptune 资源
Amazon Neptune 支持多种用于监控性能和使用情况的方法：
• 实例状态— 检查 Neptune 集群的图形数据库引擎的运行状况，查明安装了引擎的哪个版本，并使用获取
其他实例相关信息实例状态 API (p. 658).
• 亚马逊 CloudWatch— Neptune 会自动将指标发送到 CloudWatch 也支持 CloudWatch 警报。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使用 CloudWatch” (p. 660)。
• 审计日志文件— 使用 Neptune 控制台来查看、下载或监控数据库日志文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Neptune 审核日志” (p. 669)。
• 将日志发布到 Amazon CloudWatch 日志— 您可以配置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以将审计日志数据发布到
Amazon 中的日志组 CloudWatch 日志。与 CloudWatch Logs，可以对日志数据进行实时分析并使用
CloudWatch 创建警报和查看指标，并使用 CloudWatch Logs 用于在高持久性存储中存储日志记录。请参
阅 Neptune CloudWatch 日志 (p. 670)。
• Amazon CloudTrail— Neptune 支持 API 日志记录 CloudTrail.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使用记录 Neptune API 调用Amazon CloudTrail” (p. 671)。
• 事件通知订阅— 订阅Neptune 活动，随时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事件通知” (p. 673)。
• 标记— 使用标签向您的 Neptune 资源添加元数据并基于标签跟踪使用情况。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为Neptune 资源添加标签” (p. 681)。
主题
• 检查 Neptune 实例的运行Health (p. 658)
• 使用Amazon 监控 Neptune CloudWatch (p. 660)
• 将审核日志用于 Amazon Neptune 集群 (p. 669)
• 向亚马逊发布Neptune 日志 CloudWatch 日志 (p. 670)
• 使用记录 Amazon Neptune API 调用Amazon CloudTrail (p. 671)
• 使用 Neptune 事件通知 (p. 673)
• 标记Amazon Neptune 资源 (p. 681)

检查 Neptune 实例的运行Health
Amazon Neptune 提供了一种用于检查主机上的图形数据库的状态的机制。这也是确认您能够连接到实例的
好方法。
使用 curl 检查实例的运行状况：
curl -G https://your-neptune-endpoint:port/status

如果实例运行正常，则 status 命令返回以下字段：
• status— 设置为"healthy"如果实例没有遇到问题。
如果实例从崩溃中恢复或者进行了重新启动，并且最后服务器关闭时仍有活动的事务在运行。status设置
为"recovery".
• startTime— 设置为当前服务器进程启动的 UTC 时间。
API 版本 202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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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EngineVersion— 设置为在数据库集群上运行的 Neptune 引擎版本。
如果此引擎版本发布以来已手动安装补丁程序，则版本号添加前缀 "Patch-"。
• role— 设置为"reader"如果实例是只读副本，或者"writer"如果实例是主实例。
• dfeQueryEngine— 设置为"enabled"如果DFE 引擎 (p. 123)已完全启用，或者viaQueryHint如果
DFE 引擎仅用于具有useDFE查询提示设置为true(viaQueryHint默认值为）。
• gremlin— 包含有关集群上可用的 Gremlin 查询语言的信息。具体来说，它包含一个version指定当前
值的字段 TinkerPop 引擎使用的版本。
• sparql— 包含有关集群中可用的 SPARQL 查询语言的信息。具体来说，它包含一个version字段，该
字段指定引擎使用的当前 SPARQL 版本。
• opencypher— 包含有关集群上可用的 OpencyPher 查询语言的信息。具体来说，它包含一个version字
段，用于指定引擎使用的当前 OperCyPher 版本。
• labMode— 包含实验室模式 (p. 121)引擎使用的设置。
• rollingBackTrxCount— 如果有正在回滚的事务，则将此字段设置为此类事务的数量。如果没有正在
回滚的事务，则不会显示该字段。
• rollingBackTrxEarliestStartTime— 设置为正在回滚的最早事务的开始时间。如果没有正在回滚
的事务，则根本不会显示该字段。
• features— 包含有关在数据库集群上启用的功能的状态信息：
• lookupCache— 的当前状态查找缓存 (p. 101). 此字段仅显示在R5d实例类型，因为这些是唯一可以存
在查找缓存的实例。该字段是以下形式的 JSON 对象：
"lookupCache": {
"status": "current lookup cache status"
}

在R5d实例:
• 如果启用了查找缓存，则状态将列为"Available".
• 如果查找缓存已被禁用，则状态将列为"Disabled".
• 如果实例的磁盘限制已达到，则状态将列为"Read Only Mode - Storage Limit Reached".
• ResultCache— 当前状态缓存查询结果 (p. 283). 该字段是以下形式的 JSON 对象：
"resultCache": {
"status": "current results cache status"
}

• 如果结果缓存已启用，则状态将列为"Available".
• 如果缓存已禁用，则状态将列为"Disabled".
• IAMAuthentication— 指定是否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 身份验证已在您的
数据库集群上启用：
• 如果 IAM 身份验证已启用，则状态将列为"enabled".
• 如果 IAM 身份验证已禁用，则状态将列为"disabled".
• Streams— 指定是否已在数据库集群上启用 Neptune 流：
• 如果启用了流，则状态将列为"enabled".
• 如果禁用了流，则状态将列为"disabled".
• AuditLog— 指定是否已在数据库集群上启用审核日志：
• 如果已启用，则状态将列为"enabled".
• 如果禁用审核日志，则状态将列为"disabled".
• settings— 包含有关数据库集群上当前设置的信息。例如，包含当前集群查询超时设置：
版本 202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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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状态命令的输出示例
以下是实例 status 命令的输出的示例（在本例中为，在R5d实例):
{

"status":"healthy",
"startTime":"Wed Dec 29 02:29:24 UTC 2021",
"dbEngineVersion":"development",
"role":"writer",
"dfeQueryEngine":"viaQueryHint",
"gremlin":{"version":"tinkerpop-3.5.2"},
"sparql":{"version":"sparql-1.1"},
"opencypher":{"version":"Neptune-9.0.20190305-1.0"},
"labMode":{
"ObjectIndex":"disabled",
"ReadWriteConflictDetection":"enabled"
},
"features":{
"LookupCache":{"status":"Available"},
"ResultCache":{"status":"disabled"},
"IAMAuthentication":"disabled",
"Streams":"disabled",
"AuditLog":"disabled"
},
"settings":{"clusterQueryTimeoutInMs":"120000"}

}

如果实例出现问题，此状态命令将返回 HTTP 500 错误代码。如果主机无法访问，此请求将超时。请确保您
正在从 Virtual Private Cloud (VPC) 内访问实例并且您的安全组允许对其访问。

使用Amazon 监控 Neptune CloudWatch
Amazon Neptune 和Azon CloudWatch 均为集成式，因此您可收集并分析性能指标。可以通过使用监控这些
指标 CloudWatch 控制台Amazon Command Line Interface(Amazon CLI)，或者 CloudWatch API。
CloudWatch 还让您设置警报，以便在指标值超过您指定的阈值时，您可以收到通知。你甚至可以设
置 CloudWatch 事件来采取纠正措施，如果超过阈值。有关使用的更多信息 CloudWatch 和警报，参
阅CloudWatch 文档.
主题
• 查看 CloudWatch 数据（控制台） (p. 660)
• 查看 CloudWatch DATA (Amazon CLI） (p. 661)
• 查看 CloudWatch 数据 (API) (p. 661)
• 使用 CloudWatch 监控 Neptune 中的数据库实例性能 (p. 662)
• Neptune CloudWatch 指标 (p. 662)
• Neptune CloudWatch 维度 (p. 668)

查看 CloudWatch 数据（控制台）
查看 CloudWatch Neptune 集群的数据（控制台）
1.

登录到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打开 CloudWatch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cloud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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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Metrics（指标）。

3.

在所有指标窗格中，选择Neptune，然后选择DBClusterIdentifier.

4.

在上方窗格中，向下滚动以查看集群的完整指标列表。可用的 Neptune 指标选项将显示在查看list。

要选择或取消选择单个指标，请在结果窗格中选中资源名称和指标旁边的复选框。控制台底部显示所选项目
指标的图形。了解相关更多信息 CloudWatch 图表，请参阅绘制指标图形中的亚马逊 CloudWatch 用户指南.

查看 CloudWatch DATA (Amazon CLI）
查看 CloudWatch Neptune 星群的数据 (Amazon CLI）
1.

安装 Amazon CLI。有关说明，请参阅Amazon Command Line Interface用户指南.

2.

使用 Amazon CLI 抓取信息。相关的 CloudWatch Neptune 的参数列在Neptune CloudWatch 指
标 (p. 662).
以下示例检索 CloudWatch 每秒请求的 Gremlin 每秒请求数的指标gremlin-cluster集群。

aws cloudwatch get-metric-statistics \
--namespace AWS/Neptune --metric-name GremlinRequestsPerSec \
--dimensions Name=DBClusterIdentifier,Value=gremlin-cluster \
--start-time 2018-03-03T00:00:00Z --end-time 2018-03-04T00:00:00Z \
--period 60 --statistics=Average

查看 CloudWatch 数据 (API)
CloudWatch 也支持Query操作，因此您能够以编程方式请求信息。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CloudWatch
查询 API 文档和亚马逊 CloudWatch API 参考.
当 a CloudWatch 操作所需的参数是特定于 Neptune 监控的参数，如MetricName，请使用中列出的
值Neptune CloudWatch 指标 (p. 662).
以下示例显示一个低级别 CloudWatch 请求，使用了以下参数：
• Statistics.member.1 = Average
• Dimensions.member.1 = DBClusterIdentifier=gremlin-cluster
• Namespace = AWS/Neptune
• StartTime = 2013-11-14T00:00:00Z
• EndTime = 2013-11-16T00:00:00Z
• Period = 60
• MetricName = GremlinRequestsPerSec
它是 CloudWatch 请求的形式类似于。但是，这只是为了说明该请求的形式；您必须基于自己的指标和时间
范围来构造自己的请求。

https://monitoring.amazonaws.com/
?SignatureVersion=2
&Action=GremlinRequestsPerSec
&Version=2010-08-01
&StartTime=2018-03-03T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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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Time=2018-03-04T00:00:00
&Period=60
&Statistics.member.1=Average
&Dimensions.member.1=DBClusterIdentifier=gremlin-cluster
&Namespace=AWS/Neptune
&MetricName=GremlinRequests
&Timestamp=2018-03-04T17%3A48%3A21.746Z
&AWSAccessKeyId=Amazon Access Key ID;
&Signature=signature

使用 CloudWatch 监控 Neptune 中的数据库实例性能
您可以使用 CloudWatch Neptune 中的指标，用于监控数据库实例上发生的情况，并跟踪客户端观察到的查
询延迟。以下指标特别有用：
• CPUUtilization— 显示 CPU 使用百分率。
• VolumeWriteIOPs— 显示集群卷的磁盘 I/O 写入的平均数量，每隔 5 分钟报告一次。
• MainRequestQueuePendingRequests— 显示输入队列中等待执行的请求数。
您也可以使用Gremlin 查询状态终端节点 (p. 279)用includeWaiting参数。这将为您提供所有正在等待查
询的状态。
以下指标可帮助您调整 Neptune 置备和查询策略，以提高效率和性能：
• 延迟一致，高CPUUtilization，HighVolumeWriteIOPs和
lowMainRequestQueuePendingRequests共同表明服务器正在以可持续的速度主动处理并发写入请
求，几乎没有 I/O 等待。
• 延迟一致，低CPUUtilization，LowVolumeWriteIOPs而且不
是MainRequestQueuePendingRequests一起显示您在主数据库实例上有用于处理写入请求的过剩容
量。
• HighCPUUtilization而且HighVolumeWriteIOPs但是延迟可变
和MainRequestQueuePendingRequests一起显示您发送的工作量超过了服务器在给定时间间隔内可以
处理的数量。考虑创建或调整批处理请求的大小，以便以较少的事务开销完成相同数量的工作，和/或扩大
主实例以增加能够同时处理写入请求的查询线程的数量。
• 低CPUUtilizationhighVolumeWriteIOPs表示查询线程正在等待对存储层的 I/O 操作完成。如果你看
到可变的延迟和一些增加MainRequestQueuePendingRequests，请考虑创建或调整批处理请求的大
小，以便以更少的事务开销完成相同数量的工作。

Neptune CloudWatch 指标
Note
Amazon Neptune 将指标发送到 CloudWatch 仅当它们具有非零值时。
对于所有 Neptune 指标，聚合粒度为 5 分钟。
主题
• Neptune CloudWatch 指标 (p. 662)
• CloudWatch Neptune 中已弃用的指标 (p. 666)

Neptune CloudWatch 指标
下表列出了 CloudWatch Neptune 支持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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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无论是维护、重启还是从崩溃中恢复，每当服务器重新启动时，所有累积指标都会重置为零。

Neptune CloudWatch 指标
指标

描述

BackupRetentionPeriodStorageUsed

在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备份保留期内用于支
持的备份存储总量（以字节为单位）。包含在
TotalBackupStorageBilled 指标报告的总数
中。

BufferCacheHitRatio

缓冲区缓存提供的请求的百分比。此指标在诊断查
询延迟时非常有用，因为缓存未命中会导致显著的
延迟。如果缓存命中率低于 99.9，请考虑升级实例
类型以在内存中缓存更多数据。

ClusterReplicaLag

对于只读副本，从主实例中复制更新时的滞后总量
(以毫秒为单位)。

ClusterReplicaLagMaximum

数据库集群中主实例和每个 Neptune 数据库实例之
间的最大滞后量 (以毫秒为单位)。

ClusterReplicaLagMinimum

数据库集群中主实例和每个 Neptune 数据库实例之
间的最小滞后量 (以毫秒为单位)。

CPUUtilization

CPU 使用百分率。

EngineUptime

实例运行时间长度 (以秒为单位)。

FreeableMemory

随机存取内存的可用量 (以字节为单位)。

GremlinRequestsPerSec

每秒对 Gremlin 引擎的请求数。

GremlinWebSocketOpenConnections

打开数 WebSocket 与Neptune 的联系。

LoaderRequestsPerSec

每秒的加载程序请求数。

MainRequestQueuePendingRequests

输入队列中等待执行的请求数。当超出最大队列容
量时，Neptune 开始对请求进行限制。

NeptuneGlobalDBDataTransferBytes

从主服务器传输的重做日志数据的字节数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Secondary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在Neptune 全局数据库中。

NeptuneGlobalDBReplicatedWriteIO

从主服务器复制的写入 I/O 操作数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全局数据库中的群集卷到辅助数据库
中的群集卷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
Neptune 全局数据库中每个数据库集群的账单计
算使用VolumeWriteIOPS衡量该集群内执行的
写入操作的指标。对于主数据库集群，账单计算使
用NeptuneGlobalDBReplicatedWriteIO来考
虑向辅助数据库集群的跨区域复制。

NeptuneGlobalDBProgressLag

对于用户事务和系统事务，辅助集群落后于主集群
的毫秒数。

NetworkThroughput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中每个实例从客户端接收和发
送到客户端的网络吞吐量 (以每秒字节数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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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描述
此吞吐量确实不包括数据库集群中的实例与集群卷
之间的网络流量。

NetworkTransmitThroughput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中每个实例发送到客户端的传
出网络吞吐量 (以每秒字节数为单位)。此吞吐量确
实不包括数据库集群中的实例与集群卷之间的网络
流量。

NumTxCommitted

每秒成功提交的事务数。

NumTxOpened

每秒在服务器上打开的事务数。

NumTxRolledBack

由于错误每秒在服务器上回滚的事务数。

OpenCypherRequestsPerSec

每秒向 OpencyPher 引擎发出的请求数（包括
HTTPS 和 Bolt）。

OpenCypherBoltOpenConnections

打开的到Neptune 的 Bolt 连接数。

SnapshotStorageUsed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所有快照在其备份保留期
之外消耗的备份存储总量（单位为字节）。包含在
TotalBackupStorageBilled 指标报告的总数
中。

SparqlRequestsPerSec

每秒对 SPARQL 引擎的请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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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描述

StatsNumStatementsScanned

扫描的语句总数DFE 统计数据 (p. 124)自服务器启
动以来。
每次触发统计信息计算时，这个数字都会增加，但
是当没有计算发生时，它保持静态。因此，如果你
随着时间的推移绘制图表，你可以分辨出计算何时
发生，什么时候没有发生：

通过查看指标增加时段内的图表斜率，您还可以分
辨出计算的速度有多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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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描述
如果没有此类指标，则表示数据库集群上的统计功
能已禁用，或者您正在运行的引擎版本没有统计功
能。如果指标值为零，则表示未进行统计计算。

TotalBackupStorageBilled

为给定 Neptune 数据库集群计费时所针对
的备份存储总量（单位为字节）。包含由
BackupRetentionPeriodStorageUsed 和
SnapshotStorageUsed 指标度量的备份存储。

TotalRequestsPerSec

每秒从所有源到服务器的请求的总数。

TotalClientErrorsPerSec

每秒因客户端问题而导致错误的请求的总数。

TotalServerErrorsPerSec

每秒因内部故障而在服务器端出错的请求的总数。

VolumeBytesUsed

分配给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总存储量（以字节
为单位）。这是要计费的存储量。它是在数据库集
群存在期间的任何时间点分配给该集群的最大存储
量，而不是您当前使用的存储量（请参阅Neptune
存储计费 (p. 113)）。

VolumeReadIOPs

集群卷中计费读取 I/O 操作的平均数量，每隔 5 分
钟报告一次。计费读取操作数是在集群卷级别计算
的，由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聚合而
来，然后每隔 5 分钟报告一次。

VolumeWriteIOPs

集群卷的写入磁盘 I/O 操作的平均数量，每隔 5 分
钟报告一次。

CloudWatch Neptune 中已弃用的指标
现在已不建议使用以下Neptune 指标。它们仍然受支持，但随着新的更好指标出现，将来可能会被淘汰。
指标

描述

GremlinHttp1xx

Gremlin 终端节点每秒的 HTTP 1xx 响应的数量。
我们建议您改用新的 Http1xx 组合指标。

GremlinHttp2xx

Gremlin 终端节点每秒的 HTTP 2xx 响应的数量。
我们建议您改用新的 Http2xx 组合指标。

GremlinHttp4xx

Gremlin 终端节点每秒的 HTTP 4xx 错误的数量。
我们建议您改用新的 Http4xx 组合指标。

GremlinHttp5xx

Gremlin 终端节点每秒的 HTTP 5xx 错误的数量。
我们建议您改用新的 Http5xx 组合指标。

GremlinErrors

Gremlin 遍历中的错误数量。

GremlinRequests

对 Gremlin 引擎的请求数。

GremlinWebSocketSuccess

成功的数目 WebSocket 每秒到 Gremlin 终端节点的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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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描述

GremlinWebSocketClientErrors

的数量 WebSocket Gremlin 终端节点上每秒客户端
错误的数量。

GremlinWebSocketServerErrors

的数量 WebSocket Gremlin 终端节点上每秒服务器
错误的数量。

GremlinWebSocketAvailableConnections

潜在数量 WebSocket 连接当前可用。

Http100

终端节点每秒的 HTTP 100 响应的数量。
我们建议您改用新的 Http1xx 组合指标。

Http101

终端节点每秒的 HTTP 101 响应的数量。
我们建议您改用新的 Http1xx 组合指标。

Http1xx

终端节点每秒的 HTTP 1xx 响应的数量。

Http200

终端节点每秒的 HTTP 200 响应的数量。
我们建议您改用新的 Http2xx 组合指标。

Http2xx

终端节点每秒的 HTTP 2xx 响应的数量。

Http400

终端节点每秒的 HTTP 400 错误的数量。
我们建议您改用新的 Http4xx 组合指标。

Http403

终端节点每秒的 HTTP 403 错误的数量。
我们建议您改用新的 Http4xx 组合指标。

Http405

终端节点每秒的 HTTP 405 错误的数量。
我们建议您改用新的 Http4xx 组合指标。

Http413

终端节点每秒的 HTTP 413 错误的数量。
我们建议您改用新的 Http4xx 组合指标。

Http429

终端节点每秒的 HTTP 429 错误的数量。
我们建议您改用新的 Http4xx 组合指标。

Http4xx

终端节点每秒的 HTTP 4xx 错误的数量。

Http500

终端节点每秒的 HTTP 500 错误的数量。
我们建议您改用新的 Http5xx 组合指标。

Http501

终端节点每秒的 HTTP 501 错误的数量。
我们建议您改用新的 Http5xx 组合指标。

Http5xx

终端节点每秒的 HTTP 5xx 错误的数量。

LoaderErrors

来自加载程序请求的错误数。

LoaderRequests

加载程序请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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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描述

SparqlHttp1xx

SPARQL 终端节点每秒的 HTTP 1xx 响应的数量。
我们建议您改用新的 Http1xx 组合指标。
SPARQL 终端节点每秒的 HTTP 2xx 响应的数量。

SparqlHttp2xx

我们建议您改用新的 Http2xx 组合指标。
SPARQL 终端节点每秒的 HTTP 4xx 错误的数量。

SparqlHttp4xx

我们建议您改用新的 Http4xx 组合指标。
SPARQL 终端节点每秒的 HTTP 5xx 错误的数量。

SparqlHttp5xx

我们建议您改用新的 Http5xx 组合指标。
SparqlErrors

SPARQL 查询中的错误数。

SparqlRequests

对 SPARQL 引擎的请求数。

StatusErrors

来自状态终端节点的错误数。

StatusRequests

对状态终端节点的请求数。

Neptune CloudWatch 维度
Amazon Neptune 的指标由账户、图形名称或操作进行限定。你可以使用 Amazon CloudWatch 控制台，按
照下表中的任意维度对Neptune数据进行检索。
维度

描述

DBInstanceIdentifier

筛选您为集群内的特定数据库实例请求的数据。

DBClusterIdentifier

筛选您为特定 Neptune 数据库集群请求的数据。

DBClusterIdentifier, EngineName

按集群筛选数据。所有 Neptune 实例的引擎名称均
为 neptune。

DBClusterIdentifier, Role

筛选您为特定 Neptune 数据库集群请求的数据，并
按实例角色 (WRITER/READER) 聚合指标。例如，
您可以聚合属于某个群集的所有 READER 实例的指
标。

DBClusterIdentifier, SourceRegion

按全局数据库主区域中的主集群筛选数据。

DatabaseClass

筛选您为数据库类中的所有实例请求的数据。例
如，您可以聚合属于数据库类 db.r4.large 的所有实
例的指标

EngineName

所有 Neptune 实例的引擎名称均为 neptune。

GlobalDBDBClusterIdentifier,
SecondaryRegion

按辅助区域中指定全局数据库的辅助集群筛选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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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审核日志用于 Amazon Neptune 集群
要审核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活动，请通过设置数据库集群参数来启用审核日志的收集。在启用了审
核日志时，您可以用它来记录任意支持事件的组合。您可以查看或者下载审核日志来检查。

启用Neptune 审核日志
使用 neptune_enable_audit_log 参数可启用 (1) 或禁用 (0) 审核日志。
在由您的数据库集群使用的参数组中设置此参数。您可以使用中显示的过程编辑数据库集群参数组或数据库
参数组 (p. 443)使用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或者使用modify-db-cluster-parametergut Amazon CLI命令或修改数据库ClusterParameterGroupAPI 命令以编程方式修改参数。
修改该参数后，必须重新启动数据库集群才能应用更改。

使用控制台查看 Neptune 审计日志
您可以使用 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查看并下载审核日志。在实例页面上，选择该数据
库实例以显示其详细信息，然后滚动到日志部分。
要下载日志文件，请在日志部分中选择该文件并选择下载。

Neptune 审核日志详细信息
日志文件使用 UTF-8 格式。日志写入到多个文件中，其数量根据实例大小变化。要查看最新事件，您可能需
要查看所有审核日志文件。
日志条目不按先后顺序。您可以使用 timestamp 值对其进行排序。
日志文件在总和达到 100 MB 时轮换。此限制是无法配置的。
审计日志文件的各行按照以下顺序包含以下逗号分隔的信息：
字段

描述

时间戳

所记录事件的 Unix 时间戳，精度为微秒。

ServerHost

记录了其事件的实例的主机名或 IP。

ClientHost

用户发起连接时所在的主机名或 IP。

ConnectionType 连接类型。可以Websocket、HTTP_POST、HTTP_GET，或者Bolt.
呼叫者的 IAM
ARN

用于签署请求的 IAM 用户或 IAM 角色的 ARN。如果 IAM 身份验证已禁用，则为空。其
格式为：
arn:partition:service:region:account:resource
例如：
arn:aws:iam::123456789012:user/Anna
arn:aws:sts::123456789012:assumed-role/AWSNeptuneNotebookRole/
SageM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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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身份验证上下文 包含身份验证信息的序列化 JSON 对象。如果已对用户进行身份验
证，authenticationSucceeded 字段将为 True。
如果 IAM 身份验证已禁用，则为空。
HttpHeader

HTTP 标头信息。可以包含一个查询。空适用于 WebSocket和螺栓连接。

有效负载

Gremlin、SPARQL 或 OpencyPher 查询。

向亚马逊发布Neptune 日志 CloudWatch 日志
您可以配置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以将审计日志数据发布到 Amazon 中的日志组 CloudWatch 日志。与
CloudWatch Logs，可以对日志数据进行实时分析并使用 CloudWatch 创建警报和查看指标。您可以使用
CloudWatch Logs 用于在高持久性存储中存储日志记录。
将日志发布到 CloudWatch 必须明确启用日志和审计日志（请参阅。启用审计日志 (p. 669))。

Note
请注意以下事项：
• 您无法将日志发布到 CloudWatch 中国（北京）或中国（宁夏）区域的日志。
• 如果禁用了导出日志数据，则 Neptune 不会删除现有日志组或日志流。如果禁用了导出日志数
据，现有日志数据在中保持可用 CloudWatch 日志，具体取决于日志保留，并且您仍将产生存储
审核日志数据的费用。您可以使用删除日志流和日志组 CloudWatch 日志控制台，Amazon CLI，
或者 CloudWatch Logs API。

使用控制台将 Neptune 日志发布到 CloudWatch 日志
将Neptune 日志发布到 CloudWatch 控制台中的日志
1.
2.

登录到Amazon管理控制台，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Amazon Neptune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neptune/home.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Databases（数据库）。

3.
4.
5.

选择要为其发布日志数据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
对于 Actions（操作），选择 Modify（修改）。
在日志导出部分中，选择要开始发布到的日志 CloudWatch 日志。

6.

选择继续，然后选择摘要页面上的 修改数据库集群。

使用 CLI 将 Neptune 日志发布到 CloudWatch 日志
您可以创建将审计日志发布到的新数据库集群 CloudWatch 使用对进行日志志志Amazon CLI create-dbcluster命令，带以下参数的命令：
aws neptune create-db-cluster --region us-east-1
--db-cluster-identifier my_db_cluster_id \
--engine neptune \
--enable-cloudwatch-logs-exports '["audit"]'

\

您可以配置现有的数据库集群以将审计日志发布到 CloudWatch 使用对进行日志志志Amazon CLI modifydb-cluster命令，带以下参数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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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region us-east-1 \
--db-cluster-identifier my_db_cluster_id \
--cloudwatch-logs-export-configuration '{"EnableLogTypes":["audit"]}'

在亚马逊中监控Neptune 日志事件 CloudWatch
启用 Neptune Logs 后，您可以在亚马逊监控日志事件 CloudWatch 日志。将自动使用以下前缀为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创建新的日志组，其中包括cluster-name表示数据库集群名称，并且log_type表示日志类
型：
/aws/neptune/cluster-name/log_type

例如，如果您将导出功能配置为包括名为 mydbcluster 的数据库集群的审计日志，则日志数据将存储在 /
aws/neptune/mydbcluster/audit 日志组中。
将使用不同的日志流将来自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数据库实例的所有事件推送到一个日志组。
如果存在具有指定名称的日志组，Neptune 将使用该日志组为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导出日志数据。您可以
使用自动化配置 (例如 Amazon CloudFormation) 创建具有预定义日志保留期、指标筛选条件和客户访问
权限的日志组。否则，将自动使用默认日志保留期（默认日志保留期）创一个新的日志组，永不过期，在
CloudWatch 日志。
您可以使用 CloudWatch 日志控制台，Amazon CLI，或者 CloudWatch 日志 API 更改日志保留期。有关在
中更改日志保留期的更多信息 CloudWatch 日志，请参阅更改 中的日志数据保留期 CloudWatch 日志.
您可以使用 CloudWatch 日志控制台，Amazon CLI，或者 CloudWatch Logs API 用于在数据库集群的日志
事件中搜索信息。有关搜索和筛选日志数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搜索和筛选日志数据。

使用记录 Amazon Neptune API 调用Amazon
CloudTrail
Amazon Neptune 与Amazon CloudTrail，提供用户、角色或Amazon在Neptune 服务。 CloudTrail 将对
Neptune 的 API 调用作为事件捕获，包括来自Neptune 控制台的调用和对 Neptune API 的代码调用。
CloudTrail 仅记录 Neptune 管理 API 调用的事件，如创建实例或集群。如果要审核对图表所做更改，您可以
使用审核日志。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将审核日志用于 Amazon Neptune 集群 (p. 669)。

Important
Amazon Neptune 控制台，Amazon CLI和 AI 调用记录为对 Amazon 关系数据库服务 (Amazon
RDS) API 的调用。
如果您创建了跟踪，则可以使以下内容的持续传送 CloudTrail 事件添加到 Amazon S3 存储桶，包
括 Neptune 的事件。如果您不配置跟踪，则仍可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事件历史记录. 使用收集的信息
CloudTrail，您可以确定向 Neptune 发出了什么请求、发出请求的 IP 地址、何人发出的请求、请求的发出时
间以及其他详细信息。
了解相关更多信息 CloudTrail，请参阅Amazon CloudTrail用户指南.

Neptune 信息 CloudTrail
CloudTrail 已在您的上启用Amazon在您创建账户时，即针对该账户执行的操作。当 Amazon Neptune 中发
生活动时，该活动将记录在 CloudTrail 活动与其他Amazon中的事件事件历史记录. 您可以在 Amazon 账户中
查看、搜索和下载最新事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查看事件 CloudTrail 事件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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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记录您的事件Amazon帐户（其中包含 Neptune 的事件）会创建跟踪。一条路线启用 CloudTrail 将
日志文件传送至 Amazon S3 存储桶。默认情况下，在控制台中创建跟踪时，此跟踪应用于所有区域。
此跟踪记录在 Amazon 分区中记录所有区域中的事件，并将日志文件传送至您指定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此外，您还可以配置其他Amazon服务，进一步分析在中收集的事件数据并
采取行动 CloudTrail 日志。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 创建跟踪概览
•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 为 配置 Amazon SNS 通知 CloudTrail
• 正在接收 CloudTrail 多个区域中的日志文件和正在接收 CloudTrail 多个账户中的日志文件
如果代表您采取了行动Amazon使用Neptune 控制台、Neptune 命令行界面或 Neptune SDK API 的账
户，Amazon CloudTrail记录为对 Amazon RDS API 的调用。例如，如果使用 Neptune 控制台修改数据库
实例或调用Amazon CLI modify-db-instance命令，Amazon CloudTrail日志显示了对亚马逊 RDS API 的调
用ModifyDBInstanceaction. 有关记录的Neptune API 操作的列表Amazon CloudTrail，请参阅Neptune API
参考.

Note
Amazon CloudTrail仅记录 Neptune 管理 API 调用的事件，如创建实例或集群。如果要审核对图
表所做更改，您可以使用审核日志。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将审核日志用于 Amazon Neptune 集
群 (p. 669)。
每个事件或日志条目都包含有关生成请求的人员信息。身份信息可帮助您确定以下内容：
• 请求是使用根用户凭证还是 IAM 用户凭证发出的。
• 请求是使用角色还是联合身份用户的临时安全凭证发出的。
• 请求是否由其它 Amazon 服务发出。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CloudTrail userIdentity 元素。

了解 Neptune 日志文件条目
跟踪是一种配置，可用于将事件作为日志文件传送到您指定的 Amazon S3 存储桶。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包
含一个或多个日志条目。一个事件表示来自任何源的一个请求，包括有关所请求的操作、操作的日期和时
间、请求参数等方面的信息。 CloudTrail 日志文件不是公用 API 调用的有序堆栈跟踪，因此它们不会按任何
特定顺序显示。
以下示例显示了一个 CloudTrail 为某用户的日志；该用户使用 Neptune 控制台创建了数据库实例的快照并删
除了该实例。控制台由 userAgent 元素标识。控制台 (CreateDBSnapshot 和 DeleteDBInstance) 请
求的 API 调用可在每条记录的 eventName 元素中找到。有关用户（Alice） 的信息可在 userIdentity
元素中找到。
{

Records:[
{
"awsRegion":"us-west-2",
"eventName":"CreateDBSnapshot",
"eventSource":"",
"eventTime":"2014-01-14T16:23:49Z",
"eventVersion":"1.0",
"sourceIPAddress":"192.0.2.01",
"userAgent":"Amazon Console, aws-sdk-java\/unknown-version Linux\/2.6.18kaos_fleet-1108-prod.2 Java_HotSpot(TM)_64-Bit_Server_VM\/24.45-b08",
"userIdentity":
{
"accessKeyId":"",
"accountId":"123456789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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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n":"arn:aws:iam::123456789012:user/Alice",
"principalId":"AIDAI2JXM4FBZZEXAMPLE",
"sessionContext":
{
"attributes":
{
"creationDate":"2014-01-14T15:55:59Z",
"mfaAuthenticated":false
}
},
"type":"IAMUser",
"userName":"Alice"

},
{

"awsRegion":"us-west-2",
"eventName":"DeleteDBInstance",
"eventSource":"",
"eventTime":"2014-01-14T16:28:27Z",
"eventVersion":"1.0",
"sourceIPAddress":"192.0.2.01",
"userAgent":"Amazon Console, aws-sdk-java\/unknown-version Linux\/2.6.18kaos_fleet-1108-prod.2 Java_HotSpot(TM)_64-Bit_Server_VM\/24.45-b08",
"userIdentity":
{
"accessKeyId":"",
"accountId":"123456789012",
"arn":"arn:aws:iam::123456789012:user/Alice",
"principalId":"AIDAI2JXM4FBZZEXAMPLE",
"sessionContext":
{
"attributes":
{
"creationDate":"2014-01-14T15:55:59Z",
"mfaAuthenticated":false
}
},
"type":"IAMUser",
"userName":"Alice"
}
}
]
}

使用 Neptune 事件通知
主题
• Amazon Neptune 事件类别和事件消息 (p. 674)
• 订阅 Neptune 事件通知 (p. 680)
• 管理 Neptune 事件通知订阅 (p. 680)
Amazon Service 使用 Amazon 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 (Amazon SNS) 在发生 Neptune 事件时提供通知
这些通知可以采用 Amazon SNS 支持的任何形式Amazon区域，如电子邮件、短信或者调用 HTTP 终端节
点。
Neptune 将这些事件分组为您可以订阅的类别。您可以针对数据库实例、数据库集群、数据库集群、数据
库快照、数据库集群快照或者数据库参数组订阅事件类别。例如，如果您订阅给定数据库实例的 Backup 类
别，那么无论何时出现影响该数据库实例的备份相关事件，您都将收到通知。您还将在事件通知订阅更改时
收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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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在数据库集群和数据库实例级别发生。所以，如果您针对数据库集群或数据库实例进行订阅。
事件通知会发送到您在创建订阅时提供的地址。您可能希望创建多个不同的订阅，如使用接收所有事件通知
的订阅和仅接收针对生产数据库实例的关键事件的订阅。您可以轻松关闭通知，而无需删除订阅。为此，请
设置Enabled (已启用)单选按钮到否在Neptune 控制台中。

Important
Amazon Neptune 不保证在事件流中发送的事件的顺序。事件顺序可能会发生变化。
Neptune 使用 Amazon SNS 主题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标识每个订阅。Neptune 控制台在您创建订阅
时为您创建 ARN。
Neptune 事件通知的计费是通过 Amazon SNS 执行的。Amazon SNS 费用在使用事件通知时适用。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Simple Notif.

Amazon Neptune 事件类别和事件消息
Neptune 会在各种类型中生成许多事件，您可以使用 Neptune 控制台订阅这些事件。每个类别应用于一种源
类型，可以是数据库实例、数据库快照或数据库参数组。

Note
Neptune 使用现有 Amazon RDS 事件定义和 ID。

源自数据库实例的 Neptune 事件
下表显示了数据库实例为源类型时的事件列表。
类别

Amazon RDS 事件 ID

描述

可用性

RDS-EVENT-0006

数据库实例已重启。

可用性

RDS-EVENT-0004

数据库实例已关闭。

可用性

RDS-EVENT-0022

重新启动 MySQL 或
MariaDB 时出现了错
误。

backup

RDS-EVENT-0001

备份数据库实例。

backup

RDS-EVENT-0002

已完成数据库实例备
份。

配置更改

RDS-EVENT-0009

数据库实例已添加到安
全组。

配置更改

RDS-EVENT-0024

数据库实例正在转换为
多可用区数据库实例。

配置更改

RDS-EVENT-0030

数据库实例正在转换为
单可用区数据库实例。

配置更改

RDS-EVENT-0012

将修改应用于数据库实
例类。

配置更改

RDS-EVENT-0018

正在更改此数据库实例
的当前存储设置。

配置更改

RDS-EVENT-0011

已更改此数据库实例的
参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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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Amazon RDS 事件 ID

描述

配置更改

RDS-EVENT-0092

此数据库实例的参数组
已完成更新。

配置更改

RDS-EVENT-0028

已禁用此数据库实例的
自动备份。

配置更改

RDS-EVENT-0032

已启用此数据库实例的
自动备份。

配置更改

RDS-EVENT-0025

数据库实例已转换为多
可用区数据库实例。

配置更改

RDS-EVENT-0029

数据库实例已转换为单
可用区数据库实例。

配置更改

RDS-EVENT-0014

已更改此数据库实例的
数据库实例类。

配置更改

RDS-EVENT-0017

已更改此数据库实例的
存储设置。

配置更改

RDS-EVENT-0010

数据库实例已从安全组
删除。

创建

RDS-EVENT-0005

数据库实例已创建。

删除

RDS-EVENT-0003

数据库实例已删除。

故障转移

RDS-EVENT-0034

Neptune 不会因为数据
库实例上最近出现故障
转移而尝试请求故障转
移。

故障转移

RDS-EVENT-0013

已启用可以提升备用实
例性能的多可用区故障
转移。

故障转移

RDS-EVENT-0015

已完成可以提升备用实
例性能的多可用区故障
转移。可能需要几分钟
的时间才能让 DNS 传输
到新的主数据库实例。

故障转移

RDS-EVENT-0065

实例已从部分故障转移
恢复。

故障转移

RDS-EVENT-0049

多可用区故障转移已完
成。

故障转移

RDS-EVENT-0050

多可用区激活已在成功
还原实例后开始。

故障转移

RDS-EVENT-0051

多可用区激活已完成。
现在，应该可以访问您
的数据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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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Amazon RDS 事件 ID

描述

失败

RDS-EVENT-0031

由于某个不兼容配置或
底层存储问题，数据库
实例已失败。BEGIN
point-in-time-restore 用
于数据库实例。

失败

RDS-EVENT-0036

数据库实例处于不兼容
的网络中。有些指定的
子网 ID 无效或者不存
在。

失败

RDS-EVENT-0035

数据库实例有无效参
数。例如，如果数据库
实例因为此实例类的内
存相关参数设置过高而
无法启动，客户就应该
修改内存参数，并重新
启动数据库实例。

失败

RDS-EVENT-0082

Neptune 无法从
Amazon S3 存储桶复制
备份数据。很可能是用
来访问 Amazon S3 存储
桶的 Neptune 权限配置
不正确。

存储不足

RDS-EVENT-0089

数据库实例已使用其分
配的存储空间的 90% 以
上。您可以使用可用存
储空间指标监控数据库
实例的存储空间。

存储不足

RDS-EVENT-0007

分配的数据库实例存储
空间已用完。要解决此
问题，您应该为数据库
实例分配额外存储。

维护

RDS-EVENT-0026

正在进行数据库实例的
脱机维护。数据库实例
目前无法使用。

维护

RDS-EVENT-0027

数据库实例的脱机维护
已完成。现在可以使用
数据库实例。

维护

RDS-EVENT-0047

数据库实例的修补已完
成。

通知

RDS-EVENT-0044

操作员发出的通知。有
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事
件消息。

通知

RDS-EVENT-0048

数据库实例的修补已延
迟。

通知

RDS-EVENT-0087

已停止数据库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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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Amazon RDS 事件 ID

描述

通知

RDS-EVENT-0088

已启动数据库实例。

通知

RDS-EVENT-0154

数据库实例将由于它超
过最大允许停止的时间
而正被启动。

通知

RDS-EVENT-0158

数据库实例处于无法升
级的状态。

通知

RDS-EVENT-0173

已修补数据库实例。

只读副本

RDS-EVENT-0045

在读取复制过程中出
错。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阅事件消息。

只读副本

RDS-EVENT-0046

只读副本已恢复复制。
此消息会在您首次创
建只读副本时出现，
或显示为确认复制在
正常运行的监控消息。
如果此消息在 RDSEVENT-0045 通知之后
出现，则复制已在出现
错误之后或是停止复制
之后进行了恢复。

只读副本

RDS-EVENT-0057

只读副本上的复制已终
止。

只读副本

RDS-EVENT-0062

只读副本上的复制已手
动停止。

只读副本

RDS-EVENT-0063

只读副本上的复制已重
置。

恢复

RDS-EVENT-0020

已启动数据库实例的还
原。恢复时间会随待
恢复数据量的变化而变
化。

恢复

RDS-EVENT-0021

数据库实例的恢复已完
成。

恢复

RDS-EVENT-0023

已请求手动备份，但
Neptune 目前处于创建
数据库快照的过程中。
请在 Neptune 完成数
据库快照后再次提交请
求。

恢复

RDS-EVENT-0052

已启动多可用区实例的
恢复。恢复时间会随待
恢复数据量的变化而变
化。

恢复

RDS-EVENT-0053

多可用区实例的恢复已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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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Amazon RDS 事件 ID

描述

还原

RDS-EVENT-0008

已从数据库快照中恢复
数据库实例。

还原

RDS-EVENT-0019

已从中恢复数据库实例
point-in-time备份.

源自数据库集群的 Neptune 事件
下表显示了数据库集群为源类型时的事件类别的事件列表。
类别

RDS 事件 ID

描述

故障转移

RDS-EVENT-0069

数据库群集的故障转移
已失败。

故障转移

RDS-EVENT-0070

数据库群集的故障转移
已重新启动。

故障转移

RDS-EVENT-0071

数据库群集的故障转移
已完成。

故障转移

RDS-EVENT-0072

数据库群集的故障转移
已在同一可用区内开
始。

故障转移

RDS-EVENT-0073

数据库群集的故障转移
已跨可用区开始。

失败

RDS-EVENT-0083

Neptune 无法从
Amazon S3 存储桶复制
备份数据。很可能是用
来访问 Amazon S3 存储
桶的 Neptune 权限配置
不正确。

maintenance

RDS-EVENT-0156

数据库集群具有数据库
引擎次要版本升级。

通知

RDS-EVENT-0076

迁移到 Neptune 数据库
集群失败。

通知

RDS-EVENT-0077

在迁移到 Neptune 数
据库集群的过程中，将
表从源数据库转换为
InnoDB 的尝试失败。

通知

RDS-EVENT-0150

已停止数据库集群。

通知

RDS-EVENT-0151

已启动数据库集群。

通知

RDS-EVENT-0152

数据库集群停止失败。

通知

RDS-EVENT-0153

数据库集群将由于它超
过最大允许停止的时间
而正被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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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数据库集群快照的 Neptune 事件
下表显示了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快照为源类型时的事件类型和事件列表。
类别

RDS 事件 ID

描述

backup

RDS-EVENT-0074

手动数据库群集快照的
创建已开始。

backup

RDS-EVENT-0075

已创建手动数据库集群
快照。

通知

RDS-EVENT-0162

数据库集群快照导出任
务失败。

通知

RDS-EVENT-0163

数据库集群快照导出任
务已取消。

通知

RDS-EVENT-0164

数据库集群快照导出任
务已完成。

backup

RDS-EVENT-0168

正在创建自动集群快
照。

backup

RDS-EVENT-0169

已创建自动集群快照。

创建

RDS-EVENT-0170

已创建数据库集群。

删除

RDS-EVENT-0171

已删除数据库集群。

通知

RDS-EVENT-0172

将数据库集群从 [旧数据
库集群名称] 重命名为
[新数据库集群名称]。

源自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的 Neptune 事件
下表显示了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为源类型时的事件类型和事件列表。
类别

RDS 事件 ID

描述

配置更改

RDS-EVENT-0037

参数组已修改。

源自安全组的 Neptune 事件
下表显示了安全组为源类型时的事件类别和事件列表。
类别

RDS 事件 ID

描述

配置更改

RDS-EVENT-0038

安全组已修改。

失败

RDS-EVENT-0039

不存在 [user] 拥有的安
全组；已激活安全组的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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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 Neptune 事件通知
您可以使用 Neptune 控制台订阅事件通知，如下所示：

订阅 Neptune 事件通知
1.

登录到Amazon管理控制台，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Amazon Neptune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neptune/home.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事件订阅。

3.

在事件订阅窗格中，选择创建事件订阅。

4.

在创建事件订阅对话框中，请执行以下操作：
a.

对于名称，输入事件通知订阅的名称。

b.

对于发送通知到，选择 Amazon SNS 主题的现有 Amazon SNS ARN，或者选择创建主题来输入主
题的名称和收件人列表。

c.

对于源类型，请选择一种源类型。

d.

选择是以启用订阅。如果要创建订阅，但尚未发送通知，请选择否。

e.

根据选定源类型的情况，选择您希望接收其事件通知的事件通知的源。

f.

选择Create（创建）。

管理 Neptune 事件通知订阅
如果选择事件订阅在 Neptune 控制台的导航窗格中，您可以查看订阅类别和当前订阅列表。
您还可以修改或删除特定的订阅。

修改 Neptune 事件通知订阅
修改当前的 Neptune 事件通知订阅
1.

登录到Amazon管理控制台，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Amazon Neptune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neptune/home.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事件订阅。事件订阅窗格中会显示您的所有事件通知订阅。

3.

在事件订阅窗格中，选择您要修改的订阅，然后选择编辑。

4.

在目标或来源部分中对订阅进行更改。您可以通过选择或者取消选择操作来添加或删除源标识符源部
分。

5.

选择 Edit（编辑）。Neptune 控制台会表明正在修改订阅。

删除 Neptune 事件通知订阅
当您不再需要时，可以删除订阅。该主题的所有用户都将再也不会收到订阅指定的事件通知。

删除 Neptune 事件通知订阅
1.

登录到Amazon管理控制台，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Amazon Neptune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neptune/home.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事件订阅。

3.

在事件订阅窗格中，选择您希望删除的订阅。

4.

选择 Delete（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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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Neptune 控制台会表明正在删除订阅。

标记Amazon Neptune 资源
您可以使用 Neptune 标签向您的Neptune 资源添加元数据。此外，您还可以将标签与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 策略用于管理对 Neptune 资源的访问并控制可应用于这些资源的操作。最后，您
可以将具有类似标签的资源的费用分组在一起，使用标签来跟踪成本。
所有 Neptune 管理资源都可添加标签，其中包括：
• 数据库实例
• 数据库集群
• 只读副本
• 数据库快照
• 数据库集群快照
• 事件订阅
• 数据库参数组
• 数据库集群参数组
• 数据库子网组

Neptune 资源标签概述
Amazon Neptune 标签是由您定义的名称-值对，与Neptune 资源关联。此名称也叫键。为键提供值为可选
操作。可使用标签向 Neptune 资源分配任意信息。例如，您可以使用标签键定义一个类别，而标签值可以
是该类别中的一个项目。例如，您可能定义 “project” 标签键和 “Salix” 标签值，以指示将 Neptune 资源分
配给 Salix 项目。您也可以使用标签通过以下键指定 Neptune 资源用于测试或生产environment=test要
么environment=production. 我们建议使用一组具有一致性的标签键，以便跟踪与 Neptune 资源关联的
元数据变得更轻松。
使用标签来组织Amazon账单以反映您自身的成本结构。要执行此操作，请注册以获取包含标签键值的
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 账单。然后，如需查看组合资源的成本，请按有同样标签键值的资源组织您的
账单信息。例如，您可以将特定的应用程序名称用作几个资源的标签，然后组织账单信息，以查看在数个服
务中的使用该应用程序的总成本。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Billing 用户指南 中的使用成本分配标签。
每个 Neptune 资源都有一组标签，其中包含分配给该 Neptune 资源的所有标签。一个标签集可以包含多达
10 个标签，也可以为空。如果向 Neptune 资源添加一个标签，而该标签的键与资源上某个现有的标签相
同，则新值将覆盖旧值。
Amazon 不会对您的标记应用任何语义意义；所有标记都会严格地作为字符串进行解析。Neptune 可以在数
据库实例或其他 Neptune 资源上设置标签，具体取决于您创建资源时使用的设置。例如，Neptune 可添加一
个标签来指示数据库实例用于生产或测试。
• 标签密钥是标签的名称，属于必填内容。该字符串值的长度可以在 1 到 128 个 Unicode 字符之间，并且不
能带有前缀“aws:”或“rds:”。字符串只能包含 Unicode 字母、数字、空格、“_”、“.”、“/”、“=”、“+”、“-”的
集合（Java 正则表达式：“^([\\p{L}\\p{Z}\\p{N}_.:/=+\\-]*)$”）。
• 标签值则是一个可选的标签字符串值。该字符串值的长度可以在 1 到 256 个 Unicode 字符之间，并且不能
带有前缀“aws:”。字符串只能包含 Unicode 字母、数字、空格、“_”、“.”、“/”、“=”、“+”、“-”的集合（Java
正则表达式：“^([\\p{L}\\p{Z}\\p{N}_.:/=+\\-]*)$”）。
在标签集中，值不必具有唯一性，且可为空值。例如，在 project/Trinity 和 cost-center/
Trinity 的标签集中，可以存在键-值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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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您可以向快照添加标签。但是，您的账单不会反映此分组。
您可以使用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该Amazon CLI，或 Neptune API，以添加、列
出和删除Neptune 资源上的标签。使用Amazon CLI或 Neptune API，则必须提供要使用的Neptune 资源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有关构造 ARN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构造 Neptune 的 ARN (p. 684)。
对标签进行缓存以用于授权。因此，可能先用几分钟添加和更新 Neptune 资源上的标签，然后标签才可用。

在Neptune 中复制标签
在创建或还原数据库实例时，您可以指定将数据库实例中的标签复制到数据库实例的快照。复制标签将确保
数据库快照的元数据与源数据库实例的元数据匹配，并且数据库快照的任何访问策略与源数据库实例的任何
访问策略匹配。默认情况下不复制标签。
您可以为以下操作指定将标签复制到数据库快照：
• 创建数据库实例。
• 还原数据库实例。
• 创建只读副本。
• 复制数据库快照。

Note
如果包含--tag-key的参数create-db-cluster-snapshot Amazon CLI命令（或至少提供一个标签
给CreateDBClusterSnapshot (p. 924)API 操作），Neptune 不会将标签从源数据库实例复制到新
的数据库快照。即使源数据库实例已启用 --copy-tags-to-snapshot(CopyTagsToSnapshot)
选项也是如此。
这意味着，您可以从数据库快照创建数据库实例的副本，而无需添加不适用于新数据库实
例的标签。使用创建数据库快照后Amazon CLI create-db-cluster-snapshot命令
（或CreateDBClusterSnapshotNeptune API 操作），您随后可以按本主题后面所述添加标
签。

在 Neptune 中使用标记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
为 Amazon Neptune 资源加标签的过程对于所有资源均类似。以下过程展示如何为 Neptune 数据库实例添
加标签。

要向数据库实例添加标签，请执行以下操作：
1.

登录到Amazon管理控制台，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Amazon Neptune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neptune/home.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Instances (实例)。

Note
要在实例窗格中筛选数据库实例列表，请在筛选实例框中键入文本字符串。只会显示包含该字
符串的数据库实例。
3.

选择您要为其添加标签的数据库实例。

4.

选择实例操作，然后选择查看详细信息。

5.

在详细信息部分中，向下滚动到标签部分。
API 版本 2020-12-18
682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使用 CLI 进行标记

6.

选择 Add。将显示添加标签窗口。

7.

为标签键和值键入一个值。

8.

要添加其他标签，您可以选择添加其他标签，并为其标签键和值键入一个值。
将该步骤重复执行所需的次数。

9.

选择 Add。

删除数据库实例的标签
1.

登录到Amazon管理控制台，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Amazon Neptune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neptune/home.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Instances (实例)。

Note
要在实例窗格中筛选数据库实例列表，请在筛选实例框中键入文本字符串。只会显示包含该字
符串的数据库实例。
3.

选择您要为其添加标签的数据库实例。

4.

选择实例操作，然后选择查看详细信息。

5.

在详细信息部分中，向下滚动到标签部分。

6.

选择要删除的标签。

7.

选择删除，然后在删除标签窗口中选择删除。

在 Neptune 中使用标记Amazon CLI
可以使用以下方法为Neptune 中的数据库实例添加、列出或删除标签。Amazon CLI.
• 要将一个或多个标签添加到 Neptune 资源，请使用Amazon CLI命令add-tags-to-resource.
• 要列出 Neptune 资源上的标签，请使用Amazon CLI命令list-tags-for-resource.
• 要从 Neptune 资源中删除一个或多个标签，请使用Amazon CLI命令remove-tags-from-resource.
要了解有关如何构建所需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构造 Neptune 的 ARN (p. 684)。

使用 API 在Neptune 中进行标记
您可以使用 Neptune API 为数据库实例添加、列出或删除标签。
• 要向 Neptune 资源添加标签，请使用AddTagsToResourceoperation.
• 要列出分配给 Neptune 资源的标签，请使用ListTagsForResource.
• 要从 Neptune 资源中删除标签，请使用RemoveTagsFromResourceoperation.
要了解有关如何构建所需 ARN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构造 Neptune 的 ARN (p. 684)。
在通过 Neptune API 使用 XML 时，标签会使用如下架构：
<Tagging>
<TagSet>
<Tag>
<Key>Project</Key>
<Value>Trinity</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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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Tag>
<Key>User</Key>
<Value>Jones</Value>
</Tag>
</TagSet>
</Tagging>

下表提供了允许使用的 XML 标签及其特征的列表。Key 和 Value 的值都区分大小写。例
如，project=Trinity 和 PROJECT=Trinity 是两个不同的标签。
标签元素

描述

TagSet

标签集是分配给 Neptune 资源的所有标签的容器。每个资源只能有一个标签
集。你用TagSet只能通过Neptune API。

Tag

标签是用户定义的键值对。一个标签集中可以有 1 到 50 个标签。

Key

密钥是标签必需的名称。该字符串值的长度可以在 1 到 128 个 Unicode 字符
之间，并且不能带有前缀“rds:”或“aws:”。字符串只能包含 Unicode 字母、
数字、空格、“_”、“.”、“/”、“=”、“+”、“-”的集合（Java 正则表达式：“^([\
\p{L}\\p{Z}\\p{N}_.:/=+\\-]*)$”）。
密钥在标签集中必须具有唯一性。例如，标签集中不能有键相同但值不同的键值对，如 project/Trinity 和 project/Xanadu。

值

值是标签的可选内容。该字符串值的长度可以在 1 到 256 个 Unicode 字符
之间，并且不能带有前缀“rds:”或“aws:”。字符串只能包含 Unicode 字母、
数字、空格、“_”、“.”、“/”、“=”、“+”、“-”的集合（Java 正则表达式：“^([\
\p{L}\\p{Z}\\p{N}_.:/=+\\-]*)$”）。
在标签集中，值不必具有唯一性，且可为空值。例如，在 project/Trinity
和 cost-center/Trinity 的标签集中，可以存在键-值对。

在Amazon Neptune 中使用管理 ARN
Amazon Web Services 中创建的资源分别使用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进行唯一标识。对于某些 Amazon
Neptune 操作，您必须通过指定 Neptune 资源的 ARN 来唯一标识该资源。

Important
Amazon Neptune 共享 Amazon RDS ARN 的格式，以执行使用Neptune 管理 API (p. 812).
Neptune 管理 ARN 包含rds而不是neptune-db. 有关标识 Neptune 数据资源的数据平面 ARN，
请参阅指定数据资源 (p. 191).
主题
• 构造 Neptune 的 ARN (p. 684)
• 获取Amazon Neptune (现有 ARN) (p. 685)

构造 Neptune 的 ARN
您可以使用以下语法为 Amazon Neptune 资源构建 ARN。请注意，Neptune 共享 Amazon RDS ARN 的格
式。
arn:aws:rds:<region>:<account number>:<resourcetyp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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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显示在构造特定 Neptune 管理资源类型的 ARN 时应使用的格式。
资源类型

ARN 格式

数据库实例

arn: ardds: ardds：<region>：<account>:db:<name>
例如：
arn:aws:rds:us-east-2:123456789012:db:my-instance-1

数据库群集

arn: ardds: ardds：<region>：<account>:cluster:<name>
例如：
arn:aws:rds:us-east-2:123456789012:cluster:my-cluster-1

事件订阅

arn: ardds: ardds：<region>：<account>:es:<name>
例如：
arn:aws:rds:us-east-2:123456789012:es:my-subscription

数据库参数组

arn: ardds: ardds：<region>：<account>:pg:<name>
例如：
arn:aws:rds:us-east-2:123456789012:pg:my-param-enable-logs

数据库集群参数组

arn: ardds: ardds：<region>：<account>:cluster-pg:<name>
例如：
arn:aws:rds:us-east-2:123456789012:cluster-pg:my-clusterparam-timezone

数据库集群快照

arn: aws:rds:<region>：<account>:clustersnapshot:<name>
例如：
arn:aws:rds:us-east-2:123456789012:cluster-snapshot:mysnap-20160809

数据库子网组

arn: aws:rds:<region>：<account>:subgrp:<name>
例如：
arn:aws:rds:us-east-2:123456789012:subgrp:my-subnet-10

获取Amazon Neptune (现有 ARN)
您可以通过使用来获取 Neptune 资源的 ARN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Amazon
Command Line Interface(Amazon CLI）或 Neptune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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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 获取现有 ARN
要使用控制台获取 ARN，请导航到要获取其 ARN 的资源，然后查看该资源的详细信息。例如，要获取数据
库实例的 ARN，请在导航面板中选择实例，然后从列表中选择所需的实例。此 ARN 位于实例详细信息部
分。

使用 Amazon CLI 获取现有 ARN
使用Amazon CLI要获取特定 Neptune 资源的 ARN，请使用describe该资源的命令。下表显示了每个
Amazon CLI 命令，以及与命令配合使用以获取 ARN 的 ARN 属性。
Amazon CLI 命令

ARN 属性

describe-event-subscriptions

EventSubscriptionArn

describe-certificates

CertificateArn

describe-db-parameter-groups

DBParameterGroupArn

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groups

DBClusterParameterGroupArn

describe-db-instances

DBInstanceArn

describe-events

SourceArn

describe-db-subnet-groups

DBSubnetGroupArn

describe-db-clusters

DBClusterArn

describe-db-cluster-snapshots

DBClusterSnapshotArn

例如，以下 Amazon CLI 命令获取数据库实例的 ARN。

Example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describe-db-instances \
--db-instance-identifier DBInstanceIdentifier \
--region us-west-2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describe-db-instances ^
--db-instance-identifier DBInstanceIdentifier ^
--region us-west-2

使用 API 获取现有 ARN
要获取特定 Neptune 资源的 ARN，请调用以下 API 操作并使用如下所示的 ARN 属性。
Neptune API 操作

ARN 属性

DescribeEventSubscriptions

EventSubscriptionArn

DescribeCertificates

Certificat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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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 API 操作

ARN 属性

describedBParameterGroups

DBParameterGroupArn

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Groups

DBClusterParameterGroupArn

DescribeDBInstances

DBInstanceArn

DescribeEvents

SourceArn

describedBSubnetGroups

DBSubnetGroupArn

DescribeDBClusters

DBClusterArn

describedBClusterSnapshots

DBClusterSnapshot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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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和还原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
集群
本部分介绍如何备份和还原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
主题
• 备份和还原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概述 (p. 689)
• 在 Neptune 中创建数据库集群快照 (p. 692)
• 从数据库集群快照还原 (p. 693)
• 复制数据库集群快照 (p. 695)
• 共享数据库集群快照 (p. 699)
• 删除 Neptune 快照 (p. 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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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和还原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概述
本部分提供有关在 Amazon Neptune 中备份和还原数据的概括信息。
主题
•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容错能力 (p. 689)
• Neptune 备份 (p. 689)
• CloudWatch对于管理 Neptune 备份存储有用的指标 (p. 690)
• 从 Neptune 备份中恢复数据 (p. 690)
• Neptune 中的 Backup 时段 (p. 691)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容错能力
Neptune 数据库集群设计为具有容错能力。群集卷跨一个 Amazon 区域中的多个可用区，每个可用区均包含
一个群集卷数据副本。该功能意味着您的数据库集群可容忍可用区的故障，而不发生任何数据丢失，只是会
短暂中断服务。
如果数据库集群中的主实例失败，Neptune 将通过两种方式之一来自动故障转移到新的主实例：
• 将现有的 Neptune 副本提升为新的主实例
• 创建新的主实例
如果数据库集群具有一个或多个 Neptune 副本，则 Neptune 副本将在故障事件期间提升为主实例。故障
事件将导致短暂中断，其间的读取和写入操作将失败并引发异常。不过，服务通常会在 120 秒内 (经常在
60 秒内) 还原。要提高数据库集群的可用性，建议您在两个或更多的不同的可用区中创建至少一个或多个
Neptune 副本。
您可以通过为每个副本分配一个优先级来自定义发生故障后将 Neptune 副本提升为主实例的顺序。优先级介
于 0（最高优先级）和 15（最低优先级）之间。如果主实例失败，Neptune 副本将具有最高优先级的新的主
实例提升为新的主实例。您可以随时修改 Neptune 副本的优先级。修改优先级不会触发故障转移。
您可以使用Amazon CLI以设置数据库实例的故障转移优先级，如下所示：
aws neptune modify-db-instance --db-instance-identifier (the instance ID) --promotiontier (the failover priority value)

多个 Neptune 副本可共享同一个优先级，这会产生多个提升层。如果两个或更多 Neptune 副本共享同一
个优先级，则 Neptune 将提升最大的副本。如果两个或更多 Neptune 副本共享同一优先级和大小，则
Neptune 将提升同一提升层中的任意副本。
如果数据库集群不包含任何 Neptune 副本，则将在故障事件期间重新创建主实例。故障事件将导致中断，其
间的读取和写入操作将失败并引发异常。创建新的主实例时将还原服务，该操作所需的时间通常在 10 分钟
内。将 Neptune 副本提升为主实例要比创建新的主实例快得多。

Neptune 备份
Neptune 自动备份您的集群卷并将还原数据保留的时长。备份保留期. Neptune 备份是连续且增量的，您可
以快速还原到备份保留期内的任何时间点。在写入备份数据时，不会发生任何性能影响或数据库服务中断。
在创建或修改数据库集群时，可指定备份保留期 (1 天到 35 天)。
要控制备份存储使用量，可以缩短备份保留间隔和/或删除不再需要的旧的手动快照。要帮助管理成本，您可
以监控持续备份和存在时间超出保留期的手动快照所消耗的存储量。您可以缩短备份保留间隔，并在不再需
要手动快照时删除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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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希望备份的保留期超出备份保留期，还可为集群卷中的数据创建快照。存储快照会产生 Neptune 的标准
存储费用。有关 Neptune 存储定价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Neptune 定价.
Neptune 在整个备份保留期间，保留增量还原数据。因此，您只需为在备份保留期之外所要保留的数据构建
快照。您可以从该快照创建新的数据库集群。

Important
如果您删除数据库集群，则会同时删除其所有的自动备份，且无法恢复。这意味着，除非您选择手
动创建最终数据库快照，否则您以后无法将数据库实例还原到其最终状态。删除集群时，不会删除
手动快照。

Note
• 对于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不管创建数据库集群的方式如何，默认备份保留期都为 1
天。
• 您无法在 Neptune 上禁用自动备份。Neptune 的备份保留期是由数据库集群管理的。

CloudWatch对于管理 Neptune 备份存储有用的指标
您可以使用 AmazonCloudWatch指标TotalBackupStorageBilled、SnapshotStorageUsed,
和BackupRetentionPeriodStorageUsed要查看和监控 Neptune 备份使用的存储量，如下所示：
• BackupRetentionPeriodStorageUsed 表示目前用于存储连续备份的备份存储量（以字节为单位）。
此值取决于集群卷的大小和您在保留期内所做的更改的数量。但是，出于计费目的，它不会超过保留期内
的集群卷的累计大小。例如，如果您的集群 VolumeBytesUsed 大小为 107,374,182,400 字节 (100 GiB)
且保留期为两天，则 BackupRetentionPeriodStorageUsed 的最大值为 214,748,364,800 字节 (100
GiB + 100 GiB)。
• SnapshotStorageUsed 表示用于存储超出备份保留期的手动快照的备份存储量（以字节为单位）。
当手动快照的创建时间戳在保留期内时，手动快照不会计入快照备份存储。所有自动快照也不会计入快
照备份存储。每个快照的大小是您拍摄快照时的集群卷的大小。SnapshotStorageUsed 值取决于您
保留的快照数和每个快照的大小。例如，假设您有一个保留期外的手动快照，并且在拍摄快照时集群的
VolumeBytesUsed 大小为 100 GiB。的量SnapshotStorage使用的是 107,374,182,400 字节 (100 GiB)。
• TotalBackupStorageBilled 表示 BackupRetentionPeriodStorageUsed 与
SnapshotStorageUsed 之和（以字节为单位）再减去免费备份存储量（等于一天的集群卷的大小）。
免费备份存储等于最新的卷大小。例如，如果您的集群 VolumeBytesUsed 大小为 100 GiB，保留期为
两天，并且您有一个保留期外的手动快照，则 TotalBackupStorageBilled 为 214,748,364,800 字节
(200 GiB + 100 GiB - 100 GiB)。
您可以使用以下方式监控 Neptune 集群并构建报告CloudWatch指标通过CloudWatch控制台. 有关如何使用
CloudWatch 指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监视Neptune (p. 658)以及Neptune CloudWatch 指标 (p. 662)中的指
标表。

从 Neptune 备份中恢复数据
您可以从 Neptune 保留的备份数据或您保存的数据库集群快照创建新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以恢复数据。
您可以将从备份数据创建的新数据库集群副本快速还原到备份保留期内的任何时间点。备份保留期内的
Neptune 备份的持续和增量性质意味着您无需频繁创建数据快照来缩短还原时间。
要确定数据库实例的最近或最早的可还原时间，请查找Latest Restorable Time要么Earliest
Restorable TimeNeptune 控制台上的值。数据库集群的最近可还原时间是您可还原数据库集群的最近时
间点，通常为当前时间的 5 分钟内。最早可还原时间指定可将集群卷还原到的备份保留期内的时间点。
您可以通过检查 Latest Restorable Time 和 Earliest Restorable Time 值来确定数据库集群还
原完成的时间。在还原操作完成之前，Latest Restorable Time 和 Earliest Restorable Time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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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返回 NULL。如果 Latest Restorable Time 或 Earliest Restorable Time 返回 NULL，则无法
请求备份或还原操作。

使用 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 将数据库实例还原到指定时间
1.

登录到Amazon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Amazon Neptune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neptune/home.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Instances (实例)。选择要还原的数据库集群的主实例。

3.

选择实例操作，然后选择还原到时间点。

4.

在启动数据库实例窗口中，选择Custom (自定义)下恢复时间.
在 Custom (自定义) 下方指定要还原到的日期和时间。

5.

键入新的、还原的数据库实例的名称数据库实例标识符下设置.

6.

选择 Launch DB Instance (启动数据库实例) 以启动还原后数据库实例。
此时将使用您指定的名称创建新的数据库实例，并创建新的数据库集群。数据库集群名称是在新的数据
库实例名称后面加上 –cluster。例如，如果新数据库实例名称为 myrestoreddb，则新数据库集群名
称为 myrestoreddb-cluster。

Neptune 中的 Backup 时段
自动备份在每天的首选备份时段中进行。如果备份所需的时间超过了分配到备份时段的时间，则备份将在该
时段结束后继续，直至完成。备份时段不能与数据库实例的每周维护时段重叠。
在自动备份时段期间，启动备份进程时可能会短时间暂停存储 I/O (通常不到几秒)。在备份多可用区部署时，
可能需要等待几分钟。
备份时段通常由 Neptune 底层的 Amazon RDS 控制层面在各个地区的八小时时间内随机选择。已分配默认
备份时段的各个地区的时间块记录在中。备份时段Amazon RDS 用户指南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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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eptune 中创建数据库集群快照
Neptune 创建数据库集群的存储卷快照，并备份整个数据库集群而不仅仅是单个数据库。当您创建数据库集
群快照时，需要确定所要备份的数据库集群。然后，为数据库集群快照命名，以便以后通过它进行还原。创
建数据库集群快照所用时间因数据库大小而异。快照包含整个存储卷。因此，文件（如临时文件） 的大小也
会影响创建快照所需时间。
您可以使用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Amazon CLI，或者 Neptune API。

使用控制台创建数据库集群快照
创建数据库集群快照
1.

登录到Amazon在以下网址打开 Amazon Neptune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neptune/
home.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Databases（数据库）。

3.

在数据库实例列表中，选择数据库集群的主实例。

4.

选择实例操作，然后选择拍摄快照。
将显示拍摄数据库快照窗口。

5.

在快照名称框中，输入数据库集群快照的名称。

6.

选择拍摄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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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库集群快照还原
当您创建数据库集群的 Amazon Neptune 快照时，Neptune 创建集群的存储卷快照，并备份集群所有数据而
不仅仅是单个实例。您可通过从该数据库集群快照还原来创建新的数据库集群。还原数据库集群时，您需要
提供用于还原的数据库集群快照的名称，然后提供还原所创建的新数据库集群的名称。
目录
• 从快照还原 Neptune 数据库集群时需记住的事项 (p. 693)
• 您不能还原到现有数据库集群 (p. 693)
• 没有恢复任何实例 (p. 693)
• 没有恢复自定义参数组 (p. 693)
• 不会还原自定义安全组。 (p. 693)
• 您无法从共享加密快照还原 (p. 693)
• 恢复的数据库集群与以前一样使用的存储空间 (p. 694)
• 如何从快照还原 (p. 694)
• 使用控制台从快照中还原 (p. 694)

从快照还原 Neptune 数据库集群时需记住的事项
您不能还原到现有数据库集群
还原过程始终创建一个新的数据库集群，因此您无法还原到已存在的数据库集群。

没有恢复任何实例
还原创建的新数据库集群没有与其关联的实例。
还原完成之后您的新数据库集群即变为可用状态，这时您需要明确创建所需的实例。您可以在 Neptune 控制
台上完成此操作，或使用CreateDBInstance (p. 870)API。

没有恢复自定义参数组
还原创建的新数据库集群将自动具有与其关联的默认数据库参数组。
还原完成之后您的新数据库集群即变为可用状态，这时您应关联还原的源实例所用的所有自定义数据库参数
组。为此，请使用修改Neptune 控制台上的命令，或者ModifyDBInstance (p. 883)API。

Important
我们建议您保存要在创建快照的数据库集群中使用的自定义参数组。然后，从该快照还原时，您可
以轻松地将正确的参数组与还原的数据库集群关联起来。

不会还原自定义安全组。
还原创建的新数据库集群会自动具有与其关联的默认安全组。
还原完成之后您的新数据库集群即变为可用状态，这时您应关联还原的源实例所用的所有自定义安全组。为
此，请使用修改Neptune 控制台上的命令，或者ModifyDBInstance (p. 883)API。

您无法从共享加密快照还原
您不能从共享并且加密的数据库集群快照还原数据库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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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您需要创建快照的非共享副本，并从该副本还原。

恢复的数据库集群与以前一样使用的存储空间
在从数据库集群快照还原数据库集群时，分配给新集群的存储量与分配给从中创建快照的数据库集群的存储
量相同，不管实际使用了多少分配的存储量。
换句话说，您所收费的 “高水位” 不会发生变化。重置高水位需要从图表中导出数据，然后将这些数据重新加
载到新的数据库集群中（请参阅Neptune 存储计费 (p. 113)）。

如何从快照还原
您可以使用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Amazon CLI，或者 Neptune API。

使用控制台从快照中还原
1.

登录到Amazon管理控制台，并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Amazon Neptune 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neptune/home.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快照。

3.

选择要从其还原的数据库集群快照。

4.
5.

依次选择 Actions (操作) 和 Restore Snapshot (还原快照)。
在 Restore DB Instance (还原数据库实例) 页面上的 DB Instance Identifier (数据库实例标识符) 字段
中，输入还原的数据库集群的名称。
选择 Restore DB Instance。

6.
7.

如果要还原创建快照的数据库集群包含的数据库集群功能，您必须修改数据库集群以使用安全组。后续
步骤假定您的数据库集群在 Virtual Private Cloud (VPC) 中。如果您的数据库集群不在 VPC 中，请使用
Amazon EC2 控制台找到该数据库集群所需的安全组。
a.

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Amazon VPC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vpc/。

b.
c.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Security Groups。
选择要用于数据库集群的安全组。如有必要，请添加规则，将该安全组链接到 EC2 实例的安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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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数据库集群快照
使用 Neptune，您可以复制自动或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在复制快照后，该副本为手动快照。
您可以在相同区域复制快照Amazon区域和跨区域Amazon地区。
将自动快照复制到另一个自动快照Amazon账户是一个包括两个步骤的过程：首先从自动快照创建手动快
照，然后将手动快照复制到其他账户。
作为对复制的替代，您也可与其他 Amazon 账户共享手动快照。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共享数据库集群快
照 (p. 699)。
主题
• 有关复制快照的限制 (p. 695)
• 数据库集群快照副本的保留期 (p. 695)
• 复制快照时处理加密 (p. 696)
• 跨复制快照Amazon区域 (p. 696)
• 使用控制台复制数据库集群快照 (p. 696)
• 使用 Amazon CLI 复制数据库集群快照 (p. 697)

有关复制快照的限制
复制快照时，存在以下一些限制：
• 您可以在中国（北京）与中国（宁夏）之间复制快照，但不能在这些中国区域与其他区域之间复制快照
Amazon地区。
• 您可以在以下情况下复制快照Amazon GovCloud （美国东部）和Amazon GovCloud （US-West），但您
不能在这些之间复制快照Amazon GovCloud (US)区域和其他Amazon地区。
• 如果您在目标快照可用之前删除了源快照，则快照复制会失败。在删除源快照之前，请确保目标快照的状
态为 AVAILABLE。
• 每个账户最多可以同时进行指向单一区域的五个快照复制请求。
• 根据所涉及的区域和要复制的数据量，可能需要数小时才能完成跨区域快照复制。
如果某一给定的源发出大量跨区域快照复制请求AmazonRegion，Neptune 可能会提出来自该来源的新跨
区域复制请求Amazon区域排入队列，直至某些区域正在进行的复制完成。当复制请求在该队列中时，不
显示有关这些复制请求的进度信息。只有在复制开始后才会显示进度信息。

数据库集群快照副本的保留期
Neptune 会在以下情况下删除自动快照：
• 在保留期结束时。
• 当您对数据库集群禁用自动快照时。
• 当您删除数据库集群时。
如果您要长期保留自动快照，则可复制它以创建一个手动快照，该快照在您删除之前将会一直保留。如果手
动快照所使用的空间超过您的默认存储空间，则可能会增加Neptune存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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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快照时处理加密
您可以复制已使用 Amazon KMS 加密密钥加密的快照。如果您复制加密的快照，则此快照的副本也必须加
密。你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加密副本Amazon KMS加密密钥作为原始快照，也可指定不同的Amazon KMS加密
密钥。
您无法在复制时加密未加密的数据库集群快照。
对于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快照，您也可以选择不加密数据库集群快照，而是指定Amazon KMS还原
时的加密密钥。还原的数据库集群使用指定的密钥加密。

跨复制快照Amazon区域
Note
此功能从开始使用Neptune 引擎版本 1.0.2.1 (p. 790).
将快照复制到Amazon与源快照不同的区域Amazon区域，即使复制增量快照，第一个副本也是完整快照副
本。完整快照副本包含还原数据库实例需要的所有数据和元数据。在第一个快照副本后，可将同一数据库实
例的增量快照复制到同一数据库实例内的相同目标区域Amazonaccount.
增量快照仅包含在同一数据库实例的最近快照后发生更改的数据。与完整快照复制相比，增量快照复制速度
更快，产生的存储成本更低。已加密和未加密快照均支持跨 Amazon 区域的增量快照复制。

Important
对于共享快照，不支持复制增量快照。对于共享快照，所有副本都是完整的快照，即使在相同区域
中也是如此。
这取决于Amazon所涉及的区域和要复制的数据量，可能需要数小时才能完成跨区域快照复制。

使用控制台复制数据库集群快照
如果源数据库引擎为 Neptune，则您的快照是数据库集群快照。For EachAmazon账户，每次最多可以复制
五个数据库集群快照Amazon区域。支持复制加密和未加密的数据库集群快照。
要在正在进行复制时取消操作，请在数据库集群快照处于 copying (正在复制) 状态时删除目标数据库集群快
照。
以下过程适用于复制加密和未加密的数据库集群快照：

复制数据库集群快照
1.

登录到Amazon管理控制台，然后在处打开 Amazon Neptune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neptune/home.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快照。

3.

选中要复制的数据库集群快照的复选框。

4.

选择操作，然后选择复制快照。此时显示 Make Copy of DB Snapshot (建立数据库快照副本) 页面。

5.

在 New DB Snapshot Identifier (新数据库实例标识符) 中输入数据库集群快照副本的名称。

6.

要将标签和值从快照复制到快照的副本，请选择 Copy Tags (复制标签)。

7.

对于 Enable Encryption，请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 如果数据库集群快照未加密，且不需要加密该副本，请选择启用加密。
• 如果数据库集群快照未加密，但需要加密该副本，请选择禁用加密。在这种情况下，主密钥，指定
Amazon KMS用于加密数据库集群快照副本的密钥标识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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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数据库集群快照已加密，请选择启用加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加密该副本，因此，是为已选中
状态。适用于主密钥，指定Amazon KMS用于加密数据库集群快照副本的密钥标识符。
8.

选择 Copy Snapshot (复制快照)。

使用 Amazon CLI 复制数据库集群快照
您可以使用复制数据库快照copy-db-cluster-snapshot (p. 928) Amazon CLI命令。
如果要将快照复制到新Amazonregion，在新区域中运行命令。
使用以下参数描述和示例来确定使用 Amazon CLI 复制快照时使用的参数。
• --source-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 – 源数据库快照的标识符。
• 如果源快照位于同一个Amazon区域作为副本，指定有效的数据库快照标识符，例
如neptune:instance1-snapshot-20130805.
• 如果源快照位于其他Amazon区域而不是副本，指定有效的数据库快照 ARN，例
如arn:aws:neptune:us-west-2:123456789012:snapshot:instance1snapshot-20130805.
• 如果从共享的手动数据库快照进行复制，则该参数必须为共享的数据库快照的 Amazon Resource Name
(ARN)。
• 如果您复制加密快照，则此参数必须采用源的 ARN 格式Amazonregion，并且必须
与SourceDBSnapshotIdentifier中的PreSignedUrl参数。
• --target-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 — 加密数据库快照的新副本的标识符。
• --kms-key-id— — 该Amazon KMS加密数据库快照的密钥 ID。Amazon KMS 密钥 ID 是 Amazon 资源
名称 (ARN)、Amazon KMS 密钥标识符或 Amazon KMS 加密密钥的 Amazon KMS 密钥别名。
• 如果您从中复制加密的数据库快照Amazonaccount，则可以为该参数指定值来使用新的Amazon KMS加
密密钥。如果您不为该参数指定值，则使用相同的加密数据库快照的副本Amazon KMS密钥作为源数据
库数据库快照。
• 您无法使用此参数创建未加密快照的加密副本。尝试这样做会产生错误。
• 如果将加密快照复制到不同Amazon区域，那么你必须指定Amazon KMS目的地的钥匙Amazon区
域。Amazon KMS加密密钥特定于Amazon创建它们所在的区域，您无法使用一个的加密密钥Amazon另
一个区域Amazon区域。
• --source-region— — 的 IDAmazon源数据库数据库快照所在区域。如果将加密快照复制到不同
Amazon 区域，则必须指定该选项。
• --region— — 的 IDAmazon将快照复制到的区域。如果将加密快照复制到不同 Amazon 区域，则必须指
定该选项。

Example 从未加密快照，到相同区域
以下代码使用新名称，创建快照的副本mydbsnapshotcopy，来自的us-east-1 Amazon区域到uswest-2region。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copy-db-cluster-snapshot \
--source-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 instance1-snapshot-20130805 \
--target-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 mydbsnapshotcop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copy-db-cluster-snapshot ^
--source-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 instance1-snapshot-201308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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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 mydbsnapshotcopy

Example 从未加密快照，跨区域
以下代码使用新名称，创建快照的副本mydbsnapshotcopy，来自的us-east-1 Amazon区域到uswest-2region。在 us-west-2 区域中运行命令。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copy-db-cluster-snapshot \
--source-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 arn:aws:neptune:useast-1:123456789012:snapshot:instance1-snapshot-20130805 \
--target-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 mydbsnapshotcopy \
--source-region us-east-1 \
--region us-west-2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copy-db-cluster-snapshot ^
--source-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 arn:aws:neptune:useast-1:123456789012:snapshot:instance1-snapshot-20130805 ^
--target-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 mydbsnapshotcopy ^
--source-region us-east-1 ^
--region us-west-2

Example 从加密快照，跨区域
以下代码示例将加密的数据库快照从us-east-1 Amazon区域到us-west-2region。在 us-west-2 区域中
运行命令。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copy-db-cluster-snapshot \
--source-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 arn:aws:neptune:uswest-2:123456789012:snapshot:instance1-snapshot-20161115 \
--target-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 mydbsnapshotcopy \
--source-region us-east-1 \
--region us-west-2
--kms-key-id my_us_west_2_ke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copy-db-cluster-snapshot ^
--source-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 arn:aws:neptune:uswest-2:123456789012:snapshot:instance1-snapshot-20161115 ^
--target-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 mydbsnapshotcopy ^
--source-region us-east-1 ^
--region us-west-2
--kms-key-id my-us-west-2-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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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数据库集群快照
使用 Neptune，您可以按以下方式共享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
• 共享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无论是否加密）可允许已授权。Amazon用于复制快照的账户。
• 共享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无论是否加密）可允许经授权的 Amazon 账户直接从快照还原数据库集群，无
需复制数据库集群再从中进行还原。

Note
要共享自动数据库集群快照，请通过复制自动快照来创建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然后共享该副本。
有关从数据库集群快照还原数据库集群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如何从快照还原 (p. 694)。
您可以与最多 20 个其他 Amazon 账户共享手动快照。您也可以将未加密的手动快照作为公有快照进行共
享，这样所有 Amazon 账户均可使用此快照。以公有快照形式共享快照时应谨慎，不要将您的私有信息包含
在任何公有快照之中。

Note
当您使用从共享的快照还原数据库集群时，使用Amazon Command Line Interface(Amazon CLI) 或
Neptune API，您必须指定共享快照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作为快照标识符。
主题
• 共享加密的数据库集群快照 (p. 699)
• 共享数据库集群快照 (p. 701)

共享加密的数据库集群快照
您可共享使用 AES-256 加密算法“静态”加密的数据库集群快照。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静态加密Neptune 资
源 (p. 138)。为此，您必须执行以下步骤：
1. 与您希望允许其访问快照的任何账户共享用于加密快照的 Amazon Key Management Service (Amazon
KMS) 加密密钥。
你可以共享Amazon KMS用另一个加密密钥Amazon通过将另一账户添加到 KMS 密钥策略来实现账户。
有关更新密钥策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关键策略中的Amazon KMS开发人员指南. 有关创建密钥策略的示
例，请参阅本主题下文中的 创建 IAM 策略来启用加密快照的复制功能 (p. 700)。
2. 使用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Amazon CLI或者 Neptune API 与其他账户共享加密
的快照。
这些限制适用于共享加密快照：
• 您无法公开共享加密的快照。
• 您无法共享已使用默认值加密的快照。Amazon KMS的加密密钥Amazon共享快照的账户。

允许访问 Amazon KMS 加密密钥
对于另一个Amazon为了复制从您的账户共享的加密数据库集群快照，您与之共享快照的账户必须有权访问
用来加密快照的 KMS 密钥。允许另一个Amazon账户访问Amazon KMS密钥，使用的 ARN 更新 KMS 密钥
的密钥策略。Amazon您作为共享的账户Principal在 KMS 密钥策略中。然后允许 kms:CreateGrant 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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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给了Amazon账户访问您的 KMS 加密密钥，复制加密快照，那Amazon账户必须创建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 用户（如果还没有）。此外，那个Amazon此外，账户还必须将 IAM 策略
附加到该 IAM 用户，以允许 IAM 用户使用您的 KMS 密钥复制加密的数据库集群快照。账户必须是 IAM 用
户，不能是根用户。Amazon由于 KMS 安全限制造成的账户身份。
在下面的密钥策略示例中，用户 111122223333 是 KMS 加密密钥的所有者，而用户 444455556666
是要与之共享密钥的账户。通过包含用户 444455556666 的根 Amazon 账户身份的 ARN 作为策略的
Principal，以及通过允许 kms:CreateGrant 操作，此更新的密钥策略为 Amazon 账户提供了访问
KMS 密钥的权限。
{

}

"Id=": "key-policy-1",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Allow use of the key",
"Effect": "Allow",
"Principal": {"AWS": [
"arn:aws:iam::111122223333:user/KeyUser",
"arn:aws:iam::444455556666:root"
]},
"Action": [
"kms:CreateGrant",
"kms:Encrypt",
"kms:Decrypt",
"kms:ReEncrypt*",
"kms:GenerateDataKey*",
"kms:DescribeKey"
],
"Resource": "*"
},
{
"Sid=": "Allow attachment of persistent resources",
"Effect": "Allow",
"Principal": {"AWS": [
"arn:aws:iam::111122223333:user/KeyUser",
"arn:aws:iam::444455556666:root"
]},
"Action": [
"kms:CreateGrant",
"kms:ListGrants",
"kms:RevokeGrant"
],
"Resource": "*",
"Condition": {"Bool": {"kms:GrantIsForAWSResource": true}}
}
]

创建 IAM 策略来启用加密快照的复制功能
在外部之后Amazon账户有权访问您的 KMS 密钥，账户的所有者可创建一个策略来允许为该账户创建的 IAM
用户能够复制使用 KMS 密钥加密的快照。
以下示例显示了一个可以附加到 IAM 用户的策略。Amazon帐户444455556666. 它使 IAM 用户能够从
中复制共享的快照。Amazon帐户111122223333已使用 KMS 密钥加密c989c1dd-a3f2-4a5d-8d96e793d082ab26中的us-west-2区域。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AllowUseOfThe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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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Allow",
"Action": [
"kms:Encrypt",
"kms:Decrypt",
"kms:ReEncrypt*",
"kms:GenerateDataKey*",
"kms:DescribeKey",
"kms:CreateGrant",
"kms:RetireGrant"
],
"Resource": ["arn:aws:kms:us-west-2:111122223333:key/c989c1dd-a3f2-4a5d-8d96e793d082ab26"]
},
{
"Sid=": "AllowAttachmentOfPersistentResources",
"Effect": "Allow",
"Action": [
"kms:CreateGrant",
"kms:ListGrants",
"kms:RevokeGrant"
],
"Resource": ["arn:aws:kms:us-west-2:111122223333:key/c989c1dd-a3f2-4a5d-8d96e793d082ab26"],
"Condition": {
"Bool": {
"kms:GrantIsForAWSResource": true
}
}
}
]
}

有关更新密钥策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关键策略中的Amazon KMS开发人员指南.

共享数据库集群快照
您可以使用共享数据库集群快照。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Amazon CLI，或者
Neptune API。

使用控制台来共享数据库集群快照
使用 Neptune 控制台可以与最多 20 个共享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Amazon账户。您也可以停止与一个或多
个账户共享手动快照。

共享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
1.
2.

登录到Amazon管理控制台，然后在处打开 Amazon Neptune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neptune/home.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快照。

3.
4.
5.

选择要共享的手动快照。
依次选择 Actions (操作) 和 Share Snapshot (共享快照)。
为 DB snapshot visibility (数据库快照可见性) 选择以下一个选项。
• 如果源未加密，请选择Public允许所有Amazon从您的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还原数据库集群的账户。或
者选择私密只允许Amazon指定用来从您的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还原数据库集群的账户。

Warning
如果你设置DB 快照可见性到Public，所有Amazon账户可以从您的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还
原数据库集群，并且可访问您的数据。请勿将包含私密信息的任何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以公
开形式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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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源已加密，由于已加密的快照无法公开共享，DB snapshot visibility (数据库快照可见性) 将设为
Private (私密)。
6.

7.

适用于Amazon账户 ID，输入Amazon您想要允许从您的手动数据库快照还原数据库集群的账户标识
符。然后，选择 Add (添加)。重复操作以加入其他 Amazon 账户标识符，最多可包含 20 个 Amazon 账
户。
如果您在许可账户列表中错加了某个 Amazon 账户标识符，可以选择错误 Amazon 账户标识符右侧的
Delete (删除) 将其从列表中删除。
在添加所有标识符之后Amazon允许还原手动快照的账户，选择Save（保存）.

停止与之共享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Amazon帐户
1.

在处打开 Amazon Neptune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neptune/home.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快照。

3.

选择要停止共享的手动快照。

4.
5.

选择 Actions (操作)，然后 Share Snapshot (共享快照)。
要取消某 Amazon 账户的权限，请从授权账户列表中选择该账户的 Amazon 账户标识符所对应的 Delete
(删除)。

6.

选择 Save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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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Neptune 快照
您可以使用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Amazon CLI，或者 Neptune 管理 API：

使用控制台删除
1.
2.

登录到Amazon管理控制台，并在以下网址打开 Amazon Neptune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neptune/home.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快照。

3.

选择要删除的数据库快照。

4.

对于 Actions (操作)，选择 Delete Snapshot (删除快照)。

5.

在确认页面上选择 Delete (删除)。

使用 Amazon CLI 删除
您还可以使用 Amazon CLI delete_db_cluster_snapshot (p. 926) 命令删除数据库快照，使用 --dbsnapshot-identifier 参数标识要删除的快照：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delete-db-cluster-snapshot \
--db-snapshot-identifier <name-of-the-snapshot-to-delete>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delete-db-cluster-snapshot ^
--db-snapshot-identifier <name-of-the-snapshot-to-delete>

使用 Neptune 管理 API 执行删除
您可以使用开发工具包之一，通过调用 DeleteDBClusterSnapshot (p. 926) API 来删除数据库快照，使用
DBSnapshotIdentifier 参数标识要删除的数据库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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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充分利用 Neptune
下面是针对使用 Amazon Neptune 的一些一般建议。使用此信息作为参考可以快速找到使用 Amazon
Neptune 和最大程度地提高性能的建议。
目录
• Amazon Neptune 基本操作指导方针 (p. 705)
• Amazon Neptune 安全最佳实践 (p. 706)
• 如果您的谓词数量很多，请启用 OSPG Indexer (p. 706)
• 尽可能避免长时间运行的事务 (p. 706)
• 使用 Neptune 指标的最佳实践 (p. 706)
• 调整 Neptune 查询的最佳实践 (p. 707)
• 跨只读副本进行负载平衡 (p. 707)
• 使用临时更大的实例更快地加载 (p. 707)
• 通过故障切换到只读副本来调整写入器实例的大小 (p. 708)
• 避免在集群中使用不同的实例类 (p. 708)
• 数据预取任务中断后重试上传错误 (p. 708)
• 将 Grelin 与 Neptune 结合使用的一般最佳实践 (p. 708)
• 在将部署 Gremlin 代码的上下文中测试 Gremlin 代码 (p. 709)
• 设置 Upsert 查询来利用 DFE 引擎 (p. 709)
• 创建高效的多线程 Gremlin 写入 (p. 709)
• 使用创建时间属性修剪记录 (p. 710)
• 将 datetime( ) 方法用于 Groovy 时间数据 (p. 710)
• 将本机日期和时间用于 GLV 时间数据 (p. 711)
• 将 Gremlin Java 客户端与 Neptune 结合使用的最佳实践 (p. 712)
• 使用最新兼容版本的 Apache TinkerPop Java 客户端 (p. 712)
• 跨多个线程重用客户端对象 (p. 712)
• 为读取和写入端点创建单独的 Gremlin Java 客户端对象 (p. 712)
• 将多个只读副本终端节点添加到 Gremlin Java 连接池 (p. 712)
• 关闭客户端以避免连接限制 (p. 713)
• 故障转移后创建新的连接 (p. 713)
• SetmaxInProcessPerConnection和maxSimultaneousUsagePerConnection到相同的
值 (p. 713)
• 将查询作为字节码而不是字符串发送到服务器 (p. 713)
• 始终完全消耗 ResultSet 或查询返回的迭代器 (p. 714)
• 批量添加顶点和边缘 (p. 714)
• 禁用 Java 虚拟机中的 DNS 缓存 (p. 715)
• 或者，在每个查询级别设置超时 (p. 715)
• 解决 3.3.4 之前的客户端中的保持活动状态错误 (p. 715)
• 排查 Gremlin Java 客户端异常 (p. 716)
• java.util.concurrent.TimeoutException 问题排查 (p. 716)
• 使用 SPARQL 的 Neptune 最佳实践 (p. 716)
• 默认查询所有命名图形 (p. 716)
• 为加载指定命名图形 (p. 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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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查询的 FILTER、FILTER...IN 和 VALUES 之间进行选择 (p. 717)
• 使用 OpenPher 和 Bolt 的 Neptune 最佳实践 (p. 718)
• Neptune 不支持在一笔交易中多个并发查询 (p. 718)
• 在故障转移后创建新的连接 (p. 718)
• 长期应用程序的连接处理 (p. 718)
• 用于的连接处理Amazon Lambda (p. 719)
• 完成对驱动程序的对象后，关闭 (p. 719)
• 使用明确的交易模式进行阅读和写作 (p. 719)
• 只读事务 (p. 719)
• 只读事务 (p. 719)
• 重试例外的逻辑 (p. 721)

Amazon Neptune 基本操作指导方针
以下是使用 Neptune 时您都应遵循的基本操作指导方针。
• 了解 Neptune 数据库实例，以便根据性能和用例要求适当调整它们的大小。请参阅 Amazon Neptune 数
据库集群和实例 (p. 111)。
• 监控您的 CPU 和内存使用情况。这有助于您了解何时迁移到具有更大 CPU 或内存容量的数据库实例类，
以实现您所需的查询性能。你可以设置Amazon CloudWatch 在使用模式发生更改或接近部署容量时向您
发送通知。这样做可以帮助您维护系统性能和可用性。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监视实例 (p. 112) 和 监视
Neptune (p. 658)。
由于Neptune具有自己的内存管理器，即使 CPU 使用率较高，相对较低的内存使用率也是正常的。遇到
out-of-memory 执行查询时出现异常的情况表明您最好增加可用内存。
• 启用自动备份并设置备份时段，使备份在便利的时段进行。
• 测试您的数据库实例的故障转移，以了解对于您的使用案例而言，该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它还有助于确保
访问您数据库实例的应用程序在故障转移之后可以自动连接到新数据库实例。
• 如果可能，请在同一区域和 VPC 中运行您的客户端和 Neptune 集群，因为使用 VPC 对等连接的跨区域连
接可能会导致查询响应时间的延迟。对于几个毫秒的查询响应，必须将客户端和 Neptune 集群保留在同一
个区域和 VPC 中。
• 在创建只读副本实例时，该实例至少应与主写入程序实例一样大。这有助于阻止复制滞后，并避免副本重
新启动。请参阅 避免在集群中使用不同的实例类 (p. 708)。
• 在升级到新的主引擎版本之前，请务必在升级之前对其进行测试。为此，您可以克隆数据库集群，以便克
隆集群运行新的引擎版本，然后在克隆上测试应用程序。
• 为了便于进行故障转移，理想情况下，所有实例的大小应相同。
主题
• Amazon Neptune 安全最佳实践 (p. 706)
• 如果您的谓词数量很多，请启用 OSPG Indexer (p. 706)
• 尽可能避免长时间运行的事务 (p. 706)
• 使用 Neptune 指标的最佳实践 (p. 706)
• 调整 Neptune 查询的最佳实践 (p. 707)
• 跨只读副本进行负载平衡 (p. 707)
• 使用临时更大的实例更快地加载 (p. 707)
• 通过故障切换到只读副本来调整写入器实例的大小 (p. 708)
• 避免在集群中使用不同的实例类 (p.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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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预取任务中断后重试上传错误 (p. 708)

Amazon Neptune 安全最佳实践
使用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 账户来控制对 Neptune API 操作的访问权限。控制创
建、修改或删除 Neptune 资源（如数据库实例、安全组、选项组或参数组）的操作，以及执行常见管理操作
（如备份和还原数据库实例）的操作。
• 为每个管理Amazon 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 (Amazon Relational Relational 请勿使用Amazon账户根
用户来管理 Neptune 资源。为每个人（包括您自己）创建一个 IAM 用户。
• 授予每位用户执行其职责所需的最小权限集。
• 使用 IAM 组有效地管理适用于多个用户的权限。
• 定期交替 IAM 凭证。
有关使用 IAM 访问 Neptune 资源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Neptune 中的安全 (p. 136). 有关使用 IAM 的
一般信息，请参阅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和IAM 最佳实践中的IAM 用户指南.

如果您的谓词数量很多，请启用 OSPG Indexer
如果您的数据模型包含大量不同的谓词（大多数情况下超过一千个），则可能会面临性能降低和更高的运营
成本。
如果是这种情况，您可以通过启用OSPG 指数 (p. 99). 请参阅 OSGP 索引 (p. 122)。

尽可能避免长时间运行的事务
长时间运行的事务（无论是只读事务还是读写事务）都可能导致以下类型的意外问题：
在读取器实例或具有并发写入操作的写入器实例上长时间运行的事务可能会导致大量不同版本的数据积累。
这可能会为读取查询带来更高的延迟，从而过滤掉大部分结果。
在某些情况下，数小时内累积的版本可能会导致新写入受到限制。
如果实例重新启动，长时间运行且写入次数较多的读写事务也可能导致问题。如果实例因维护事件或崩溃而
重新启动，则所有未提交的写入都将回退。此类撤消操作通常在后台运行，不会阻止实例重新启动，但任何
与正在回滚的操作冲突的新写入操作都会失败。
例如，如果在上一次运行中断连接后重试相同的查询，则实例重启时可能会失败。
撤消操作所需的时间与所涉及的更改的大小成正比。

使用 Neptune 指标的最佳实践
要确定资源不足和其他常见瓶颈导致的性能问题，您可以监控可用于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指标。
定期监控性能指标以收集有关各种时间范围内的平均值、最大值和最小值数据。这可帮助确定性能下降的时
间。使用这些数据，您可以设置亚马逊 CloudWatch 针对特定指标阈值的警报，以便在达到这些阈值时向您
发出警报。
设置新的数据库集群并让它在典型工作负载下运行时，尝试按一些不同的间隔（例如，一小时、二十四小
时、一周、两周）来捕获所有性能指标的平均值、最大值和最小值。这将使您能够了解运行状况。这有助于
将操作的峰值时间与非峰值时间进行比较。您随后可以利用这些信息确定性能何时降到标准水平以下，然后
相应设置警报。
请参阅使用Amazon 监控 Neptune CloudWatch (p. 660)了解有关如何查看 Neptune 指标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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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首先要查看的最重要指标：
• BufferCacheHitRatio— 缓冲区缓存提供的请求的百分比。缓存未命中会增加查询执行的显著延迟。如果缓
存命中率低于 99.9%，并且延迟对您的应用程序来说是个问题，请考虑升级实例类型以在内存中缓存更多
数据。
• CPU 使用率— 使用的计算机处理容量的百分比。根据您的查询性能目标，高 CPU 消耗值可能是正常情
况。
• 可用内存— 数据库实例上可用的 RAM 量（以 MB 为单位）。Neptune 具有自己的内存管理器，所以此指
标可能低于您的预期值。可以很好地指示您应考虑将实例类升级到具有更多 RAM 的实例类的迹象是，查
询经常引发 out-of-memory 异常情况。
对于 CPU 和内存指标，监控选项卡中的红线指标标记为 75%。如果实例内存消耗频繁越过红线，请检查您
的工作负载并考虑升级实例以改进查询性能。

调整 Neptune 查询的最佳实践
提高 Neptune 性能的最佳方式之一是优化最常使用和占用最多资源的查询，以降低其运行成本。
有关如何调整 Gremlin 查询的信息，请参阅Gremlin 查询提示 (p. 274)和调整 Gremlin 查询 (p. 314). 有关如
何调整 SPARQL 查询的信息，请参阅 SPARQL 查询提示 (p. 379)。

跨只读副本进行负载平衡
读取器终端节点轮询路由的运行方式是更改 DNS 条目指向的主机。客户端必须创建新连接并解析 DNS 记
录，以获取到新只读副本的连接，因为 WebSocket 连接通常可长时间保持活动状态。
要为连续请求获取不同的只读副本，请确保您的客户端在每次连接时都会解析 DNS 条目。这可能需要关闭
连接并重新连接到读取器终端节点。
您还可以通过显式连接到实例终端节点来跨只读副本对请求进行负载均载。

使用临时更大的实例更快地加载
实例的大小越大，您的加载性能越高。如果您没有使用较大的实例类型，但希望提高加载速度，则可以先使
用较大的实例进行加载然后删除它。

Note
以下过程是针对新集群的。如果您目前已经有一个集群，则可以添加一个新的较大实例，然后将其
提升为新的主数据库实例。

使用较大的实例大小加载数据
1.

使用单个 r5.12xlarge 实例创建集群。此实例是主数据库实例。

2.

创建一个或多个具有相同大小的只读副本 (r5.12xlarge)。
您可以创建大小较小的只读副本，但如果它们不够大，无法跟上主实例的写入操作，则可能必须频繁地
重新启动。由此产生的停机时间大大降低了性能。

3.

在批量加载器命令中，包括“parallelism” : “OVERSUBSCRIBE”告诉 Neptune 使用所有可用的
CPU 资源进行加载（请参阅Neptune 加载程序请求参数 (p. 232))。然后，加载操作将在 I/O 允许的范围
内以最快的速度进行，这通常需要 60-70% 的 CPU 资源。

4.

使用 Neptune 加载程序加载您的数据。加载任务在主数据库实例上运行。

5.

数据加载完成后，请务必将集群中的所有实例缩减为相同的实例类型，以避免产生额外费用和重复重启
问题（请参阅避免使用不同的实例大小 (p.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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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故障切换到只读副本来调整写入器实例的大小
调整数据库集群中实例（包括写入器实例）大小的最佳方法是创建或修改只读副本实例，使其具有所需的大
小，然后故意故障转移到该只读副本。应用程序看到的停机时间只是更改写入器IP地址所需的时间，大约需
要3到5秒。
用于故意将当前写入器实例故障切换到只读副本实例的 Neptune 管理 API 是FailoverDBCluster (p. 846).
如果您使用的是 Gremlin Java 客户端，则可能需要在故障转移后创建一个新的客户端对象以获取新的 IP 地
址，如上所述这里 (p. 713).
确保将所有实例更改为相同的大小，以避免重复重启的循环，如下所述。

避免在集群中使用不同的实例类
当数据库集群包含不同类的实例时，问题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最常见的问题是，由于复制滞后，
小型读取器实例可能会进入重复重启的周期。如果读取器节点的数据库实例类配置比写入器数据库实例的配
置弱，则更改量可能太大，读取器无法catch。

Important
为避免复制滞后导致重复重启，请配置数据库集群，使所有实例具有相同的实例类（大小）。
您可以使用查看写入器实例（主实例）与数据库集群中的读取器之间的滞后ClusterReplicaLagAmazon
中的指标 CloudWatch. 这些区域有：VolumeWriteIOPs指标还允许您检测集群中可能造成复制延迟的突发
写入活动。

数据预取任务中断后重试上传错误
使用批量加载器将数据加载到 Neptune 时，LOAD_FAILED偶尔会出现状态，带有PARSING_ERROR和Data
prefetch task interrupted响应详细信息的请求而报告的消息，如下所示：
"errorLogs" : [
{
"errorCode" : "PARSING_ERROR",
"errorMessage" : "Data prefetch task interrupted: Data prefetch task for 11467 failed",
"fileName" : "s3://some-source-bucket/some-source-file",
"recordNum" : 0
}
]

如果遇到此错误，只需重试批量上传请求。
在发生临时中断时会出现此错误，这种中断一般不是由您的请求或数据导致的，并且通常可以通过再次运行
批量上传请求加以解决。
如果您使用的是默认设置，即 "mode":"AUTO" 和 "failOnError":"TRUE"，则在发生中断时，加载程
序会跳过已经成功加载的文件，并继续加载尚未加载的文件。

将 Grelin 与 Neptune 结合使用的一般最佳实践
将 Grelin 图形遍历语言与 Neptune 一起使用时，请遵循以下建议。有关将 Grelin 与 Neptune 结合使用的信
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Gremlin” (p. 256).

Important
更改内容如下： TinkerPop 3.4.11 版提高了查询处理方式的正确性，但目前有时会严重影响查询性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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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这种查询的运行速度可能会慢得多：
g.V().hasLabel('airport').
order().
by(out().count(),desc).
limit(10).
out()

限制步骤之后的顶点现在以非最佳方式获取，因为 TinkerPop 3.4.11 更改。为避免这种情况，您可
以通过在order().by(). 例如：
g.V().hasLabel('airport').
order().
by(out().count(),desc).
limit(10).
barrier().
out()

Neptune 启用 TinkerPop 3.4.11引擎版本 1.0.5.0 (p. 763).
主题
• 在将部署 Gremlin 代码的上下文中测试 Gremlin 代码 (p. 709)
• 设置 Upsert 查询来利用 DFE 引擎 (p. 709)
• 创建高效的多线程 Gremlin 写入 (p. 709)
• 使用创建时间属性修剪记录 (p. 710)
• 将 datetime( ) 方法用于 Groovy 时间数据 (p. 710)
• 将本机日期和时间用于 GLV 时间数据 (p. 711)

在将部署 Gremlin 代码的上下文中测试 Gremlin 代码
在 Gremlin 中，客户端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向服务器提交查询：使用 WebSocket 或 Bytecode GLV，或者通过
Gremlin 控制台使用基于字符串的脚本。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Gremlin 查询的执行可能会因您提交查询的方式而有所不同。如果以 Bytecode 模式
提交，返回空结果的查询可能会被视为已成功，但如果以脚本模式提交，则被视为失败。例如，如果你包
括next()在脚本模式查询中，next()已发送到服务器，但使用 ByteCode 客户端通常会处理next()本
身。在第一种情况下，如果找不到任何结果，查询将失败，但在第二种情况下，无论结果集是否为空，查询
都会成功。
如果你在一个上下文中开发和测试你的代码（例如，Gremlin 控制台通常以文本形式提交查询），但是然后
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例如通过使用 Bytecode 的 Java 驱动程序）部署代码，你可能会遇到代码在生产中的行
为与生产中的行为不同的问题它在您的开发环境中确实如此。

Important
一定要在将部署 Gremlin 代码的 GLV 上下文中测试 Gremlin 代码，以避免意外结果。

设置 Upsert 查询来利用 DFE 引擎
通过尽可能充分利用 Neptune DFE 引擎，您可以显著提高 upsert 查询的性能。
使用 Gremlin 制作高效的 upserts (p. 288)解释了如何构建 upsert 查询以尽可能有效地使用 DFE 引擎。

创建高效的多线程 Gremlin 写入
使用 Grelin 将数据通过多线程加载到 Neptune 中时，有一些指导方针可供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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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可能，向每个线程提供一组可以插入或修改而不造成冲突的顶点或边缘。例如，线程 1
地址 ID 范围是 1–50000，线程 2 地址 ID 范围是 50001–100000，以此类推。这会减少造成
ConcurrentModificationException 的可能性。为安全起见，围绕所有写入放置一个 try/catch
块。如果出现任何失败，您可在短暂延迟后重试它们。
以介于 50 到 100（顶点或边缘）之间的批大小进行的批量写入通常可以很好地工作。如果您要为每个顶点
添加大量属性，其数量接近 50，那么 100 是比较好的选择。进行一些试验是值得的。因此，对于批量写
入，您可以使用类似于下文的方法：
g.addV(‘test’).property(id,’1’).as(‘a’).
addV(‘test’).property(id,’2’).
addE(‘friend’).to(‘a’).

然后，在每个批量操作中重复此方法。
相比在 Gremlin 与服务器的每次往返通信中添加一个顶点或边缘，使用批处理可大幅提升效率。
如果您使用 Gremlin 语言变体 (GLV) 客户端，则可以先创建遍历以便用编程方式创建批处理。然后在其中进
行添加，最后对其进行迭代，例如：
t.addV(‘test’).property(id,’1’).as(‘a’)
t.addV(‘test’).property(id,’2’)
t.addE(‘friend’).to(‘a’)
t.iterate()

如果可能，最好是使用 Gremlin 语言变体客户端。不过您可以使用其他客户端执行类似的操作，通过将字符
串连接起来构建一个批次，以文本字符串的格式提交查询。
如果您使用的是 Gremlin 客户端库之一而不是基本 HTTP 进行查询，线程应该全部共享同一个客户端、集群
或连接池。您可能需要调整设置来实现尽可能最佳的吞吐量 — 诸如 Grelin 客户端使用的连接池大小和工作
线程数等设置。

使用创建时间属性修剪记录
您可以通过将创建时间作为属性存储在顶点上并定期删除它们来修剪过时的记录。
如果需要将数据存储特定的生命周期，然后从图形中删除它（顶点生存时间），则可以在创建顶点时存储时
间戳属性。您随后可以定期发出对在特定时间之前创建的所有顶点的 drop() 查询；例如：
g.V().has(“timestamp”, lt(datetime('2018-10-11')))

将 datetime( ) 方法用于 Groovy 时间数据
Neptune 提供datetime方法，用于为 Grelin 中发送的查询指定日期和时间时髦的变体。这包括 Gremlin 控
制台、使用 HTTP REST API 的文本字符串以及使用 Groovy 的任何其他序列化。

Important
这仅 适用于您将 Gremlin 查询作为文本字符串 发送的方法。如果您使用的是 Gremlin 语言变体，则
必须使用该语言的本机日期类和函数。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下一部分：the section called “本机日
期和时间” (p. 711)。
从 TinkerPop 3.5.2（引入的Neptune 引擎发布 1.1.0 (p. 745)),datetime是 TinkerPop 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
您可以使用 datetime 方法来存储和比较日期：
g.V('3').property('date',datetime('2001-02-08'))

API 版本 2020-12-18
710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本机日期和时间

g.V().has('date',gt(datetime('2000-01-01')))

将本机日期和时间用于 GLV 时间数据
如果您使用的是 Gremlin 语言变体 (GLV)，则必须对 Gremlin 时间数据使用由编程语言提供的原生日期和时
间类以及函数。
官方 TinkerPop Java、Node.js (JavaScript)、Python 或 .NET 库是 Grelin 语言变体库。

Important
这仅 适用于 Gremlin 语言变体 (GLV) 库。如果您使用了将 Grelin 查询作为文本字符串发送的方
法，则必须使用datetime()方法由 Neptune 提供。这包括 Gremlin 控制台、使用 HTTP REST
API 的文本字符串以及使用 Groovy 的任何其他序列化。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上部分the section
called “datetime( )” (p. 710)。
Python
下面是采用 Python 的示例的一部分，该示例为 ID 是“3”的顶点创建名为“date”的单个属性。它将值设置为使
用 Python datetime.now() 方法生成的日期。
import datetime
g.V('3').property('date',datetime.datetime.now()).next()

有关使用 Python 连接到 Neptune 的完整示例，请参阅使用 Python 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p. 269)
Node.js (JavaScript)
以下是中的部分示例 JavaScript 这会创建一个名为 '的属性date'表示 ID 为' 的顶点3'。它将值设置为使用
Node.js Date() 构造函数生成的日期。
g.V('3').property('date', new Date()).next()

有关使用 Node.js 连接到 Neptune 的完整示例，请参阅使用 Node.js 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p. 272)
Java
下面是采用 Java 的示例的一部分，该示例为 ID 为“3”的顶点创建名为“date”的单个属性。它将值设置为使用
Java Date() 构造函数生成的日期。
import java.util.date
g.V('3').property('date', new Date()).next();

有关使用 Java 连接到 Neptune 的完整示例，请参阅使用 Java 客户端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p. 263)
.NET (C#)
下面是采用 C# 的示例的一部分，该示例为 ID 为“3”的顶点创建名为“date”的单个属性。它将值设置为使
用 .NET DateTime.UtcNow 属性生成的日期。
Using System;
g.V('3').property('date', DateTime.UtcNow).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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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使用 C# 连接到 Neptune 的完整示例，请参阅使用 .NET 连接到 Neptune 数据库实例 (p. 271)

将 Gremlin Java 客户端与 Neptune 结合使用的最佳
实践
使用最新兼容版本的 Apache TinkerPop Java 客户端
如果可以，请始终使用最新版本的 Apache TinkerPop 您使用的引擎版本支持的 Grelin Java 客户端。更新的
版本包含大量错误修复，可以提升客户端的稳定性、性能和可用性。
请参阅阿帕奇 TinkerPop Java a Gremlin 客户端 (p. 262)查看与各种 Neptune 引擎版本兼容的客户端版本的
列表。

跨多个线程重用客户端对象
在多个线程之间重用同一个客户端（或 GraphTraversalSource）对象 即，在应用程序中创建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driver.Client 类的共享实例，而不是在每个线程中这样
做。Client 对象是线程安全的，并且将其初始化的开销非常大。
在内部创建 Client 对象的 GraphTraversalSource 也是这种情况。例如，下面的代码会导致实例化新
的 Client 对象：
import static
org.apache.tinkerpop.gremlin.process.traversal.AnonymousTraversalSource.traversal;
/////
GraphTraversalSource traversal = traversal()
.withRemote(DriverRemoteConnection.using(cluster));

为读取和写入端点创建单独的 Gremlin Java 客户端对
象
您可以通过仅在写入器终端节点上执行写入并从一个或多个只读终端节点进行读取来提高性能。
Client readerClient = Cluster.build("https://reader-endpoint")
...
.connect()
Client writerClient = Cluster.build("https://writer-endpoint")
...
.connect()

将多个只读副本终端节点添加到 Gremlin Java 连接池
在创建 Gremlin Java Cluster 对象时，您可以使用 .addContactPoint() 方法将多个只读副本实例添加
到连接池的联系点。
Cluster.Builder readerBuilder = Cluster.build()
.port(8182)
.minConnectionPool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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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ConnectionPoolSize(…)
………
.addContactPoint("reader-endpoint-1")
.addContactPoint("reader-endpoint-2")

关闭客户端以避免连接限制
在完成对客户端的操作后，务必关闭客户端，以确保 WebSocket 连接将被服务器关闭，并释放与连接关联
的所有资源。如果您使用 Cluster.close( ) 关闭集群，则客户端会自动关闭，因为随后在内部调用了
client.close( )。
如果客户端未正常关闭，Neptune 会在 20 至 25 分钟后终止所有空闲 WebSocket 连接。但是，如果您在使
用完 WebSocket 连接后未明确将其关闭，并且活动连接数达到WebSocket 并发连接限制 (p. 726)，然后使
用 HTTP 拒绝额外的连接429错误代码。此时，您必须重新启动 Neptune 实例以关闭连接。
打电话的建议cluster.close()不适用于 JavaAmazon Lambda函数。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在中管理
Gremlin WebSocket 连接Amazon Lambda功能 (p. 534)。

故障转移后创建新的连接
在故障转移的情况下，Gremlin 驱动程序可能会继续连接到旧写入器，因为集群 DNS 名称解析为 IP 地址。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您可以在故障转移后创建新的 Client 对象。

SetmaxInProcessPerConnection和maxSimultaneousUs
相同的值
maxInProcessPerConnection 和 maxSimultaneousUsagePerConnection 参数均与您在单个
WebSocket 连接上可以提交的并发查询的最大数量有关。在内部，这些参数相互关联，如果修改其中之一而
不修改其他参数，可能会导致客户端在尝试从客户端连接池提取连接时收到超时错误。
我们建议您保留默认的最小处理中值和同时使用值，并将 maxInProcessPerConnection 和
maxSimultaneousUsagePerConnection 设置为相同值。
为这些参数设置的值取决于查询复杂性和数据模型。在查询返回大量数据的使用案例中，每个查询会需要更
多带宽，因此应使用较低的参数值和较高的 maxConnectionPoolSize 值。
相比之下，在查询返回数据量较少的情况下，maxInProcessPerConnection 和
maxSimultaneousUsagePerConnection 应设置为比 maxConnectionPoolSize 更高的值。

将查询作为字节码而不是字符串发送到服务器
在提交查询时，使用字节码而不是字符串具有以下好处：
• 尽早捕获无效的查询语法： 使用字节码变量让您可以在编译阶段检测到无效的查询语法。如果您使用基于
字符串的变量，则在将查询提交到服务器并返回错误之前，您无法发现无效语法。
• 避免基于字符串的性能损失： 任何基于字符串的查询提交，无论你是在使用 WebSockets 或 HTTP，会导
致分离的顶点，这意味着顶点对象由 ID、标签以及与顶点关联的所有属性组成（请参阅元素的属性)。
这会导致在不需属性的情况下服务器上不必要的计算。例如，在客户希望使用查询 g.V("hakuna#1") 获
得 ID 为“hakuna#1”的顶点时。如果查询是以基于字符串的提交形式发送，服务器将花费时间在 ID、标签
以及此顶点的所有属性中检索。如果查询是以字节码提交的形式发送，服务器仅花时间检索顶点的 ID 和标
签。
换而言之，不要提交类似于下文的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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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 Cluster cluster = Cluster.build("localhost")
.port(8182)
.maxInProcessPerConnection(32)
.maxSimultaneousUsagePerConnection(32)
.serializer(Serializers.GRAPHBINARY_V1D0)
.create();
try {
final Client client = cluster.connect();
List<Result> results =
client.submit("g.V().has('name','pumba').out('friendOf').id()").all().get();
System.out.println(verticesWithNamePumba);
} finally {
cluster.close();
}

而是使用字节码提交查询，如下所示：
final Cluster cluster = Cluster.build("localhost")
.port(8182)
.maxInProcessPerConnection(32)
.maxSimultaneousUsagePerConnection(32)
.serializer(Serializers.GRAPHBINARY_V1D0)
.create();
try {
final GraphTraversalSource g =
traversal().withRemote(DriverRemoteConnection.using(cluster));
List<Object> verticesWithNamePumba = g.V().has("name",
"pumba").out("friendOf").id().toList();
System.out.println(verticesWithNamePumba);
} finally {
cluster.close();
}

始终完全消耗 ResultSet 或查询返回的迭代器
客户端对象应始终完全使用 ResultSet（在基于字符串的提交时）或 GraphTraversal 返回的迭代器。
如果未完全使用查询结果，服务器会挂起，等待客户端使用完它们。
如果您的应用程序只需一部分结果，您可以在查询中使用 limit(X) 步骤来限制服务器生成的结果数。

批量添加顶点和边缘
对 Neptune DB 的每个查询在单个事务的范围内运行，除非您使用会话。这意味着，如果您需要使用 gremlin
查询插入大量数据，请将它们以 50-100 个的批大小打包到一起，通过减少为每个负载创建的事务数来改善
性能。
例如，如下所示添加 5 个顶点到数据库：
// Create a GraphTraversalSource for the remote connection
final GraphTraversalSource g =
traversal().withRemote(DriverRemoteConnection.using(cluster));
// Add 5 vertices in a single query
g.addV("Person").property(T.id, "P1")
.addV("Person").property(T.id, "P2")
.addV("Person").property(T.id, "P3")
.addV("Person").property(T.id, "P4")
.addV("Person").property(T.id, "P5").it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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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 Java 虚拟机中的 DNS 缓存
在一个环境中，如果您希望跨多个线程只读副本实现请求的负载均衡，则需要禁用 Java 虚拟机 (JVM) 中的
DNS 缓存并在创建集群时提供 Neptune 的读取终端节点。禁用 JVM DNS 缓存可以确保为每个新连接重新
解析 DNS，以在所有只读副本之间分配连接请求。您可以通过以下行在应用程序的初始化代码中执行此操
作：
java.security.Security.setProperty("networkaddress.cache.ttl", "0");

但是，为负载平衡提供了一个更完整、更强大的解决方案由亚马逊 Gremlin Java 客户端代码（位于 GitHub
上）。Amazon Java Gremlin 客户端了解您的集群拓扑，并在 Neptune 集群中的一组实例之间公平分配连接
和请求。请参阅本博客帖子查看使用该客户端的 Java Lambda 函数示例。

或者，在每个查询级别设置超时
Neptune 让您可以使用参数组选项为查询设置超时neptune_query_timeout（请参阅参数 (p. 445))。但
是，从 Java 客户端版本 3.3.7 开始，您也可以使用如下所示代码覆盖全局超时：
final Cluster cluster = Cluster.build("localhost")
.port(8182)
.maxInProcessPerConnection(32)
.maxSimultaneousUsagePerConnection(32)
.serializer(Serializers.GRAPHBINARY_V1D0)
.create();
try {
final GraphTraversalSource g =
traversal().withRemote(DriverRemoteConnection.using(cluster));
List<Object> verticesWithNamePumba = g.with(ARGS_EVAL_TIMEOUT, 500L).V().has("name",
"pumba").out("friendOf").id().toList();
System.out.println(verticesWithNamePumba);
} finally {
cluster.close();
}

或者，对于基于字符串的查询提交，代码如下所示：
RequestOptions options = RequestOptions.build().timeout(500).create();
List<Result> result = client.submit("g.V()", options).all().get();

解决 3.3.4 之前的客户端中的保持活动状态错误
仅针对客户端版本 3.3.3 及更低版本：
早期版本的 Gremlin 客户端中有一个错误，会导致对于每个 websocket 连接，要发送到服务器的新
KeepAlive 请求会随所有请求一起发送而不是只发送一次。这会占用宝贵的服务器资源，因为服务器会处
理不必要的保持活动请求。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TINKERPOP-2030。
您可以通过升级到 Gremlin Java 客户端版本 3.3.4 或更高版本来避免此问题。
一种解决方法是通过将其间隔设置为 0 来禁用客户端保持活动：
Cluster.Builder readerBuilder = Cluster.build()
.port(8182)
...
.keepAliveInterva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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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 Gremlin Java 客户端异常
Gremlin Java 客户端抛出特定于其操作的异常。本节提供了帮助您排查的额外信息。

java.util.concurrent.TimeoutException 问题排查
Gremlin Java 客户端抛出java.util.concurrent.TimeoutException当 Gremlin 请求在客户端本身等
待其中一个插槽时超时 WebSocket 连接才能变为可用。此超时持续时间由maxWaitForConnection客户
端可配置参数。

Note
由于在客户端超时的请求永远不会发送到服务器，因此它们不会反映在服务器捕获的任何指标中，
例如GremlinRequestsPerSec.
这种超时通常由以下两种方式之一造成：
• 服务器实际上达到了最大容量。如果是这种情况，服务器上的队列已满，您可以通过监控主要请求队列待
处理请求 (p. 662) CloudWatch 指标。服务器可以处理的 parallel 查询的数量取决于其实例大小。
如果MainRequestQueuePendingRequests指标不显示服务器上挂起的请求的积聚，然后服务器可以处
理更多的请求，而超时是由客户端限制造成的。
• 客户端限制请求。这通常可以通过更改客户端配置设置来修复。
客户端可以发送的最大 parallel 请求数可以大致估计如下：
maxParallelQueries = maxConnectionPoolSize * Max( maxSimultaneousUsagePerConnection,
maxInProcessPerConnection )

发送超过maxParallelQueries给客户的原因java.util.concurrent.TimeoutException例外。
您通常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解决此问题：
• 延长连接超时持续时间。如果延迟对你的应用程序不是至关重要的，请增加客户端
的maxWaitForConnection设置。然后，客户在超时之前等待更长时间，这反过来又会增加延迟。
• 增加每个连接的最大请求数。这允许使用相同的请求发送更多请求 WebSocket 连接。通过增加客户
的maxSimultaneousUsagePerConnection和maxInProcessPerConnection设置。通常，这些
设置应具有相同的值。
• 增加连接池中的连接数。通过增加客户的maxConnectionPoolSize设置。成本增加了资源消耗，因为
每个连接都使用内存和操作系统文件描述符，并且在初始化过程中需要 SSL 和 WebSocket 握手。

使用 SPARQL 的 Neptune 最佳实践
将 SPARQL 查询语言与 Neptune 一起使用时，请遵循以下最佳实践。有关在 Neptune 中使用 SPARQL 的
信息，请参阅使用 SPARQL 访问Neptune 图 (p. 365).

默认查询所有命名图形
Amazon Neptune 将每个三元组与一个命名图形相关联。默认图形定义为所有命名图形的并集。
如果提交 SPARQL 查询而未通过 GRAPH 关键字或 FROM NAMED 之类的构造明确指定图形，Neptune 将始
终考虑数据库实例中的所有三元组。例如，以下查询从 Neptune SPARQL 终端节点返回所有三元组：
SELECT * WHERE { ?s ?p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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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在多个图形中的三元组将仅返回一次。
有关默认图形规范的信息，请参阅 SPARQL 1.1 查询语言规范的 RDF 数据集一节。

为加载指定命名图形
Amazon Neptune 将每个三元组与一个命名图形相关联。如果加载、插入或更新三元组时未指定命名图
形，Neptune 将使用 URI 定义的回退命名图形，http://aws.amazon.com/neptune/vocab/v01/
DefaultNamedGraph.
如果您使用 Neptune 批量加载器，您可以使用parserConfiguration: namedGraphUri参数。有关
Neptune 装载机的信息Load请参阅命令语法the section called “加载程序命令” (p. 232).

在查询的 FILTER、FILTER...IN 和 VALUES 之间进行
选择
有三种方法在 SPARQL 查询中注入值：FILTER、FILTER...IN 和 VALUES。
例如，假设您要在单个查询内查找多个人员的好友。您可以使用 FILTER 构建查询，如下所示：
PREFIX ex: <https://www.example.com/>
PREFIX foaf : <http://xmlns.com/foaf/0.1/>
SELECT ?s ?o
WHERE {?s foaf:knows ?o. FILTER (?s = ex:person1 || ?s = ex:person2)}

这将返回图形中 ?s 绑定到 ex:person1 或 ex:person2 并且传出边缘标记为 foaf:knows 的所有三元
组。
您也可以创建一个使用 FILTER...IN 的查询，该查询返回等同的结果：
PREFIX ex: <https://www.example.com/>
PREFIX foaf : <http://xmlns.com/foaf/0.1/>
SELECT ?s ?o
WHERE {?s foaf:knows ?o. FILTER (?s IN (ex:person1, ex:person2))}

您也可以使用 VALUES 创建查询，在此例中也会返回等同结果：
PREFIX ex: <https://www.example.com/>
PREFIX foaf : <http://xmlns.com/foaf/0.1/>
SELECT ?s ?o
WHERE {?s foaf:knows ?o. VALUES ?s {ex:person1 ex:person2}}

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查询在语义上是等效的，但在某些情况下，两个 FILTER 变体不同于 VALUES 变
体：
• 第一种情况是在您注入重复值时，例如将同一个人注入两次。在这种情况下，VALUES 查询会在结果中包
含重复项。您可通过将 DISTINCT 添加到 SELECT 子句来显式消除此类重复。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您可
能希望在查询结果中包含重复项用于冗余值注入。
而 FILTER 和 FILTER...IN 在相同值多次显示时仅提取该值一次。
• 第二种情况涉及 VALUES 始终执行完全匹配，而 FILTER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应用类型提升并执行模糊匹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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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当您在 values 子句中包含类似于 "2.0"^^xsd:float 的文本时，VALUES 查询与此文本完全匹
配，包括文本值和数据类型。
相比之下，FILTER 会为这些数字文本生成模糊匹配。该匹配会包括值相同但数字数据类型（例如
xsd:double）不同的文本。

Note
枚举字符串文本或 URI 时，FILTER 与 VALUES 的行为没有区别。
FILTER 与 VALUES 之间的区别会影响优化以及所造成的查询计算策略。除非您的用例需要模糊匹配，否则
我们建议您使用 VALUES，因为它会避免查找与类型转换相关的特殊情况。因此，VALUES 通常会生成更高
效的查询，运行速度更快，而且成本更低。

使用 OpenPher 和 Bolt 的 Neptune 最佳实践
当您将 Openency Pher 查询语言和 Bolt 协议与 Neptune 一起使用时，请遵循以下最佳实践。有关在
Neptune 中使用 opency Pher 的信息，请参阅使用 OpencyPher 访问Neptune 图 (p. 332).

Neptune 不支持在一笔交易中多个并发查询
尽管 Bolt 驱动程序本身允许在事务中进行并发查询，但 Neptune 不支持同时运行的事务中的多个查询。相
反，Neptune 要求在一个事务中按顺序运行多个查询，并且在启动下一个查询之前完全使用每个查询的结
果。
下面的示例展示了如何使用 Bolt 在事务中按顺序运行多个查询，以便在下一个查询开始之前完全消耗每个查
询的结果：
final String query = "MATCH (n) RETURN n";
try (Driver driver = getDriver(HOST_BOLT, getDefaultConfig())) {
try (Session session = driver.session(readSessionConfig)) {
try (Transaction trx = session.beginTransaction()) {
final Result res_1 = trx.run(query);
Assert.assertEquals(10000, res_1.list().size());
final Result res_2 = trx.run(query);
Assert.assertEquals(10000, res_2.list().size());
}
}
}

在故障转移后创建新的连接
在故障转移的情况下，Bolt 驱动程序可以继续连接到旧的写入器实例而不是新的活动实例，因为 DNS 名称
解析为特定的 IP 地址。
为防止这种情况，请关闭然后重新连接Driver任何故障转移后的对象。

长期应用程序的连接处理
构建长期使用寿命的应用程序时，例如在容器内或 Amazon EC2 实例上运行的应用程序时，请实例
化Driver对象一次，然后在应用程序的生命周期内重复使用该对象。Driver 对象是线程安全的，并且将其
初始化的开销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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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的连接处理Amazon Lambda
不建议在内部使用 Bolt 驱动程序Amazon Lambda函数，因为它们的连接开销和管理要求。使用HTTPS 终端
节点 (p. 335)相反。

完成对驱动程序的对象后，关闭
在完成对客户端的操作后，务必将其关闭，以便服务器关闭 Bolt 连接并释放与连接关联的所有资源。如果您
使用driver.close().
如果驱动程序未正确关闭，Neptune 将在 20 分钟后终止所有空闲的 Bolt 连接，如果您使用 IAM 身份验证，
则在 10 天后终止。
Neptune 支持不超过 1000 个并发 Bolt 连接。如果您在使用完连接后未明确将其关闭，并且活动连接数达到
1000 的限制，则任何新的连接尝试均将失败。

使用明确的交易模式进行阅读和写作
在 Neptune 和 Bolt 驱动程序中使用事务时，最好将读取和写入事务的访问模式明确设置为正确的设置。

只读事务
对于只读事务，如果在构建会话时没有传递适当的访问模式配置，则使用默认隔离级别，即变异查询隔离。
因此，只读事务将访问模式设置为非常重要read显式。
自动提交读取交易示例：
SessionConfig sessionConfig = SessionConfig
.builder()
.withFetchSize(1000)
.withDefaultAccessMode(AccessMode.READ)
.build();
Session session = driver.session(sessionConfig);
try {
(Add your application code here)
} catch (final Exception e) {
throw e;
} finally {
driver.close()
}

阅读交易示例：
Driver driver = GraphDatabase.driver(url, auth, config);
SessionConfig sessionConfig = SessionConfig
.builder()
.withDefaultAccessMode(AccessMode.READ)
.build();
driver.session(sessionConfig).readTransaction(
new TransactionWork<List<String>>() {
@Override
public List<String> execute(org.neo4j.driver.Transaction tx) {
(Add your application code here)
}
}
);

在两种情况下，SNAPSHOT隔离 (p. 103)是用来实现的Neptune 只读事务语义 (p.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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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只读副本仅接受只读查询，因此提交至只读副本的任何查询均按照SNAPSHOT隔离语义。
只读事务没有脏读或不可重复的读取。

只读事务
对于变异查询，创建写入事务有三种不同的机制，每种机制如下所示：
隐式写交易示例：
Driver driver = GraphDatabase.driver(url, auth, config);
SessionConfig sessionConfig = SessionConfig
.builder()
.withDefaultAccessMode(AccessMode.WRITE)
.build();
driver.session(sessionConfig).writeTransaction(
new TransactionWork<List<String>>() {
@Override
public List<String> execute(org.neo4j.driver.Transaction tx) {
(Add your application code here)
}
}
);

自动提交写入事务示例：
SessionConfig sessionConfig = SessionConfig
.builder()
.withFetchSize(1000)
.withDefaultAccessMode(AccessMode.Write)
.build();
Session session = driver.session(sessionConfig);
try {
(Add your application code here)
} catch (final Exception e) {
throw e;
} finally {
driver.close()
}

显式写入事务示例：
Driver driver = GraphDatabase.driver(url, auth, config);
SessionConfig sessionConfig = SessionConfig
.builder()
.withFetchSize(1000)
.withDefaultAccessMode(AccessMode.WRITE)
.build();
Transaction beginWriteTransaction = driver.session(sessionConfig).beginTransaction();
(Add your application code here)
beginWriteTransaction.commit();
driver.close();

写入事务的隔离级别
• 作为突变查询的一部分所做的读取将在下面运行READ COMMITTED事务隔离。
• 作为突变查询的一部分所做的读取没有脏读。
• 在变异查询中读取时，记录和记录范围将被锁定。
• 当更改事务已读取索引范围时，可以强力保证在该读取结束之前，任何并发事务都不会修改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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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变查询不是线程安全的。
有关冲突，请参阅使用锁定等待超时解决冲突 (p. 105).
在发生故障的情况下，不会自动重试变异查询。

重试例外的逻辑
对于允许重试的所有例外情况，通常最好使用指数退避和重试策略它提供了逐渐延长重试之间的等待时间，
以便更好地处理诸如ConcurrentModificationException错误消息。下面显示了指数退避和重试模式的
示例：
public static void main() {
try (Driver driver = getDriver(HOST_BOLT, getDefaultConfig())) {
retriableOperation(driver, "CREATE (n {prop:'1'})")
.withRetries(5)
.withExponentialBackoff(true)
.maxWaitTimeInMilliSec(500)
.call();
}
}
protected RetryableWrapper retriableOperation(final Driver driver, final String query){
return new RetryableWrapper<Void>() {
@Override
public Void submit() {
log.info("Performing graph Operation in a retry manner......");
try (Session session = driver.session(writeSessionConfig)) {
try (Transaction trx = session.beginTransaction()) {
trx.run(query).consume();
trx.commit();
}
}
return null;
}
@Override
public boolean isRetryable(Exception e) {
if (isCME(e)) {
log.debug("Retrying on exception.... {}", e);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private boolean isCME(Exception ex) {
return ex.getMessage().contains("Operation failed due to conflicting concurrent
operations");
}
};

}

/**
* Wrapper which can retry on certain condition. Client can retry operation using this
class.
*/
@Log4j2
@Getter
public abstract class RetryableWrapper<T> {
private long retries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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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long maxWaitTimeInSec = 1;
private boolean exponentialBackoff = true;
/**
* Override the method with custom implementation, which will be called in retryable
block.
*/
public abstract T submit() throws Exception;
/**
* Override with custom logic, on which exception to retry with.
*/
public abstract boolean isRetryable(final Exception e);
/**
* Define the number of retries.
*
* @param retries -no of retries.
*/
public RetryableWrapper<T> withRetries(final long retries) {
this.retries = retries;
return this;
}
/**
* Max wait time before making the next call.
*
* @param time - max polling interval.
*/
public RetryableWrapper<T> maxWaitTimeInMilliSec(final long time) {
this.maxWaitTimeInSec = time;
return this;
}
/**
* ExponentialBackoff coefficient.
*/
public RetryableWrapper<T> withExponentialBackoff(final boolean expo) {
this.exponentialBackoff = expo;
return this;
}
/**
* Call client method which is wrapped in submit method.
*/
public T call() throws Exception {
int count = 0;
Exception exceptionForMitigationPurpose = null;
do {
final long waitTime = exponentialBackoff ? Math.min(getWaitTimeExp(retries),
maxWaitTimeInSec) : 0;
try {
return submit();
} catch (Exception e) {
exceptionForMitigationPurpose = e;
if (isRetryable(e) && count < retries) {
Thread.sleep(waitTime);
log.debug("Retrying on exception attempt - {} on exception cause - {}", count,
e.getMessage());
} else if (!isRetryable(e)) {
log.error(e.getMessage());
throw new RuntimeException(e);
}
}
} while (++count < re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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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w new IOException(String.format(
"Retry was unsuccessful.... attempts %d. Hence throwing exception " + "back to
the caller...", count),
exceptionForMitigationPurpose);
}

}

/*
* Returns the next wait interval, in milliseconds, using an exponential backoff
* algorithm.
*/
private long getWaitTimeExp(final long retryCount) {
if (0 == retryCount) {
return 0;
}
return ((long) Math.pow(2, retryCount) * 100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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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Neptune 限制
区域
Amazon Neptune 在以下版本中可用Amazon地区：
• 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部）：us-east-1
• 美国东部（俄亥俄）：us-east-2
• 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北部）：us-west-1
• 美国西部（俄勒冈）：us-west-2
• 加拿大（中部）：ca-central-1
• 南美洲（圣保罗）sa-east-1
• 欧洲（斯德哥尔摩）：eu-north-1
• 欧洲（爱尔兰）：eu-west-1
• 欧洲（伦敦）：eu-west-2
• 欧洲（巴黎）：eu-west-3
• 欧洲（法兰克福）：eu-central-1
• 中东（巴林）：me-south-1
• 非洲（开普敦）：af-south-1
• 亚太地区（香港）：ap-east-1
• 亚太地区（东京）：ap-northeast-1
• 亚太地区（首尔）：ap-northeast-2
• 亚太地区（新加坡）：ap-southeast-1
• 亚太地区（悉尼）：ap-southeast-2
• 亚太地区（孟买）：ap-south-1
• 中国（北京）：cn-north-1
• 中国（宁夏）：cn-northwest-1
• Amazon GovCloud (US-East)us-gov-west-1
• Amazon GovCloud (US-East)us-gov-east-1

存储集群卷的最大大小
除中国和中国以外，在所有受支持的区域中，Neptune 集群卷可增大到 128 tebibytes (TiB) 的最
大大小 GovCloud，其中限制为 64TiB。这适用于以以下版本开头的所有引擎版本发布: 1.0.2.2
(2020-03-09) (p. 784). 请参阅 Amazon Neptune 存储、可靠性和可用性 (p. 113)。

中国地区的差异
就像许多人一样Amazon服务，Amazon Neptune 在中国（北京）和中国（宁夏）的运营与其他地区略有不
同Amazon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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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当 Neptune ML 使用 Amazon API Gateway 创建其导出服务时，默认情况下会启用 IAM 身份验证。
在中国地区，更改该选项的过程与其他地区略有不同。
这些和其他区别是此处解释.

支持的数据库实例大小
Neptune 在不同版本中支持不同的数据库实例类Amazon地区。如需了解指定区域中支持哪些类，请转到
Amazon Neptune 定价并选择您感兴趣的区域。

每种的限制Amazon帐户
对于某些管理功能，Amazon Neptune 使用与Amazon 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 (Amazon RDS) 共享的
操作技术。
EACHAmazon账户对每个区域都可以创建的 Amazon Neptune 和 Amazon RDS 资源的数量施加了限制。这
些资源包括数据库实例和数据库集群。
在您达到某一资源的限制时，再进行创建该资源的调用就会失败并引发异常。
有关 Amazon Neptune 和 Amazon RDS 之间共享的限制的列表，请参阅Amazon RDS 中的限制中
的Amazon RDS 用户指南.

连接到 Neptune 需要一个 VPC
Amazon Neptune 是一项仅 VPC (VPC) 服务。
此外，不允许从 VPC 外部访问实例。

Neptune 需要 SSL
从引擎版本开始1.0.4.0，Amazon Neptune 仅允许通过 HTTPS 连接到任何实例或集群终端节点。
Neptune 需要使用 TLS 1.2 版本，并使用以下强密码套件：
• TLS_ECDHE_RSA_WITH_AES_256_GCM_SHA384
• TLS_ECDHE_RSA_WITH_AES_128_GCM_SHA256
• TLS_ECDHE_RSA_WITH_AES_256_CBC_SHA384
• TLS_ECDHE_RSA_WITH_AES_128_CBC_SHA256
• TLS_ECDHE_RSA_WITH_AES_256_CBC_SHA
• TLS_ECDHE_RSA_WITH_AES_128_CBC_SHA

可用区和数据库子网组
Amazon Neptune 要求每个集群都有一个数据库子网组，该组至少在两个受支持的可用区中有子网。
我们建议在不同的可用区中使用三个或更多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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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请求负载最大值 (150 MB)
Gremlin 和 SPARQL HTTP 请求的总大小必须小于 150 MB。如果请求超过此大小，Neptune 返回HTTP
400: BadRequestException.
此限制不适用于 Gremlin WebSockets 连接.

Gremlin 实现的差异
Amazon Neptune Gremlin 实施具有特定的实施细节，可能会不同于其他 Gremlin 实施。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Neptune 中的 Gremlin 标准合规性 (p. 80)。

Neptune 不支持字符串数据中的空字符
Neptune 不支持字符串中的空字符。在 Gremlin 和 OpencyPher 的属性图数据以及 RDF/SPARQL 数据的属
性图数据中都是如此。

URI 中的 SPARQL UPDATE LOAD
URI 中的 SPARQL UPDATE LOAD 仅适用于位于同一 VPC 中的资源。
这包括创建了 Amazon S3 VPC 终端节点的集群所在区域中的 Amazon S3 网址。
Amazon S3 URL 必须是 HTTPS，并且任何身份验证都必须包含在 URL 中。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对请
求进行身份验证：使用查询参数中的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API 参考.
有关创建 VPC 端点的信息，请参阅 创建Amazon S3 VPC 终端节点 (p. 227)。
如果您需要从文件加载数据，我们建议您使用 Amazon Neptune 加载程序 API。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
Amazon Neptune 批量加载器收集数据 (p. 214)。

Note
Amazon Neptune 加载程序 API 是非 ACID 的。

IAM 身份验证和访问控制
仅在数据库集群级别支持 IAM 身份验证和访问控制。它们不支持 Gremlin 或 SPARQL。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 。概述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 在Amazon Neptune 中 (p. 140)
Amazon Neptune 主机需要NeptuneReadOnlyAccess权限。您可以通过撤消此访问权限来限制对 IAM 用户
的访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适用于Amazon Neptune 的托管（预定义）策略 (p. 161)
Amazon Neptune 不支持基于用户名/密码的访问控制。

WebSocket 并发连接和最长连接时间
最大最大最大并行数 WebSocket 每个数据库实例的连接数因各实例类型而不同。在达到该限制时，Neptune
将限制任意建立新 WebSocket 连接，以防止耗尽分配的堆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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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类型

最大并发数量 WebSocket 连接

db.t3.medium

512

db.r5.large

2,048

db.r5.xlarge

4,096

db.r5.2xlarge

8192

db.r5.4xlarge

16,384

db.r5.8xlarge

32,768

db.r5.12xlarge

32,768

db.r4.large

2,048

db.r4.xlarge

4,096

db.r4.2xlarge

8192

db.r4.4xlarge

16,384

db.r4.8xlarge

32,768

Note
启动Neptune 引擎版本 1.0.0 (p. 754)Neptune 不再支持R4实例类型。
当客户端正常关闭连接时，该关闭将立即反映在打开的连接计数中。
如果客户端未关闭连接，则连接可能会在 20-25 分钟空闲超时后自动关闭（空闲超时是从客户端收到最后一
条消息后经过的时间）。但是，只要未达到空闲超时，Neptune 就会无限期地保持连接处于打开状态。
启用 IAM 身份验证功能时， WebSocket 连接在建立 10 天后几分钟内始终会断开连接（如果届时尚未关
闭）。

对属性和标签的限制
对图形中可以具有的顶点和边数或 RDF 四边形的数量没有限制。
对任何一个顶点或边可以具有的属性或标签的数量也没有限制。
对单个属性或标签的大小的限制为 55 MB。在 RDF 术语中，这意味着 RDF 四边形的任何列（S、P、O 或
G）中的值不能超过 55 MB。
如果您需要将较大的对象（例如图像）与图形中的顶点或节点相关联，则可以将其存储为Amazon S3 中的文
件，并使用 Amazon S3 路径作为属性或标签。

影响 Neptune 批量加载器的限制
一次排队的Neptune 批量加载作业数不能超过 64 个。
Neptune 仅跟踪最近的 1,024 个批量加载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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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 仅存储每个作业的后 10,000 个错误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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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 服务错误
Amazon Neptune 有两组不同的错误。
• 仅针对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终端节点的图形引擎错误。
• 这些错误与 Neptune 借助Amazon开发工具包Amazon Command Line Interface(Amazon CLI)。
主题
• 图形引擎错误消息和代码 (p. 729)
• 数据库集群管理 API 错误消息和代码 (p. 733)
• Neptune 加载程序错误和源消息 (p. 734)

图形引擎错误消息和代码
在遇到时，Amazon Neptune 终端节点返回 Gremlin 和 SPARQL 的标准错误。
相同的终端节点也可以返回 Neptune 特定于的错误。本节介绍 Neptune 错误消息、代码和建议的操作。

Note
这些错误仅针对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终端节点。用于创建和修改 Neptune 资源的 APIAmazon开发
工具包Amazon CLI有一组不同的常见错误。有关这些错误的更多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API 错误” (p. 733)。

图形引擎错误格式
Neptune 错误消息返回相关的 HTTP 错误代码和 JSON 格式的响应。
HTTP/1.1 400 Bad Request
x-amzn-RequestId: LDM6CJP8RMQ1FHKSC1RBVJFPNVV4KQNSO5AEMF66Q9ASUAAJG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amz-json-1.0
Content-Length: 465
Date: Thu, 15 Mar 2017 23:56:23 GMT
{

"requestId": "0dbcded3-a9a1-4a25-b419-828c46342e47",
"code": "ReadOnlyViolationException",
"detailedMessage": "The request is rejected because it violates some read-only
restriction, such as a designation of a replica as read-only."

}

图形引擎查询错误
下表包含错误代码、消息和 HTTP 状态。
它还指示是否可以重试请求。一般而言，如果在新尝试中请求可能成功，则可以重试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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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 Service Error
Code

Ok to Retry?

Message

403
AccessDeniedException

No

Authentication or
authorization failure.

BadRequestException 400

No

The request could not
be completed.

BadRequestException 400

No

Request size exceeds
max allowed value of
157286400 bytes.

500
CancelledByUserException

Yes

The request processing
was cancelled by an
authorized client.

500
ConcurrentModificationException

Yes

The request processing
did not succeed due to
a modification conflict.
The client should retry
the request.

400
ConstraintViolationException

Yes

The query engine
discovered, during the
execution of the request,
that the completion
of some operation is
impossible without
violating some data
integrity constraints,
such as persistence
of in- and out-vertices
while adding an edge.
Such conditions are
typically observed if
there are concurrent
modifications to the
graph, and are transient.
The client should retry
the request.

500
InternalFailureException

Yes

The request processing
has failed.

No

Invalid use of numeric
data which cannot be
represented in 64-bit
storage size.

400
InvalidParameterException

No

An invalid or outof-range value was
supplied for some input
parameter or invalid
syntax in a supplied
RDF file.

400
MalformedQueryException

No

The request is
rejected because it

#########

HTTP status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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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 Service Error
Code

HTTP status

Ok to Retry?

Message
contains a query that is
syntactically incorrect or
does not pass additional
validation.

500
MemoryLimitExceededException

Yes

The request processing
did not succeed due
to lack of memory, but
can be retried when the
server is less busy.

405
MethodNotAllowedException

No

The request is rejected
because the chosen
HTTP method is not
supported by the used
endpoint.

400
MissingParameterException

No

A required parameter for
the specified action is
not supplied.

500
QueryLimitExceededException

Yes

The request processing
did not succeed due
to the lack of a limited
resource, but can be
retried when the server
is less busy.

QueryLimitException 400

No

Size of query exceeds
system limit.

400
QueryTooLargeException

No

The request was
rejected because its
body is too large.

400
ReadOnlyViolationException

No

The request is rejected
because it violates some
read-only restriction,
such as a designation of
a replica as read-only.

ThrottlingException 500

Yes

Rate of requests
exceeds the maximum
throughput. OK to retry.

500
TimeLimitExceededException

Yes

The request processing
timed out.

429
TooManyRequestsException

Yes

The rate of requests
exceeds the maximum
throughput. OK to retry.
IAM 身份验证仅在启用
时，才发生此异常。

400
UnsupportedOperationException

No

The request uses a
currently unsupported
feature or constr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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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M 身份验证错误
这些错误特定于已启用 IAM 身份验证的集群。
下表包含错误代码、消息和 HTTP 状态。
Neptune Service Error Code

HTTP status

Message

Incorrect IAM User/Policy

403

You do not have sufficient access
to perform this action.

Incorrect or Missing Region

403

Credential should be scoped to a
valid Region, not 'region'.

Incorrect or Missing Service
Name

403

Credential should be scoped to
correct service: 'neptune-db'.

Incorrect or Missing Host
Header / Invalid Signature

403

The request signature we
calculated does not match the
signature you provided. Check
your Amazon Secret Access Key
and signing method. Consult
the service documentation for
details. Host header is missing or
hostname is incorrect.

Missing X-Amz-SecurityToken

403

'x-amz-security-token' is
named as a ####, but it does not
exist in the HTTP request

Missing Authorization Header

403

The request did not include the
required authorization header, or
it was malformed.

Missing Authentication Token

403

Missing Authentication Token.

Old Date

403

Signature expired:
20181011T213907Z is now
earlier than 20181011T213915Z
(20181011T214415Z - 5 ##.)

Future Date

403

Signature not yet current:
20500224T213559Z is still
later than 20181108T225925Z
(20181108T225425Z + 5 ##.)

Incorrect Date Format

403

Date must be in ISO-8601 'basic
format'. Got 'date'. See https://
en.wikipedia.org/wiki/ISO_8601.

Unknown/Missing Access Key or
Session Token

403

The security token included in the
request is invalid.

Unknown/Missing Secret Key

403

The request signature we
calculated does not match the
signature you provided. Check
your Amazon Secret Access Key
and signing method. Consult
the service documentation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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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 Service Error Code

HTTP status

Message
details. Host header is missing or
hostname is incorrect.

TooManyRequestsException

429

The rate of requests exceeds
the maximum throughput. OK to
retry.

数据库集群管理 API 错误消息和代码
这些 Amazon Neptune 错误与用于借助Amazon开发工具包Amazon CLI.
下表包含错误代码、消息和 HTTP 状态。
Neptune Service Error Code

HTTP status

Message

AccessDeniedException

400

您没有足够的访问权限，无法执
行该操作。

IncompleteSignature

400

请求签名不符合Amazon标准。

InternalFailure

500

由于未知错误、异常或故障导致
请求处理失败。

InvalidAction

400

所请求的操作无效。验证操作是
否已正确键入。

InvalidClientTokenId

403

在我们的记录中没有所提供的
X.509 证书或 Amazon 访问密钥
ID。

InvalidParameterCombination400

不得共用的参数被一起使用。

InvalidParameterValue

400

为输入参数提供的值无效或超出
范围。

InvalidQueryParameter

400

为输入参数提供的值无效或超出
范围。

MalformedQueryString

404

查询字符串包含语法错误。

MissingAction

400

请求中遗漏了一个操作或必需参
数。

MissingAuthenticationToken 403

请求中必须包含有效的（已注
册的）Amazon 访问密钥 ID 或
X.509 证书。

MissingParameter

400

未提供用于指定操作的必需参
数。

OptInRequired

403

Amazon 访问密钥 ID 需要订阅服
务。

RequestExpired

400

请求到达服务的时间超过请求上
的日期戳或请求到期日期（如针
对预签名 URL）15 分钟，或者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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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 Service Error Code

HTTP status

Message
求上的日期戳离到期还有 15 分钟
以上。

ServiceUnavailable

503

由于服务器发生临时故障而导致
请求失败。

ThrottlingException

400

由于请求限制而导致请求被拒
绝。

ValidationError

400

输入未能满足指定的约束Amazon
服务。

Neptune 加载程序错误和源消息
Neptune 加载程序的 status 终端节点返回了以下消息。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获取状态 API (p. 239)。
下表包含加载程序源代码和描述。
Error or Feed Code

Description

LOAD_NOT_STARTED

加载已记录但未启动。

LOAD_IN_PROGRESS

表示正在加载，并指定当前正在加载的文件数。
当加载器解析文件时，它会创建一个或多个块来并
行加载。由于单个文件可以生成多个区块，因此此
消息中包含的文件数通常少于批量加载过程使用的
线程数。

LOAD_COMPLETED

加载已完成且无任何错误或错误在可接受的阈值
内。

LOAD_CANCELLED_BY_USER

用户已取消加载。

LOAD_CANCELLED_DUE_TO_ERRORS

由于错误，系统已取消加载。

LOAD_UNEXPECTED_ERROR

加载失败，返回意外错误。

LOAD_FAILED

加载因一个或多个错误而失败。

LOAD_S3_READ_ERROR

源由于间歇性或临时 Amazon S3 连接问题而失败。
如果任何馈送收到此错误，整体加载状态将设置为
LOAD_FAILED。

LOAD_S3_ACCESS_DENIED_ERROR

已拒绝对 S3 存储桶的访问。如果任何馈送收到此错
误，整体加载状态将设置为 LOAD_FAILED。

LOAD_COMMITTED_W_WRITE_CONFLICTS

加载数据已提交，但具有未解决的写入冲突。
加载程序将尝试解决单独事务中的写入冲突并随
着加载进行更新馈送状态。如果最终源状态为
LOAD_COMMITTED_W_WRITE_CONFLICTS，则
将尝试恢复加载，并且此操作可能成功且无写入冲
突。写入冲突一般与错误输入数据无关，但数据重
复可能增加写入冲突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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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 or Feed Code

Description

LOAD_DATA_DEADLOCK

Load was automatically rolled back due to
deadlock.

LOAD_DATA_FAILED_DUE_TO_FEED_MODIFIED_OR_DELETED
源由于文件在加载开始后已被删除或更新而失败。
LOAD_FAILED_BECAUSE_DEPENDENCY_NOT_SATISFIED
加载请求未执行，因为其依赖关系检查失败。
LOAD_IN_QUEUE

加载请求已排队，正在等待执行。

LOAD_FAILED_INVALID_REQUEST

加载失败，因为请求无效（例如，指定的源/存储桶
可能不存在，或者文件格式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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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Neptune 的引擎发布
Amazon Neptune 定期发布引擎更新。
您可以使用来确定当前安装的引擎发行版本实例状态 API (p. 658)或者Neptune 控制台。版本号告诉你是否
正在运行原始发行版（隐式）.R1) 或更高版本的补丁 (.R2、.R3等等）。有关版本编号的更多信息，请参
阅引擎版本号 (p. 738)。

Note
对于来自的次要发动机版本1.0.1.0之后，隐式的起始版本是.R1，后续补丁是.R2、.R3等等。
有关如何更新 Neptune 数据库引擎的信息以及有关更新的其他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下表列出了自 1.0.1.0 以来的所有引擎版本，以及有关版本的信息 end-of-life. 您可以参照下表中的日期规划
您的测试和升级周期。
版本

主要版
本

次要版
本

状态

Released

使用寿命结束

1.2.0.0 (p. 741)

1.2

0.0

活跃

2022-05-31

2024-07-31

1.1.1.0 (p. 745)

1.1

1.0

活跃

2022 年 4 月 19
日

2024-07-31

1.1.0.0 (p. 754)

1.1

0.0

活跃

2021 年 11 月 19
日

2023-08-31

1.0.5.1 (p. 758)

1.0

5.1

活跃

2021 年 10 月 1
日

2022-10-31

1.0.5.0 (p. 763)

1.0

5.0

活跃

2021-07-27

2022-10-31

1.0.4.2 (p. 768)

1.0

4.2

活跃

2021 年 6 月 1 日 2022-10-31

1.0.4.1 (p. 772)

1.0

4.1

活跃

2020-12-08-08-08 2022-10-31

1.0.4.0 (p. 776)

1.0

4.0

活跃

2020-10-12

1.0.3.0 (p. 779)

1.0

3.0

活跃

2020-08-08-08-08-08
2022-10-31

1.0.2.2 (p. 784)

1.0

2.2

活跃

2020-03-3-3-3-3-3-3-3-32022-07-29

1.0.2.1 (p. 790)

1.0

2.1

活跃

2019-11-22

1.0.2.0 (p. 796)

1.0

2.0

已弃用

2019-11-08-08-08 2020-05-19

1.0.1.2 (p. 799)

1.0

1.2

已弃用

2019-10-15

—

1.0.1.1 (p. 800)

1.0

1.1

已弃用

2019-08-13

—

1.0.1.0。
* (p. 800)

1.0

1.0。 *

已弃用

2019-07-07-07-07-07-07—

2022-10-31

2022-07-29

计划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的使用寿命
Neptune 引擎版本几乎总是在一个日历季度末达到使用寿命。仅当出现重要的安全性或可用性问题时，才会
出现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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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引擎版本的生命周期结束时，您将需要将您的 Neptune 数据库升级到较新的版本。
通常，Neptune 引擎版本仍然可用，如下所示：
• 次要引擎版本：次要引擎版本在发布后至少 6 个月内仍然可用。
• 主要发动机版本：主要引擎版本在发布后至少 12 个月内仍然可用。
发动机版本寿命终止前至少 3 个月，Amazon会自动发送电子邮件通知到与您的Amazon账户，然后将相同的
消息发布到你的AmazonHealth 控制面板. 这将使您有时间进行计划和准备升级。
从引擎版本生命周期结束前的 1 个月开始，您将无法再使用该版本创建新的集群或实例，自动扩缩也无法使
用该版本创建实例。
如果你已经设置了AutoMinorVersionUpgrade (p. 468)字段为true在数据库集群的写入器数据库实例
中，Neptune 随后会尽可能自动将集群的次要引擎版本更新为最新的次要版本。
实际使用寿命终止的发动机版本将在维护时段内自动升级。在引擎版本生命周期结束前 3 个月发送给您的消
息将包含有关此自动更新所涉及内容的详细信息，包括您将自动升级到的版本、对数据库集群的影响以及我
们建议的操作。

Amazon Neptune 引擎更新
Amazon Neptune 定期发布引擎更新。您可以使用实例状态 API (p. 658) 确定当前安装的引擎发行版本。
引擎版本在 Amazon Neptune 的引擎发布 (p. 736) 中列出，补丁在 最新更新 (p. 3) 中列出。
您可以在本节中找到有关如何发布更新以及如何升级 Neptune 引擎的信息。例如，引擎版本编号在Neptune
引擎版本编号 (p. 738).

Note
在 2019 年 11 月之前，Neptune 一次仅支持一个引擎版本，引擎版本号均采用形
式，1.0.1.0.200<xxx>，其中，xxx是补丁编号。新引擎版本均作为早期版本的补丁发布。
从 2019 年 11 月起，Neptune 支持多个版本，使客户能够更好地控制他们的升级路径。因此，引擎
版本编号发生了变化。
主题
• 升级你的 Neptune 引擎 (p. 737)
• 在升级之前测试新版本的 Neptune 引擎 (p. 738)
• Neptune 引擎版本编号 (p. 738)
• 使用控制台将引擎升级到更新的版本 (p. 739)
• 使用控制台启用自动引擎更新 (p. 739)
• 使用 CLI 手动执行 Neptune 数据库引擎的小升级 (p. 740)
• 使用 CLI 手动执行 Neptune 数据库引擎的重大升级 (p. 740)
• 使用 CLI 启用 Neptune 引擎自动更新 (p. 741)

升级你的 Neptune 引擎
Note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这些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此，会出
现从 20 到 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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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丁版本（.R2、.R3等）始终在下一个维护时段内自动安装。这独立于AutoMinorVersionUpgrade参数
设置。
如果需要，您可以选择将次要引擎更新自动安装到整个集群。您可以通过将主写入器实例的
AutoMinorVersionUpgrade 参数设置为 true 来执行此操作。一旦新引擎版本在发布后 2 至 3 周内证明
稳定，则在维护时段内，集群中的每个实例上都会自动安装次要引擎更新。
• 您可以按照使用控制台将引擎升级到更新的版本 (p. 739)中的说明使用 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手动更新引擎。
• 您也可以使用 CLI 手动更新引擎 (p. 740)。
• 您可以使用控制台在主写入器实例中将 AutoMinorVersionUpgrade 设置为 true。结果是，在最新版
本发布后的 2 到 3 周的稳定时段之后，您的集群将始终在维护时段内自动升级到最新的次要版本。
• 您还可以使用 CLI 在主写入器实例中将 AutoMinorVersionUpgrade (p. 741) 设置为 true。在读取
器实例中将其设置为 true 没有效果。
如果要使用 Amazon CLI 手动升级，请确保指定要升级到的引擎版本。如果不这样做，您的引擎可能会升级
到非最新版本或不是您期望的版本。
您始终可以使用 实例状态 (p. 658) API 确定数据库集群正在运行的引擎版本。如果您正在使用
CreateDBCluster (p. 820) 创建集群，则 API 会在响应中返回用于创建集群的引擎版本。
自动更新的时间取决于Amazon数据库集群的区域和维护时段设置。您可以通过以下网址查看或更改维护时
段设置：Neptune 控制台.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Neptune 维护时段 (p. 466)。
主要引擎版本只能手动安装。

Note
在执行重大升级之前，Neptune 始终创建数据库集群的手动快照，如果需要，可以在升级之前恢复
到集群的状态。完成所有升级后测试后，此快照将其删除为止。

在升级之前测试新版本的 Neptune 引擎
当新的主要 Neptune 引擎版本发布后，请务必先在其上测试你的 Neptune 应用程序，然后再升级。如果您
没有AutoMinorVersionUpgradeset，您可能还想对引入可能影响代码的新功能或行为的次要引擎版本执
行此操作。
在不升级生产数据库集群的情况下测试新版本的最佳方法是克隆集群，以便克隆运行新的引擎版本。然后，
您可以在不影响生产数据库集群的情况下对克隆运行查询。

Neptune 引擎版本编号
Neptune 版本号有 3 个部分。以版本号 1.0.2.0.R2 为例：
1. 第一部分（前两个数字，即 1.0.2.0.R2 中的 1.0）是数据库主版本号。
仅当发生重大不兼容的更改（例如，升级数据时需要数据迁移的数据存储方式的更改）时，此部分才会更
改。升级到新的主要版本通常需要停机时间，该停机时间与要升级的集群的大小成正比，并且可能比其他
升级花费更长的时间。
2. 第二部分（第三个和第四个数字，即 1.0.2.0.R2 中的 2.0）是引擎发行版的次要版本号。
您可以选择将引擎自动升级到新的次要版本，如下所述，也可以选择确定每个次要版本的更改。
3. 第三部分（最后一个数字，即 1.0.2.0.R2 中的 R2）是次版本引擎的补丁号。
补丁程序涉及到紧急更改，例如在次要引擎版本之间部署的错误修复或安全更改。引擎版本的第一个版本
隐式设置为 R0，其补丁号为 R1、R2，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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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丁程序始终在系统维护窗口期间自动应用，如下所述。
您可以使用 Amazon CLI 列出可用的引擎版本，如下所示：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describe-db-engine-versions \
--region <your-region> \
--engine neptune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describe-db-engine-versions ^
--region <your-region> ^
--engine neptune

可用的引擎版本仅包括版本号高于当前版本且已定义升级路径的那些版本。

使用控制台将引擎升级到更新的版本
您可以使用执行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次要版本升级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如下所
示：

使用控制台升级数据库集群的引擎版本
1.

登录到Amazon管理控制台，然后在处打开 Amazon Neptune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neptune/home.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集群，然后选择要修改的数据库集群。

3.

选择操作，然后选择修改集群。此时会显示修改数据库集群页面。

4.

对于数据库引擎版本，选择新版本。

5.

选择继续，查看修改摘要。

6.

要立即应用更改，请选择立即应用。

7.

在确认页面上，检查您的更改。如果更改正确无误，请选择修改集群以保存更改。
或者，选择 Back (返回) 编辑您的更改，或者选择 Cancel (取消) 取消更改。

使用控制台启用自动引擎更新
如果你设置AutoMinorVersionUpgrade字段到true在数据库集群的写入器实例中，Neptune 将在 2 到 3
周的稳定时段后自动将整个集群的引擎更新为最新的次要版本。
您可以使用 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 设置此字段：

为数据库集群设置 AutoMinorVersionUpgrade
1.

登录到Amazon管理控制台，然后在处打开 Amazon Neptune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neptune/home.

2.

在数据库实例列表中，选择数据库集群的主实例（写入器实例）。

3.

选择实例操作，然后选择修改。将显示 Modify DB Instance (修改数据库实例) 页面。

4.

选择 Actions (操作)，然后选择 Modify instance (修改实例)。将显示修改数据库实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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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置自动次要版本更新字段。

参阅 修改 实例 (p. 476) 了解更多信息。

使用 CLI 手动执行 Neptune 数据库引擎的小升级
您可以使用手动执行数据库集群的引擎版本的次要升级，如下所示：Amazon CLI
和ModifyDBCluster (p. 831)API：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new-engine-version)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new-engine-version> ^
--apply-immediately

确保包括要升级到的引擎版本。如果不这样做，您的引擎可能会升级到非最新版本。

使用 CLI 手动执行 Neptune 数据库引擎的重大升级
使用手动执行数据库集群的引擎版本的重要升级Amazon CLI和ModifyDBCluster (p. 831)API，您需要提供
比次要升级更多的参数：
包括要升级到的引擎版本非常重要。如果不这样做，您的引擎可能会升级到非最新版本。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 neptune \
--engine-version (new-engine-version)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 neptune ^
--engine-version <new-engine-version> ^
--apply-immediately

而不是--apply-immediately，您可以指定--no-apply-immediately.
如果您的集群使用自定义集群参数组，请务必包含此参数来指定它：
--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 (name of the custom DB cluster parameter group)

同样，如果集群中的任何实例使用自定义数据库参数组，请确保包括此参数以指定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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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instance-parameter-group-name (name of the custom instance parameter group)

使用 CLI 启用 Neptune 引擎自动更新
您可以使用 Amazon CLI，通过设置 DBCluster 主实例的 AutoMinorVersionUpgrade 参数来对其启用或
禁用自动引擎更新。
为数据库集群启用自动引擎升级：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modify-db-instance \
--db-instance-identifier <your-cluster-write-instance> \
--auto-minor-version-upgrade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instance ^
--db-instance-identifier <your-cluster-write-instance> ^
--auto-minor-version-upgrade ^
--apply-immediately

同样，您也可以禁用自动引擎更新：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modify-db-instance \
--db-instance-identifier <your-cluster-write-instance> \
--no-auto-minor-version-upgrade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instance ^
--db-instance-identifier <your-cluster-write-instance> ^
--no-auto-minor-version-upgrade ^
--apply-immediately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2.0.0 (2022-07-21)
从 2022-07-21 开始, 引擎版本 1.2.0.0 已全面部署。请注意，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的时间。

Note
从此引擎版本开始，您正在使用的所有自定义参数组和自定义集群参数组都必须使用参数组系列进
行创建neptune1.2. 以前的版本使用了参数组系列neptune1，这些参数组将不适用于此版本。参
阅 Amazon Neptune 参数组 (p. 443) 了解更多信息。

Note
此外，此版本还对使用 Bolt 协议和 IAM 身份验证的代码进行了重大更改。从此引擎版本开始，Bolt
需要用于 IAM 签名的资源路径。在 Java 中，设置资源路径可能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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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setResourcePath("/openCypher"));

在其他语言中，/openCypher可以附加到终端节点 URI。有关示例，请参阅使用 Bolt 协
议 (p. 338)。

此引擎版本中的新增功能
• 添加了对 Neptune IAM 策略中基于数据平面操作的更精细的访问控制的支持。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因为
现有 IAM 策略基于已弃用的connect必须调整操作以使用更精细的数据平面操作。请参阅 IAM 策略的类
型 (p. 159)。
• 改进了读取器实例的可用新。以前，写入器实例重新启动时，Neptune 集群中的所有读取器实例也会自
动重新启动。从引擎版本 1.2.0.0 开始，读取器实例在写入器重启后仍保持活动状态，这提高了读取器
的可用性。可以单独重启读取器实例以获取参数组更改。请参阅 重启 Amazon Neptune 中的数据库实
例 (p. 479)。
• 增加了新的neptune_streams_expiry_days (p. 446)数据库集群参数，允许您设置流记录在删除之前在服务
器上保留的天数。范围是 1 到 90，默认值为 7。

此引擎版本中的改进
• 改进了 Gremlin 序列化性能 ByteCode 查询。
• Neptune 现在使用 DFE 引擎处理文本谓词，以提高性能。
• Neptune 现在正在处理 Gremlinlimit()使用 DFE 引擎的步骤，包括非终端和子级遍历限制。
• 更改了 Gremlin 的 DFE 处理union()步骤来使用其他新功能，这意味着参考节点按预期显示在查询配置
文件中。
• 通过并行化 DFE 中一些昂贵的联接操作，性能提高了高达 5 倍。
• 增加了by()调制支持OrderGlobalStep order(global)用于 Gremlin DFE 发动机。
• 在 DFE 的详细说明中添加了注入静态值的显示。
• 改进了修剪重复模式时的性能。
• 在 Gremlin DFE 引擎中添加了订单保留支持。
• 改进了具有空过滤器的 Gremlin 查询的性能，例如：
g.V().hasId(P.within([]))

g.V().hasId([])

• 改进了当 SPARQL 查询使用的数值太大以至于 Neptune 无法在内部表示时的错误消息。
• 通过在禁用流时减少索引搜索，提高了删除带有关联边的顶点的性能。
• 将 DFE 支持扩展到更多变体的has()一步，特别是hasKey()、hasLabel()，以及范围内的字符串/URI
谓词has(). 这会影响如下查询：
// hasKey() on properties
g.V().properties().hasKey("name")
g.V().properties().has(T.key, TextP.startingWith("a"))
g.E().properties().hasKey("weight")
g.E().properties().hasKey(TextP.containing("t"))
// hasLabel() on vertex properties
g.V().properties().hasLabel("name")
// range predicates on ID and Label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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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V().has(T.label, gt("person"))
g.E().has(T.id, lte("(an ID value)"))

• 添加了海王星专用 OpencyPherjoin() (p. 97)函数，它将列表中的字符串规范为单个字符串。
• 更新了Neptune 托管策略 (p. 161)以包括数据访问权限和新的全局数据库 API 的权限。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修复了未指定内容类型的 HTTP 请求会自动失败的错误。
• 修复了查询优化器中的 SPARQL 错误，该错误会阻止在查询中使用服务调用。
• 修复了 Turtle RDF 解析器中的 SPARQL 错误，该错误会导致特定的 Unicode 数据组合导致故障。
• 修正了一个 SPARQL 错误，其中特定的GRAPH和SELECT子句产生的查询结果不正确。
• 修复了 Gremlin 错误，该错误会导致在并集步骤中使用任何筛选器步骤的查询出现正确性问题，例如：
g.V("1").union(hasLabel("person"), out())

• 修正了一个 Gremlin 错误count()的both().simplePath()结果是实际返回的结果数的两倍count().
• 修复了 OpencyPher 错误，在该错误中，服务器针对启用 IAM 身份验证的集群发出 Bolt 请求时生成错误
的签名不匹配异常。
• 修复了 OpencyPher 错误，如果在请求失败后提交使用 HTTP 保持活动状态的查询，则该错误可能会被错
误地关闭。
• 修复了 OpencyPher 错误，该错误可能导致在提交返回常量值的查询时引发内部错误。
• 修复了解释详细信息中的一个错误，以便 DFE 子查询Time(ms)现在可以正确求和 DFE 子查询中运算符
的 CPU 时间。以下面的 explain 输出摘录为例：

subQuery1
#####################################################################################################
# ID # Out #1 # Out #2 # Name
# Arguments
# Mode
# Units In # Units Out # Ratio # Time (ms) #
#####################################################################################################
...
#####################################################################################################
# 1 # 2
# # DFEChunkLocalSubQuery # subQuery=...graph#336e.../graph_1 # # 1
# 1
# 1.00 # 0.38
#
#
#
#
#
# coordinationTime(ms)=0.026
#
#
#
#
#
#
#####################################################################################################
...
subQuery=...graph#336e.../graph_1
#####################################################################################################
# ID # Out #1 # Out #2 # Name
# Arguments
# Mode
# Units In # Units Out # Ratio # Time (ms) #
#####################################################################################################
# 0 # 1
# # DFESolutionInjection # solutions=[?100 -> [-10^^<LONG>]] # # 0
# 1
# 0.00 # 0.04
#
#
#
#
#
# outSchema=[?100]
#
#
#
#
#
#
#####################################################################################################
# 1 # 3
# # DFERelationalJoin
# joinVars=[]
# # 2
# 1
# 0.50 # 0.29
#
#####################################################################################################
# 2 # 1
# # DFESolutionInjection # outSchema=[]
# # 0
# 1
# 0.00 # 0.01
#
#####################################################################################################
# 3 # # # DFEDrain
# # # 1
# 0
# 0.00 # 0.0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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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最后一列中的子查询时间加起来为 0.36 毫秒 (.04 + .29 + .01 + .02 = .36)。当你加上该
子查询的协调时间 (.36 + .026 = .386)，则得到的结果接近上表最后一列中记录的子查询的时间，
即0.38ms。

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版本 1.2.0.0 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Gremlin 版本： 3.5.2
• OpencyPher 版本： Neptune-9.0.20190305-1.0
• SPARQL 版本： 1.1

引擎版本 1.2.0.0 的升级路径
因为这是主要的引擎版本，所以不会自动升级。
只能升级到版本1.2.0.0手动，从最新补丁版本的引擎版本 1.1.0 (p. 745). 早期版本的引擎必须先升级到
最新版本的1.1.1.0才可以升级到1.2.0.0.
因此，在尝试升级到此版本之前，请确认您当前运行的是最新版本的补丁版本1.1.1.0. 如果不是，请先升
级到最新的 Patch 版本1.1.1.0.
升级之前，您还必须使用参数组系列重新创建与先前版本一起使用的任何自定义数据库集群参数
组neptune1.2. 参阅 Amazon Neptune 参数组 (p. 443) 了解更多信息。
如果你是先升级到发行版1.1.1.0然后马上去1.2.0.0，则可能会遇到如下错误：

如果遇到此错误，请等待挂起操作完成，或者立即触发维护时段以完成上一次升级。

升级到此版本
如果数据库集群运行的引擎版本有升级到此版本的路径，则该集群现在有资格进行升级。您可以使用控制台
上的数据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升级任何符合条件的集群。以下 CLI 命令将立即升级符合条件的
集群：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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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 neptune \
--engine-version 1.2.0.0 \
--allow-major-version-upgrade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 neptune ^
--engine-version 1.2.0.0 ^
--allow-major-version-upgrade ^
--apply-immediately

INSTEAD--apply-immediately，您可以指定--no-apply-immediately. 要执行主要版本升级，
allow-major-version-upgrade 参数是必需的。另外，请确保包括引擎版本，否则您的引擎可能会升级到其他
版本。
如果您的集群使用自定义集群参数组，请务必包含以下参数来指定它：
--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 (name of the custom DB cluster parameter group)

同样，如果集群中的任何实例使用自定义数据库参数组，请确保包含此参数以指定：
--db-instance-parameter-group-name (name of the custom instance parameter group)

有关升级引擎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关
注，AmazonSupport Tem 可通过社区论坛和AmazonPremium Support.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1.0
从 2022-04-19 开始, 引擎版本 1.1.1.0 已正式部署。请注意，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的时间。

此版本的后续补丁版本
• 维护版本：1.1.1.1.1.1.1.1.1.1.1.1.1.1.1.1.2 (2022-05-16) (p. 753)
• 发布: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p. 751)
• 发布: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p. 749)
• 发布: 1.0 (2022-07-21) (p. 748)

此引擎版本中的新增功能
• 这些区域有：OpencyPort (p. 332)现在可普遍用于生产环境。
• 添加了对 的支持 TinkerPop 3.5.2. 其中此版本中的更改支持远程事务和对会话的字节码支持（使
用g.tx)，并添加了datetime()函数改为 Gremlin 语言。

Warning
中引入了几项重大更改 TinkerPop 3.5.0、3.5.1 和 3.5.2 这可能会影响你的 Gremlin 代
码。例如，使用由 a 生成的遍历 GraphTraversalSource 作为子级像这样将不再起作
用：g.V().union(identity(), g.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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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改为使用匿名遍历，如下所示：g.V().union(identity(), __.V()).
• 添加了对 的支持Amazon全局条件键 (p. 191)可用于的子位置类型IAM 数据访问策略 (p. 169)控制对存储在
Neptune a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中的数据的访问。
• 这些区域有：Neptune DFE 查询引擎 (p. 123)现在可以通过 OpencyPher 查询语言正式用于生产，但尚未
用于 Gremlin 和 SPARQL 查询。现在，您可以使用它自己启用它neptune_dfe_query_engine (p. 446)实例
参数，而不是实验室模式参数。

此引擎版本中的改进
• 将新功能添加到opencyPher (p. 332)例如参数化查询支持、参数化查询的抽象语法树 (AST) 缓存、可
变长度路径 (VLP) 改进以及新的运算符和子句。请参阅亚马逊 Neptune 中的 OpencyPher 标准合规
性 (p. 91)以获取当前的语言支持级别。
• 针对简单的读写工作负载对 OpencyPher 进行了显著的性能改进，与版本 1.1.0.0 相比，吞吐量更高。
• 移除了 OpencyPher 处理可变长度路径的双向和深度限制。
• 已完成对 Gremlin 的 DFE 引擎的支持within和without谓词，包括它们与其他谓词运算符组合的情况。
例如：
g.V().has('age', within(12, 15, 18).or(gt(30)))

• 在 DFE 引擎中对 Gremlin 的扩展支持orderstep 当作用域是全局的（即不是order(local))，以及何
时by()不使用调制器。例如，此查询现在支持 DFE：
g.V().values("age").order()

• 增加了一个isLastOp字段转到Neptune 直播变更日志 (p. 484)response format，表示记录是其事务中的
最后一个操作。
• 显著提高了审计日志记录的性能并减少了启用审核日志记录时的延迟。
• 转换Gremlin WebSocket 字节码和 HTTP 查询转换为审计日志中用户可读的格式。现在可以直接从审核日
志中复制查询，以便在 Neptune 笔记本和其他地方执行。请注意，对当前审核日志格式的这一更改构成了
重大更改。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修复了一个罕见的 Gremlin 错误，该错误使用嵌套时不会返回任何结果filter()和count()步骤组合，
例如在以下查询中：
g.V("1").filter(out("knows")
.filter(in("knows")
.hasId("notExists"))
.count())

• 修复了 Gremlin 错误，该错误导致在使用聚合步骤存储的顶点时返回错误to()要么from()遍历与addE步
骤。此类查询的一个例子是：
g.V("id").aggregate("v").out().addE().to(select("v").unfold()))

• 修正了一个 Gremlin 错误not使用 DFE 引擎时，step 在边缘情况下失败。例如：
g.V().not(V())

• 修正了一个 Gremlin 错误sideEffect值在中不可用to()和from()遍历。
• 修复了偶尔导致快速重置以触发实例故障转移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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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复了批量加载器错误，该错误导致失败的事务在开始下一个加载作业之前不会关闭。
• 修复了内存不足可能导致系统崩溃的批量加载器错误。
• 添加了重试以修复批量加载程序错误，该错误导致加载器等待的时间不够长，无法在故障转移后使用 IAM
凭证。
• 修复了未正确清除非查询终端节点的内部凭据缓存的错误，例如status终端节点。
• 修复了一个流错误，以确保流提交序列号的顺序正确。
• 修复了启用 IAM 的集群上长时间运行的连接在十天之内终止的错误。

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 1.1.1.0 版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Gremlin 版本： 3.5.2
• OpencyPher 版本： Neptune-9.0.20190305-1.0
• SPARQL 版本： 1.1

引擎版本 1.1.0
您可以将任何以前的Neptune 引擎版本手动升级到此版本。请注意，主版本引擎（1.1.0.0）之前的版本需要
更长的时间才能升级到此版本。
您不会自动升级到此版本。

升级到此版本
Important
从之前的任何版本升级到此引擎版本1.1.0.0还会触发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上的操作系统升
级。由于不会处理操作系统升级期间发生的活动写入请求，因此在开始升级之前，您必须暂停对正
在升级的集群的所有写入工作负载（包括批量数据加载）。
升级开始时，Neptune 会生成一个名称为preupgrade后跟基于数据库集群信息的自动生成的标识
符。您无需为此快照付费，如果在升级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您可以使用它来还原数据库集群。
引擎升级本身完成后，新引擎版本将在旧的操作系统上暂时可用，但是在不到 5 分钟的时间内，集
群中的所有实例都将同时开始操作系统升级。此时，您的数据库集群将在大约 6 分钟内不可用。您
可以在升级完成后恢复写入工作负载。
此过程会生成以下事件：
• 每个集群的事件消息：
• Upgrade in progress: Creating pre-upgrade snapshot
[preupgrade-(autogenerated snapshot ID)]
• Database cluster major version has been upgraded
• 每个实例的事件消息：
• Applying off-line patches to DB instance
• DB instance shutdown
• Finished applying off-line patches to DB instance
• DB instance restarted
如果数据库集群运行的引擎版本有此版本的升级路径，则该集群现在有资格升级。您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
据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升级任何符合条件的集群。以下 CLI 命令将立即升级符合条件的集群：
API 版本 2020-12-18
747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发布: 1.0 (2022-07-21)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 neptune \
--engine-version 1.1.1.0 \
--allow-major-version-upgrade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 neptune ^
--engine-version 1.1.1.0 ^
--allow-major-version-upgrade ^
--apply-immediately

INSTEAD--apply-immediately，您可以指定--no-apply-immediately. 要执行主要版本升级，请使
用 allow-major-version-upgrade 参数是必需的。此外，请确保包含引擎版本，否则您的引擎可能会升级到其
他版本。
如果您的集群使用自定义集群参数组，请务必包含以下参数来指定它：
--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 (name of the custom DB cluster parameter group)

同样，如果集群中的任何实例使用自定义数据库参数组，请确保包含此参数组：
--db-instance-parameter-group-name (name of the custom instance parameter group)

有关升级引擎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关注，请使用
AmazonSupport 团队可通过社区论坛和AmazonPremium Support.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1.1.0.R5 (2022-07-21)
截至 2022-07-21, 引擎版本 1.1.1.0.R5 已正式部署。请注意，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的时间。

此引擎版本中的改进
• 进行了改进，以支持死锁检测。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修复了在某些条件下无法完全关闭数据库集群的错误。

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版本 1.1.1.0.R5 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Gremlin 版本： 3.5.2
• OpencyPher 版本： Neptune-9.0.20190305-1.0
• SPARQL 版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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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版本 1.0
如果您正在运行引擎版本 1.1.1.0，您的集群将在下一个维护时段内自动升级到此补丁版本。

升级到此版本
Important
从之前的任何版本升级到此引擎版本1.1.0.0还会触发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上的操作系统升
级。由于不会处理操作系统升级期间发生的活动写入请求，因此在开始升级之前，您必须暂停对正
在升级的集群的所有写入工作负载（包括批量数据加载）。
升级开始时，Neptune 会生成一个名称为preupgrade后跟基于数据库集群信息的自动生成的标识
符。您无需为此快照付费，如果在升级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您可以使用它来还原数据库集群。
引擎升级本身完成后，新引擎版本将在旧的操作系统上暂时可用，但是在不到 5 分钟的时间内，集
群中的所有实例都将同时开始操作系统升级。此时，您的数据库集群将在大约 6 分钟内不可用。可
以在升级完成后继续写入工作负载。
此过程会生成以下事件：
• 每个集群的事件消息：
• Upgrade in progress: Creating pre-upgrade snapshot
[preupgrade-(autogenerated snapshot ID)]
• Database cluster major version has been upgraded
• 每个实例的事件消息：
• Applying off-line patches to DB instance
• DB instance shutdown
• Finished applying off-line patches to DB instance
• DB instance restarted
如果数据库集群运行的引擎版本有此版本的升级路径，则该集群现在有资格升级。您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
据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升级任何符合条件的集群。以下 CLI 命令将立即升级符合条件的集群：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1.1.0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1.1.0 ^
--apply-immediately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操作需要在这些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此，会出现从
20 到 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
有关升级引擎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关注，请使用
Amazon可通过社区论坛和 Support 联系 Support。AmazonPremium Support.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1.1.0.R4 (2022-06-23)
截至 2022-06-23, 引擎版本 1.1.1.0.R4 已全面部署。请注意，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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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引擎版本中的改进
• 更新了的实例配置x2g实例类型。
• 改进了顶点掉落的性能。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修复了 Gremlin 错误，该错误导致解决方案无法为某些类型的 ASK 联接多次调用或跨多个读取器调用的查
询保持稳定的顺序。
• 此外，缩小了先前版本中导致Gremlin中某些类型ASK连接的性能下降的更改范围。
• 修正了一个 Gremlin 在union()在子遍历中有边输入和对顶点的遍历时发生的步骤。
• 修复了Gremlin配置文件错误，该错误导致某些步骤在实际优化时被报告为未优化。
• 修复了内部使用变量的 SPARQL 错误FILTER表达式嵌套到UNION子句被分配了无效的范围界定信息。

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版本 1.1.1.0.R4 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Gremlin 版本： 3.5.2
• OpencyPher 版本： Neptune-9.0.20190305-1.0
• SPARQL 版本： 1.1

升级到引擎版本 1.1.1.1.1.1.1.1.1.1.1.1.1.1.1.1.1.1.
如果您正在运行引擎版本 1.1.1.0，您的集群将在下一个维护时段内自动升级到此补丁版本。

升级到此版本
Important
从之前的任何版本升级到此引擎版本1.1.0.0还会在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上触发操作系统升
级。由于操作系统升级期间发生的活动写入请求不会被处理，因此在开始升级之前，您必须暂停对
正在升级的集群的所有写入工作负载（包括批量数据加载）。
升级开始时，Neptune 会生成一个名称由以下内容组成的快照preupgrade后跟基于数据库集群信
息的自动生成的标识符。您无需为此快照付费，如果在升级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您可以使用它来
还原数据库集群。
当引擎升级本身完成后，新的引擎版本将在旧操作系统上短暂提供，但不到 5 分钟后，集群中的所
有实例将同时开始操作系统升级。此时，您的数据库集群将在大约 6 分钟内不可用。升级完成后，
您可以继续写入工作负载。
此过程会生成以下事件：
• 每个集群的事件消息：
• Upgrade in progress: Creating pre-upgrade snapshot
[preupgrade-(autogenerated snapshot ID)]
• Database cluster major version has been upgraded
• 每个实例的事件消息：
• Applying off-line patches to DB instance
• DB instance shutdown
• Finished applying off-line patches to DB instance
• DB instance resta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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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数据库集群运行的引擎版本有升级到此版本的路径，则该集群现在有资格进行升级。您可以使用控制台
上的数据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升级任何符合条件的集群。以下 CLI 命令将立即升级符合条件的
集群：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1.1.0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1.1.0 ^
--apply-immediately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这些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此，会出现从
20-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
有关升级引擎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虑，Amazon可
通过社区论坛和 SupportAmazonPremium Support.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1.1.0.R3 (2022-06-07)
截至 2022-06-07, 引擎版本 1.1.1.0.R3 已普遍部署。请注意，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的时间。

此引擎版本中的改进
• 添加了对由 Graviton2 提供动力的支持x2g实例类型，针对内存密集型工作负载进行优化。这些最初只有
四种可用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
• 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部）(us-east-1)
• 美国东部（俄亥俄）(us-east-2)
• 美国西部（俄勒冈）(us-west-2)
• 欧洲（爱尔兰）(eu-west-1)
请参阅Neptune 定价页面有关更多信息
• 改进了 Gremlin 步骤的性能，其中涉及多个边或顶点遍历、属性查找或标注查找。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修复了处理中的 Gremlin 错误otherV()走进子遍历。
• 修复了查询中的 Gremlin 错误union只有筛选器步骤作为子项。例如：
g.V().union(has("name"), out("knows")).out()

• 修复了一个内部使用变量的 SPARQL 错误FILTER表达式嵌套到UNION子句被分配了无效的范围界定信
息。

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版本 1.1.1.0.R3 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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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mlin 版本： 3.5.2
• OpencyPher 版本： Neptune-9.0.20190305-1.0
• SPARQL 版本： 1.1

引擎版本 1.1.1.1.1.1.1.1.1.1.1.1.1.1.1.1.1.1.1.1.
如果您正在运行引擎版本 1.1.1.0，您的集群将在下一个维护时段内自动升级到此补丁版本。

升级到此版本
Important
从之前的任何版本升级到此引擎版本1.1.0.0还会在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上触发操作系统升
级。由于不会处理操作系统升级期间发生的活动写入请求，因此在开始升级之前，您必须暂停对正
在升级的集群的所有写入工作负载（包括批量数据加载）。
升级开始时，Neptune 会生成一个名称为preupgrade后跟基于数据库集群信息的自动生成的标识
符。您无需为此快照付费，如果在升级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您可以使用它来还原数据库集群。
引擎升级本身完成后，新引擎版本将在旧的操作系统上暂时可用，但是在不到 5 分钟的时间内，集
群中的所有实例都将同时开始操作系统升级。此时，您的数据库集群将在大约 6 分钟内不可用。可
以在升级完成后继续写入工作负载。
此过程会生成以下事件：
• 每个集群的事件消息：
• Upgrade in progress: Creating pre-upgrade snapshot
[preupgrade-(autogenerated snapshot ID)]
• Database cluster major version has been upgraded
• 每个实例的事件消息：
• Applying off-line patches to DB instance
• DB instance shutdown
• Finished applying off-line patches to DB instance
• DB instance restarted
如果数据库集群运行的引擎版本有此版本的升级路径，则该集群现在有资格升级。您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
据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升级任何符合条件的集群。以下 CLI 命令将立即升级符合条件的集群：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1.1.0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1.1.0 ^
--apply-immediately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这些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此，会出现从
20-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
有关升级引擎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关注，Amazon可
通过社区论坛和 Promium 联系 Support。AmazonPremium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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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Neptune 维护版本，版本 1.1.1.0.R2
(2022-05-16)
从 2022-05-16 开始, 引擎版本 1.1.1.0.R2 已普遍部署。请注意，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的时间。

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版本 1.1.1.0.R2 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Gremlin 版本： 3.5.2
• OpencyPher 版本： Neptune-9.0.20190305-1.0
• SPARQL 版本： 1.1

升级到引擎版本 1.1.1.0.0.0.1.1.1.1.1.1.1.1.1.0.
如果您正在运行引擎版本，您的集群将在下一个维护时段内自动升级到此维护补丁版本1.1.1.0.
您可以将任何以前的Neptune引擎版本手动升级到此版本。

升级到此版本
Important
从之前的任何版本升级到此引擎版本1.1.0.0还会在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上触发操作系统升
级。由于不会处理操作系统升级期间发生的活动写入请求，因此在开始升级之前，您必须暂停对正
在升级的集群的所有写入工作负载（包括批量数据加载）。
升级开始时，Neptune 会生成一个名称为preupgrade后跟基于数据库集群信息的自动生成的标识
符。您无需为此快照付费，如果在升级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您可以使用它来还原数据库集群。
引擎升级本身完成后，新引擎版本将在旧的操作系统上暂时可用，但是在不到 5 分钟的时间内，集
群中的所有实例都将同时开始操作系统升级。此时，您的数据库集群将在大约 6 分钟内不可用。您
可以在升级完成后继续写入工作负载。
此过程会生成以下事件：
• 每个集群的事件消息：
• Upgrade in progress: Creating pre-upgrade snapshot
[preupgrade-(autogenerated snapshot ID)]
• Database cluster major version has been upgraded
• 每个实例的事件消息：
• Applying off-line patches to DB instance
• DB instance shutdown
• Finished applying off-line patches to DB instance
• DB instance restarted
如果数据库集群运行的引擎版本有此版本的升级路径，则该集群现在有资格升级。您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
据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升级任何符合条件的集群。以下 CLI 命令将立即升级符合条件的集群：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API 版本 2020-12-18
753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发布: 1.1.0.0（2021 年 11 月 19 日）
--engine-version 1.1.1.0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1.1.0 ^
--apply-immediately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这些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此，会出现从
20-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
有关升级引擎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关注，请联系
Amazon可通过社区论坛和 Support 联系 SupportAmazonPremium Support.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1.0.0 (2021 年 11 月
19 日)
自 2021-11-19 年起, 引擎版本 1.1.0.0 已正式部署。请注意，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的时间。

Important
升级到此引擎版本还会在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上触发操作系统升级。由于不会处理操作系统升
级期间发生的活动写入请求，因此在开始升级之前，您必须暂停对正在升级的集群的所有写入工作
负载（包括批量数据加载）。
升级开始时，Neptune 会生成一个名称为preupgrade后面是基于数据库集群信息的自动生成的标
识符。您无需为此快照付费，如果在升级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您可以使用它来还原数据库集群。
引擎升级本身完成后，新引擎版本将在旧的操作系统上暂时可用，但是在不到 5 分钟的时间内，集
群中的所有实例都将同时开始操作系统升级。此时，您的数据库集群将在大约 6 分钟内不可用。您
可以在升级完成后恢复写入工作负载。
此过程会生成以下事件：
• 每个集群的事件消息：
• Upgrade in progress: Creating pre-upgrade snapshot
[preupgrade-(autogenerated snapshot ID)]
• Database cluster major version has been upgraded
• 每个实例的事件消息：
• Applying off-line patches to DB instance
• DB instance shutdown
• Finished applying off-line patches to DB instance
• DB instance restarted

Note
从这个引擎版本开始，Neptune 不再支持R4实例类型。

此版本的后续补丁版本
• 维护版本：1.0.0.R2 (2022-05-16) (p. 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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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引擎版本中的新增功能
• 推出通用T4g和内存优化R6g数据库实例由AmazonGraviton2 处理器. 对于各种工作负载，基于 Graviton2
的实例与当前一代基于 x86 的同类实例相比，其性价比要高得多。应用程序可以在这些新实例类型上正常
运行，并且在升级到它们时无需移植应用程序代码。
有关定价和区域供货情况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Neptune 定价页面.
• 已推出定制型号 (p. 618)在 Neptune ML 中。
• 添加了对 的支持SPARQL 推理查询 (p. 637)在 Neptune ML 中。
• 增加了新的直播终端节点 (p. 483)对于属性图数据，即：
https://Neptune-DNS:8182/propertygraph/stream

此端点的输出格式，名为PG_JSON，与完全相同GREMLIN_JSON旧的格式输出gremlin/stream.
新的propertygraph/stream端点将 Neptune 直播支持扩展到 OpencyPher 并取代了gremlin/
stream与其关联的端点GREMLIN_JSON输出格式。

此引擎版本中的改进
• 对 Neptune 直播进行了改进：
• 增加了一个commitTimestamp字段将添加到records反对Neptune 直播更改日志响应格式 (p. 484)，
为变更日志流中的每条记录提供时间戳。
• 增加了一个LATEST的值iteratorType参数，允许您从流中检索最后一个有效的 eventId。请参阅 调
用 Streams API (p. 483)。
• 添加了对获取推理置信度分数 (p. 628)在 Gremlin 节点分类和回归查询中。
• 添加了对的支持OPTIONAL MATCHOpencyPher 中的子句。
• 添加了对的支持MERGEOpencyPher 中的子句。
• 添加了对使用的支持ORDER BY在WITHOpencyPher 中的子句。
• 在 OpencyPher 中添加了对模式理解的支持，并扩展了对存在性检查之外的模式表达式的支持。
• 扩展了对的支持DELETE和DELETE DETACHOpencyPher 中的子句，以便它们现在可以与其他更新子句一
起使用。
• 扩展支持CREATE和UPDATE与一起使用的子句RETURN在 OpencyPher 中。
• 在 DFE 引擎中增加了对 Gremlin 的支持limit、range, 和skip步骤。
• 改进了 DFE 引擎中的查询执行explain也不profile已请求。
• 改进了 DFE 引擎中的查询执行value表达式。
• 改进了许多链式 Gremlin 条件插入模式，以避免并发修改异常，并允许链接查询模式，如下所示：
• 按 ID 进行有条件的顶点插入，例如：
g.V(ID).fold().coalesce(unfold(), g.addV("L1").property(id,ID))

• 具有多个标签的条件顶点插入，例如：
g.V(ID).fold().coalesce(unfold(), g.addV("L1::L2").property(id,ID))

• 按 ID 进行条件边缘插入，例如：
g.E(ID).fold().coalesce(unfold(), V(from).addE(label).to(V(to)).property(id, ID))

• 具有多个标签的条件边缘插入，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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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ID).fold().coalesce(unfold(),
g.addE(label).from(V(from)).to(V(to)).property(id, ID))

• 条件插入后跟查询，例如：
g.V(ID).fold().coalesce(unfold(),
g.addV("L1").property(id,ID)).project("myvalues").by(valueMap())

• 附加属性的条件插入，例如：
g.V(ID).fold().coalesce(unfold(),
g.addV("L1").property(id,ID).property("name","pumba"))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已禁用统计数据 (p. 124)功能开启T3.medium实例类型，它们无法支持它。
• 修复了中的 SPARQL 错误explain用一个IN接受非常量值的函数。

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版本 1.1.0.0 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Gremlin 版本： 3.4.11
• SPARQL 版本： 1.1

引擎版本 1.1.0.0 的升级路径
您可以将任何以前的 Neptune 引擎版本手动升级到此版本。
您不会自动升级到此版本。

升级到此版本
如果数据库集群运行的引擎版本有此版本的升级路径，则该集群现在有资格升级。您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
据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升级任何符合条件的集群。以下 CLI 命令将立即升级符合条件的集群：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 neptune \
--engine-version 1.1.0.0 \
--allow-major-version-upgrade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 neptune ^
--engine-version 1.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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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w-major-version-upgrade ^
--apply-immediately

INSTEAD--apply-immediately，您可以指定--no-apply-immediately. 要执行主要版本升级，请使
用 allow-major-version-upgrade 参数是必需的。此外，请确保包含引擎版本，否则您的引擎可能会升级到其
他版本。
如果您的集群使用自定义集群参数组，请务必包含以下参数来指定它：
--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 (name of the custom DB cluster parameter group)

同样，如果集群中的任何实例使用自定义数据库参数组，请确保包含此参数以指定它：
--db-instance-parameter-group-name (name of the custom instance parameter group)

有关升级引擎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疑问，请使用
Amazon可通过社区论坛和 Support。AmazonPremium Support.

Amazon Neptune 维护版本，版本 1.1.0.0.0.R2
(2022-05-16)
从 2022-05-16 开始, 引擎版本 1.1.0.0.R2 已普遍部署。请注意，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的时间。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修复了未正确清除非查询终端节点（如状态终端节点）的内部凭据缓存的错误。
• 修复了引擎升级后导致复制延迟增加的错误。

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版本 1.1.0.0.R2 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Gremlin 版本： 3.4.11
• OpencyPher 版本： Neptune-9.0.20190305-1.0
• SPARQL 版本： 1.1

升级到引擎版本 1.0.0.R2
如果您正在运行引擎版本，您的集群将在下一个维护时段内自动升级到此维护补丁版本1.1.0.0.

Important
从之前的任何版本升级到此引擎版本1.1.0.0还会在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上触发操作系统升
级。由于不会处理操作系统升级期间发生的活动写入请求，因此在开始升级之前，您必须暂停对正
在升级的集群的所有写入工作负载（包括批量数据加载）。
升级开始时，Neptune 会生成一个名称为preupgrade后跟基于数据库集群信息的自动生成的标识
符。您无需为此快照付费，如果在升级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您可以使用它来还原数据库集群。
引擎升级本身完成后，新引擎版本将在旧的操作系统上暂时可用，但是在不到 5 分钟的时间内，集
群中的所有实例都将同时开始操作系统升级。此时，您的数据库集群将在大约 6 分钟内不可用。您
可以在升级完成后恢复写入工作负载。
此过程会生成以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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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集群的事件消息：
• Upgrade in progress: Creating pre-upgrade snapshot
[preupgrade-(autogenerated snapshot ID)]
• Database cluster major version has been upgraded
• 每个实例的事件消息：
• Applying off-line patches to DB instance
• DB instance shutdown
• Finished applying off-line patches to DB instance
• DB instance restarted

升级到此版本
Amazon Neptune 1.0.0.R2 现已正式上市。
如果数据库集群运行的引擎版本有此版本的升级路径，则该集群现在有资格升级。您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
据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升级任何符合条件的集群。以下 CLI 命令将立即升级符合条件的集群：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1.0.0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1.0.0 ^
--apply-immediately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操作需要在这些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此，会出现从
20-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
有关升级引擎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疑虑，请使用
AmazonSupport 可通过社区论坛和AmazonPremium Support.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5.1 (2021-10-01)
截至 2021-10-01 年，引擎版本 1.0.5.1 正在普遍部署。请注意，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的时间。

此版本的后续补丁版本
• 发布: 1.0.5.1.R2 (2021-10-26) (p. 762)
• 发布: 1.0.5.1.R3 (2022-01-13) (p. 761)
• 维护版本：1.0.5.1.R4 (2022-05-16) (p. 760)

此引擎版本中的新增功能
• 已将添加了结果缓存 (p. 283)用于缓存指定查询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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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Neptune OpenPher 中添加了日期/时间支持。
• 添加了对 的支持List和Map访问 Neptune OpenPher 中的元素。

此引擎版本中的改进
• 使得 Neptune OpenPher 终端节点名称不区分大小写。
• 改进的 OpenPher 解释说。
• 改进的 Gremlin 单个 upsert 查询模式终止iterate()和profile()步骤。
• 提高了 GEMlin 中的性能keys()和property()函数。
• GEMlindedup()步骤与全局范围一起使用时在 DFE 中运行。
• 以下 GEMlinHAS启用 DFE 引擎后，谓词在 DFE 引擎中运行：
• EQ
• NEQ
• LT
• LTE
• GT
• GTE
• BETWEEN
• INSIDE
• OUTSIDE
• WITHIN
• AND (connectives)
• OR (connectives)
• 改进了 LIMIT 查询性能。
• 改进了 OpenPher 常规聚合查询的性能。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修复了一个 Gremlin 错误，该错误允许边缘连接到另一个边缘。
• 修复了导致选择次优联接策略的 GEMlin 错误。
• 修复了一个 Gremlin 错误，该错误导致存在 100 多个属性时节点和关系的序列化停滞。
• 修复了延缓具有大图形模式的查询的查询执行计划的错误。

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版本 1.0.5.1 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GEMlin 版本： 3.4.11
• SPARQL 版本： 1.1

升级到引擎版本 1.0.5.1 的路径
您可以将任何以前的 Neptune 引擎版本手动升级到此版本。
您不会自动升级到此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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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到此版本
Amazon Neptune 1.0.5.1 现已正式上市。
如果数据库集群运行的引擎版本有此版本的升级路径，则现在有资格进行升级。您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
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升级任何符合条件的集群。以下 CLI 命令将立即升级符合条件的集群：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5.1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5.1 ^
--apply-immediately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这些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此，会出现从 20
到 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
有关升级引擎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虑，请将
Amazon可通过社区论坛和通过提供 Support 团队AmazonPremium Support.

Amazon Neptune 维护版本，版本 1.0.5.1.R4
(2022-05-16)
截至 2022-05-16 年，引擎版本 1.0.5.1.R4 正在普遍部署。请注意，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的时
间。

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版本 1.0.5.1.R4 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版本： 3.4.11
• SPARQL 版本： 1.1

升级到引擎版本 1.0.5.1.R4
如果您正在运行引擎版本，您的集群将在下一个维护时段内自动升级到此维护补丁版本。1.0.5.1.
您可以将任何以前的 Neptune 引擎版本手动升级到此版本。

升级到此版本
Amazon Neptune 1.0.5.1.R4 现已正式上市。
如果数据库集群运行的引擎版本有此版本的升级路径，则现在有资格进行升级。您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
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升级任何符合条件的集群。以下 CLI 命令将立即升级符合条件的集群：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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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5.1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5.1 ^
--apply-immediately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这些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此，会出现从 20
到 30 秒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
有关升级引擎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虑，Amazon可
Support 过社区论坛和通过AmazonPremium Support.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5.1.R3 (2022-01-13)
截至 2022-01-13，引擎版本 1.0.5.1.R3 正在普遍部署。请注意，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的时间。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修复了在查询无法获取所有需要的资源时导致资源泄漏的错误。
• 修复了由于未认领的内存分配而导致的查询执行过程中的小内存泄漏。

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版本 1.0.5.1.R3 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格雷姆林版本： 3.4.11
• SPARQL 版本： 1.1

升级到引擎版本 1.0.5.1.R3
如果您正在运行引擎版本 1.0.5.1，您的集群将在下一个维护时段内自动升级到此补丁版本。
您可以将任何以前的 Neptune 引擎版本手动升级到此版本。

升级到此版本
Amazon Neptune 1.0.5.1.R3 现已正式上市。
如果数据库集群运行的引擎版本有此版本的升级路径，则现在有资格进行升级。您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
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升级任何符合条件的集群。以下 CLI 命令将立即升级符合条件的集群：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5.1 \
--apply-immedi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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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5.1 ^
--apply-immediately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这些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此，会出现从 20
到 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
有关升级引擎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虑，Amazon可
Support 过社区论坛和通过AmazonPremium Support.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5.1.R2 (2021-10-26)
截至 2021-10-26 年，引擎版本 1.0.5.1.R2 正在普遍部署。请注意，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的时
间。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修复了在可重复读取隔离下创建较旧版本的图形元素时出现暂时错误导致服务器重启的错误。Neptune 现
在会返回错误，以便客户端可以重试。
• 修复了在单个基数更新期间发生暂时错误时导致服务器重启的错误。Neptune 现在会返回错误，以便客户
端可以重试。

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版本 1.0.5.1.R2 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Grelin 版本： 3.4.11
• SPARQL 版本： 1.1

升级到引擎版本 1.0.5.1.R2 的路径
如果您正在运行引擎版本 1.0.5.1，您的集群将在下一个维护时段内自动升级到此补丁版本。
您可以将任何以前的 Neptune 引擎版本手动升级到此版本。

升级到此版本
Amazon Neptune 1.0.5.1.R2 现已正式上市。
如果数据库集群运行的引擎版本有此版本的升级路径，则现在有资格进行升级。您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
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升级任何符合条件的集群。以下 CLI 命令将立即升级符合条件的集群：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5.1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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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5.1 ^
--apply-immediately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操作需要在这些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此，会出现从
20 到 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
有关升级引擎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虑，Amazon可
Support 过社区论坛和通过AmazonPremium Support.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5.0 (2021-07-27)
截至 2021-07-27 年，引擎版本 1.0.5.0 正在普遍部署。请注意，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的时间。

此版本的后续补丁版本
• 发布: 1.0.5.0.R2 (2021-08-16) (p. 767)
• 发布: 1.0.5.0.R3 (2021-09-15) (p. 766)
• 维护版本：1.0.5.0.R5 (2022-05-16) (p. 765)

此引擎版本中的新增功能
• Neptune ML (p. 548)已发布供生产使用，具有许多新功能，并且不再处于实验室模式。
• 增加了对的初始支持OpencyPher (p. 332)在实验室模式下查询语言。openPher是 Cypher 查询语言的开源
标准。中指定了其语法Cypher 查询语言参考（版本 9），并由openPher项目。
请参阅使用 OpencyPher 访问Neptune 图 (p. 332)了解有关该语言的 Neptune 实现的信息。
对的 SupportBolt 协议也支持 Neptune 客户端用于 OpenPher 查询。请参阅 使用 Bolt 协议对 Neptune 进
行 OpencyPher 查询 (p. 338)。
对 OpenPher 的 Support 现在已自动启用，但这取决于Neptune 引擎 (p. 123)，目前仅在实验
室模式 (p. 121). 默认DFEQueryEngine在中设置neptune_lab_mode数据库集群参数现在
为DFEQueryEngine=viaQueryHint，这意味着引擎已启用，但仅用于具有useDFE查询提示存在并设
置为true. 如果通过设置禁用 DFE 引擎DFEQueryEngine=disabled，您将无法使用 Openeppher。
• 增加了对的支持SPARQL 1.1 图形存储 HTTP 协议. 请参阅 在Amazon Neptune e 中使用 SPARQL 1.1 图
形存储 HTTP 协议 (GSP) (p. 390)。
• 更改了默认的实验室模式设置Neptune 引擎 (p. 123)到viaQueryHint，这意味着 DFE 引擎现在默认情况
下处于启用状态，但仅用于具有useDFE查询提示存在并设置为true.
• 增加了新的亚马逊 CloudWatch 指标，StatsNumStatementsScanned，用于监控 Neptune DFE 引擎
的统计数据的计算。请参阅 使用StatsNumStatementsScanned CloudWatch 监控统计数据计算的指
标 (p. 127)。

此引擎版本中的改进
• 增加了对 Apache 的支持 TinkerPop 3.4.11。

Important
在中进行了更改 TinkerPop 3.4.11 版提高了查询处理方式的正确性，但目前有时会严重影响查询
性能。
例如，这种查询的运行速度可能会慢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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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V().hasLabel('airport').
order().
by(out().count(),desc).
limit(10).
out()

限制步骤之后的顶点现在以非最佳方式获取，因为 TinkerPop 3.4.11 更改。为避免这种情况，您
可以通过在order().by(). 例如：
g.V().hasLabel('airport').
order().
by(out().count(),desc).
limit(10).
barrier().
out()

• 这些区域有：SPARQLjoinOrder查询提示 (p. 381)现在，Neptune DFE 替代查询引擎支持。
• 的输出Neptune 状态 API (p. 658)已扩展和重组，以更清楚地了解数据库集群的设置和功能。
新输出具有顶级版本features包含有关数据库集群功能的状态信息的对象和顶级settings包含设置信息
的对象。要查看新格式，请参阅实例状态命令的输出示例 (p. 660).
• 在以下情况下，流式处理更改日志的处理AFTER_SEQUENCE_NUMBER当事件 ID 已过期时，系统会使用服
务器上的最后一个事件 ID 请求流。如果请求的事件 ID 是服务器上最近清除的事件 ID，则服务器不再抛出
过期的事件 ID 错误。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修复了与数值排序相关的 Gremlin 错误。

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 1.0.5.0 版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Grelin 版本： 3.4.11
• SPARQL 版本： 1.1

升级到引擎版本 1.0.5.0 的路径
您可以将任何以前的 Neptune 引擎版本手动升级到此版本。
您不会自动升级到此版本。

升级到此版本
Amazon Neptune 1.0.5.0 现已正式上市。
如果数据库集群运行的引擎版本有此版本的升级路径，则现在有资格进行升级。您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
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升级任何符合条件的集群。以下 CLI 命令将立即升级符合条件的集群：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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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5.0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5.0 ^
--apply-immediately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这些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此，会出现从 20
到 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
有关升级引擎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问，Amazon可
通过社区论坛和通过使用 Support 团队AmazonPremium Support.

Amazon Neptune 维护版本，版本 1.0.5.0.R5
(2022-05-16)
截至 2022-05-16 年，引擎版本 1.0.5.0.R5 正在普遍部署。请注意，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的时
间。

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版本 1.0.5.0.R5 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Grelin 版本： 3.4.11
• SPARQL 版本： 1.1

升级到引擎版本 1.0.5.0.R5 的路径
如果您正在运行引擎版本 1.0.5.0，您的集群将在下一个维护时段内自动升级到此维护补丁版本。
您可以将任何以前的 Neptune 引擎版本手动升级到此版本。

升级到此版本
Amazon Neptune 1.0.5.0.R5 现已正式上市。
如果数据库集群运行的引擎版本有此版本的升级路径，则现在有资格进行升级。您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
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升级任何符合条件的集群。以下 CLI 命令将立即升级符合条件的集群：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5.0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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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这些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此，会出现从 20
到 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
有关升级引擎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虑，Amazon可
Support 过社区论坛和通过AmazonPremium Support.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5.0.R3 (2021-09-15)
截至 2021-09-15 年，引擎版本 1.0.5.0.R3 正在普遍部署。请注意，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的时
间。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修复了导致引擎在以下任一情况下无响应的错误：
• 在进行自动统计数据计算的同时，批量加载发生。
• 在已经进行统计计算的同时，人工要求进行统计计算。
• 修复了死锁检测和锁定获取中可能导致引擎崩溃的错误。
• 修复了 Gremlin 错误，当引擎在 Gremlin 推断查询中遇到来自远程机器学习终端节点的未知数据时引发错
误。
• 修复了机器学习模型管理 API 中与模型转换作业和实例建议相关的几个错误。
• 修复了在生成节点和边缘 ID 时会导致引擎崩溃的错误。
• 修复了一个错误，该错误会减慢针对具有大图形模式的查询生成查询计划的速度。
• 修复了检索具有超过 100 个属性的节点时可能导致查询停滞的 OpenPher 错误。

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版本 1.0.5.0.R3 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Grelin 版本： 3.4.11
• SPARQL 版本： 1.1

升级到引擎版本 1.0.5.0.R3
如果您正在运行引擎版本 1.0.5.0，您的集群将在下一个维护时段内自动升级到此补丁版本。
您可以将任何以前的 Neptune 引擎版本手动升级到此版本。

升级到此版本
Amazon Neptune 1.0.5.0.R3 现已正式上市。
如果数据库集群运行的引擎版本有此版本的升级路径，则现在有资格进行升级。您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
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升级任何符合条件的集群。以下 CLI 命令将立即升级符合条件的集群：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5.0 \
--apply-immedi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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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5.0 ^
--apply-immediately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这些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此，会出现从 20
到 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
有关升级引擎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虑，Amazon可
Support 过社区论坛和通过AmazonPremium Support.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5.0.R2 (2021-08-16)
截至 2021-08-16 年，引擎版本 1.0.5.0.R2 正在普遍部署。请注意，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的时
间。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禁用了中进行的优化引擎发布1.0.5.0 (p. 763)这使得Neptune 查找缓存 (p. 101)生存引擎在副本上重新
启动。副本现在重新启动清除查找缓存。

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版本 1.0.5.0.R2 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GEMlin 版本： 3.4.11
• SPARQL 版本： 1.1

升级到引擎版本 1.0.5.0.R2
如果您正在运行引擎版本 1.0.5.0，您的集群将在下一个维护时段内自动升级到此补丁版本。
您可以将任何以前的 Neptune 引擎版本手动升级到此版本。

升级到此版本
Amazon Neptune 1.0.5.0.R2 现已正式上市。
如果数据库集群运行的引擎版本有此版本的升级路径，则现在有资格进行升级。您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
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升级任何符合条件的集群。以下 CLI 命令将立即升级符合条件的集群：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5.0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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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这些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此，会出现从 20
到 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
有关升级引擎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问，Amazon可
Support 过社区论坛和通过AmazonPremium Support.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4.2 (2021-06-01)
Note
引擎版本 1.0.4.2.R2 是实际上发布的 1.0.4.2 的第一个版本。
主题
•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4.2.R5 (2021-08-16) (p. 768)
•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4.2.R4 (2021-07-23) (p. 768)
•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4.2.R3 (2021-06-28) (p. 769)
•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4.2.R2 (2021-06-01) (p. 770)
•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4.2.R1 (2021-05-27) (p. 771)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4.2.R5 (2021-08-16)
截至 2021-08-16 年，引擎版本 1.0.4.2.R5 正在普遍部署。请注意，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的时
间。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禁用了中进行的优化引擎发布1.0.4.2.R4 (p. 768)这使得Neptune 查找缓存 (p. 101)生存引擎在副本上
重新启动。副本现在重新启动清除查找缓存。

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版本 1.0.4.2.R5 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Grelin 版本： 3.4.10
• SPARQL 版本： 1.1

升级到引擎版本 1.0.4.2.R5 的路径
如果您正在运行引擎版本 1.0.4.2，您的集群将在下一个维护时段内自动升级到此补丁版本。
您可以将任何以前的 Neptune 引擎版本手动升级到此版本。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4.2.R4 (2021-07-23)
截至 2021-07-23，引擎版本 1.0.4.2.R4 正在普遍部署。请注意，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的时间。

此引擎版本中的改进
• 改进了查找缓存的行为，以避免在复制副本上运行快速重置后清除冗余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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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进了对流更改日志的处理AFTER_SEQUENCE_NUMBER当事件 ID 已过期时，会使用服务器上的最后一个
事件 ID 请求流。如果请求的事件 ID 是服务器上最近清除的事件 ID，则服务器不再抛出过期的事件 ID 错
误。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修复了 1.0.4.0.R1 中引入的一个错误，其中查询不会返回大于 760 个字符的整个字符串值。受此错误影响
的术语是 RDF 文字和 URI，或 Gremlin ID、键和字符串值。

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版本 1.0.4.2.R4 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Grelin 版本： 3.4.10
• SPARQL 版本： 1.1

升级到引擎版本 1.0.4.2.R4
如果您正在运行引擎版本 1.0.4.2，您的集群将在下一个维护时段内自动升级到此补丁版本。
您可以将任何以前的 Neptune 引擎版本手动升级到此版本。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4.2.R3 (2021-06-28)
截至 2021-06-28，引擎版本 1.0.4.2.R3 正在普遍部署。请注意，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的时间。

此引擎版本中的已知问题
问题:
一个 SPARQL 错误，它无法遵守媒体类型Accept如果存在空格，则标题。
例如，一个查询 -H "Accept: text/csv; q=1.0, */*; q=0.1" 返回 JSON 输出而不是 CSV 输
出。
解决办法：
如果删除了中的空格Accept子句中，引擎将以正确请求的格式返回输出。换言之，而不是 -H "Accept:
text/csv; q=1.0, */*; q=0.1" ，使用：
-H "Accept: text/csv;q=1.0,*/*;q=0.1"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修复了快速重置后清除副本上的查找缓存的错误。

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版本 1.0.4.2.R3 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Grelin 版本： 3.4.10
• SPARQL 版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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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到引擎版本 1.0.4.2.R3
除非数据库集群使用一个或多个，否则此修补程序版本是可选R5d实例。如果你的集群有R5d实例，它将在下
一个维护窗口中自动升级。否则，它将不会自动升级到此补丁版本。
你可以升级版本1.0.4.2.R2到这个1.0.4.2.R3使用手动发布Amazon CLI 申请待定维护操作命令
（ApplyPendingMaintenanceAction (p. 966)API)。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4.2.R2 (2021-06-01)
截至 2021-06-01，引擎版本 1.0.4.2.R2 正在普遍部署。请注意，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的时间。

此版本的后续补丁版本
• 发布: 1.0.4.2.R3 (2021-06-28) (p. 769)

此引擎版本中的已知问题
问题:
一个 SPARQL 错误，它无法遵守媒体类型Accept如果存在空格，则标题。
例如，一个查询 -H "Accept: text/csv; q=1.0, */*; q=0.1" 返回 JSON 输出而不是 CSV 输
出。
解决办法：
如果删除了中的空格Accept子句中，引擎将以正确请求的格式返回输出。换言之，不是 -H "Accept:
text/csv; q=1.0, */*; q=0.1" ，使用：
-H "Accept: text/csv;q=1.0,*/*;q=0.1"

此引擎版本中的新增功能
• 添加了新的 R5D 实例类型，其中包括用于在涉及大量属性值或 RDF 文字查找的用例中加快读取速度的查
找缓存。请参阅Neptune 查找缓存可以加速读取查询 (p. 101)。
• 添加了一个新的实验室模式参数，该参数允许仅在每个查询的基础上调用实验性 DFE 引擎useDFE查询提
示。

此引擎版本中的改进
• 添加了对 TinkerPop 3.4.10 的支持。
• 添加了对使用withStrategies( )发送 Gremlin 脚本请求时的配置步骤。具体来
说，SubgraphStrategy、PartitionStrategy、ReadOnlyStrategy、EdgeLabelVerificationStrategy,
和ReservedKeysVerificationStrategy全部支持。
• 添加了对的优化V()在查询中间遍历。以前，这种穿越在 Neptune 中没有优化。
• 添加了对 的支持RFC 2141 URN要用作baseUri和namedGraphUri批量加载的参数。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修复了将错误查询视为有效的解析器中的 Grelin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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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复了一个展开一个 Grelin 错误aggregate()副作用cap().unfold()转到valueMap()会引发异常。
• 修复了一个 Grelin 错误，其中有些错property()之后的步骤addV()步骤失败，并显示 “无法转换为字符
串” 错误。
• 修复了 Gremlin 错误，以防止某些条件插入模式引发并发修改异常。
• 修复了 Gremlin 错误，以便查询请求超时现在不能超过会话超时。
• 修复了一个 SPARQL 错误，当远程服务器不可用时，使用 LOAD 或 UNLOAD 的更新可能会失败，并使用
HTTP 代码 500 而不是 HTTP 代码 400。
• 修复了流 API 调用失败的错误commitNum要么opNum使用了大于 32 位有符号整数限制
（2,147,483,647）的值。

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版本 1.0.4.2.R2 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版本 GEMlin： 3.4.10
• SPARQL 版本： 1.1

升级到引擎版本 1.0.4.2.R2 的路径
您可以将任何以前的 Neptune 引擎版本手动升级到此版本。
您不会自动升级到此版本。

升级到此版本
Amazon Neptune 1.0.4.2.R2 现已正式上市。
如果数据库集群运行的引擎版本有此版本的升级路径，则现在有资格进行升级。您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
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升级任何符合条件的集群。以下 CLI 命令将立即升级符合条件的集群：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4.2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4.2 ^
--apply-immediately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这些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此，会出现从 20
到 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
有关升级引擎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虑，Amazon可
Support 过社区论坛和通过AmazonPremium Support.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4.2.R1 (2021-05-27)
引擎版本 1.0.4.2.R1 从未部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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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4.1 (2020-12-08)
截至 2020-12-08，引擎版本 1.0.4.1 正在普遍部署。请注意，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的时间。

此版本的后续补丁版本
• 发布: 1.0.4.1.R1.1 (2021-03-22) (p. 773)
• 发布: 1.0.4.1.R2 (2021-02-24) (p. 774)

Important
发布: 1.0.4.0 (2020-10-12) (p. 776)对于与 Amazon Neptune 的所有连接，都必须使用 TLS 1.2
和 HTTPS。但是，该版本中的一个错误允许 HTTP 连接和/或过时的 TLS 连接对于之前设置数据
库集群参数以阻止强制实施 HTTPS 连接的客户继续有效。
修补程序版本中修复了这个错误1.0.4.0.R2 (p. 778)和1.0.4.1.R2 (p. 774)，但是在自动安装修
补程序时，此修复已导致意外的连接失败。出于这个原因，两个修补程序都已恢复，只能手动安
装，以便您有机会更新 TLS 1.2 的设置。
必须对与 Neptune 的所有连接使用 SSL/TLS 会影响您与 Gremlin 控制台、Gremlin 驱动程
序、Gremlin Python、.NET、NodeJS、REST API 以及负载均衡器连接的连接。如果到目前为
止，您一直在对其中任何或所有这些版本使用 HTTP 或较旧的 TLS 版本，则必须更新相关的客户
端和驱动程序并将代码更改为专用 HTTPS，然后才能将系统更新为最新的补丁程序。

此引擎版本中的新增功能
• 推出了 Neptune ML 功能，该功能为 Amazon Neptune 带来了强大的机器学习功能。请参阅Amazon
Neptune ML 用于图表上的机器学习 (p. 548)。
• 添加了自定义 SPARQLUNLOAD用于删除从远程源中检索到的数据的操作。请参阅SPARQL 更新卸
载 (p. 378)。

此引擎版本中的改进
• 优化了一些 Gremlin 条件插入模式，以避免并发修改异常。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修复了一个 Gremlin 错误，该错误可能导致使用as()Step。
• 修复了一个在使用时会导致错误的 GEMlin 错误。project()一步嵌套在另一个步骤中，例如union().
• 修复了一个 Gormlin 错误。project()Step。
• 修复了基于字符串的遍历中的 GEMlin 错误，none()步骤不起作用。
• 修复了基于字符串的遍历中的 Gremlin 错误，其中不支持空地图作为参数inject()Step。
• 修复了 DFE 引擎中基于字符串的遍历执行中的 Gremlin 错误，其中终端方法如toList()工作无法正确工
作。
• 修复了一个无法关闭交易的 GEMlin 错误，该错误使用了iterate()步入字符串查询。
• 修复了一个可能导致使用is(P.gte(0))模式在某些情况下抛出异常。
• 修复了一个可能导致使用order().by(T.id)模式在某些情况下抛出异常。
• 修复了一个可能导致使用addV().aggregate()在某些情况下给出不正确的结果的模式。
• 修复了一个可能导致使用path()然后是project()step 模式在某些情况下抛出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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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复了一个 SPARQL 错误SUBSTR函数发出错误信号，而不是返回空字符串。
• 修复了 DFE 引擎中的一个错误，该错误可能会导致非阻塞查询计划中的联接操作在存在未绑定变量的情况
下生成错误的结果。

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版本 1.0.4.1 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GEMlin 版本： 3.4.8
• SPARQL 版本： 1.1

升级到引擎版本 1.0.4.1 的路径
如果您正在运行引擎版本 1.0.4.1，您的集群将在下一个维护时段内自动升级到此补丁版本。
您可以将任何以前的 Neptune 引擎版本手动升级到此版本。

升级到此版本
Amazon Neptune 1.0.4.1 现已正式上市。
如果数据库集群运行的引擎版本有此版本的升级路径，则现在有资格进行升级。您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
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升级任何符合条件的集群。以下 CLI 命令将立即升级符合条件的集群：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4.1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4.1 ^
--apply-immediately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这些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此，会出现从
20-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
有关升级引擎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问，Amazon可
通过社区论坛和通过社区论坛联系 Support 团队AmazonPremium Support.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4.1.R1.1 (2021-03-22)
截至 2021-03-22 年，引擎版本 1.0.4.1.R1.1 正在普遍部署。请注意，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的
时间。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禁用了可以添加或追加到现有标签和属性的 Gremlin 条件插入模式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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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 1.0.4.1.R1.1 版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GEMlin 版本： 3.4.8
• SPARQL 版本： 1.1

升级到引擎版本 1.0.4.1.R1.1 的路径
如果您正在运行引擎版本 1.0.4.1，您的集群将在下一个维护时段内自动升级到此补丁版本。

升级到此版本
Amazon Neptune 1.0.4.1.R1.1 现已正式上市。
如果数据库集群运行的引擎版本有此版本的升级路径，则现在有资格进行升级。您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
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升级任何符合条件的集群。以下 CLI 命令将立即升级符合条件的集群：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4.1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4.1 ^
--apply-immediately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这些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此，会出现从 20
到 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
有关升级引擎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虑，Amazon可
Support 过社区论坛和通过AmazonPremium Support.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4.1.R2 (2021-02-24)
截至 2021-02-24，引擎版本 1.0.4.1.R2 正在普遍部署。请注意，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的时间。

此版本的后续补丁版本
• 发布: 1.0.4.1.R2.1 (2021-03-11) (p. 775)

此引擎版本中的新增功能
• Neptune 现在支持通过压缩单个文件bzip2批量加载的格式。请参阅加载数据格式 (p. 218)。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修正了中的一个错误发布: 1.0.4.0 (2020-10-12) (p. 776)这允许使用连接到 NeptuneHTTP或早期版本的
TLS，而不是HTTPS和 TL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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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对于与 Neptune 的所有连接，必须使用 SSL/TLS 可能是一个突破性的变化。它会影响您与
Gremlin 控制台、Gremlin 驱动程序、Gremlin Python、.NET、NodeJS、REST API 以及负载均
衡器连接的连接。如果到目前为止，您一直在使用 HTTP 或较旧的 TLS 版本进行任何或全部，则
必须在安装此修补程序之前更新相关的客户端和驱动程序，然后将代码更改为专用 HTTPS。
• 修复了一个 GEMlin 错误，InternalFailureException在某些情况下被设置为响应代
码ConcurrentModificationException发生次数。
• 修复了 Gremlin 错误，其中在某些条件下更新边缘或顶点可能会导致短
暂InternalFailureException.

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版本 1.0.4.1.R2 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GEMlin 版本： 3.4.8
• SPARQL 版本： 1.1

升级到引擎版本 1.0.4.1.R2 的路径
如果您正在运行引擎版本 1.0.4.1，您的集群将在下一个维护时段内自动升级到此补丁版本。

升级到此版本
Amazon Neptune 1.0.4.1.R2 现已正式上市。
如果数据库集群运行的引擎版本有此版本的升级路径，则现在有资格进行升级。您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
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升级任何符合条件的集群。以下 CLI 命令将立即升级符合条件的集群：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4.1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4.1 ^
--apply-immediately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这些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此，会出现从 20
到 30 秒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
有关升级引擎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虑，Amazon可
Support 过社区论坛和通过AmazonPremium Support.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4.1.R2.1 (2021-03-11)
截至 2021-03-11 年，引擎版本 1.0.4.1.R2.1 正在普遍部署。请注意，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的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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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禁用了可以添加或追加到现有标签和属性的 Gremlin 条件插入模式的优化。

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 1.0.4.1.R2.1 版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Gremlin 版本： 3.4.8
• SPARQL 版本： 1.1

升级到引擎版本 1.0.4.1.R2.1 的路径
如果您正在运行引擎版本 1.0.4.1.R2，您的集群将在下一个维护时段内自动升级到此补丁版本。
您可以将任何以前的 Neptune 引擎版本手动升级到此版本。

升级到此版本
Amazon Neptune 1.0.4.1.R2.1 现已正式上市。
如果数据库集群运行的引擎版本有此版本的升级路径，则现在有资格进行升级。您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
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升级任何符合条件的集群。以下 CLI 命令将立即升级符合条件的集群：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4.1.R2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4.1.R2 ^
--apply-immediately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这些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此，会出现从 20
到 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
有关升级引擎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问，Amazon可
通过社区论坛和通过社区论坛联系 Support 团队AmazonPremium Support.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4.0 (2020-10-12)
截至 2020-10-12，引擎版本 1.0.4.0 正在普遍部署。请注意，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的时间。

此版本的后续补丁版本
• 发布: 1.0.4.0.R2 (2021-02-24) (p.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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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引擎版本中的新增功能
• 为 Gremlin 添加了帧级压缩功能。

此引擎版本中的改进
• Amazon Neptune 现在要求使用这些强大的密码套件将安全套接字层 (SSL) 与 TLSv1.2 协议一起用于所有
区域内与 Neptune 的所有连接：
• TLS_ECDHE_RSA_WITH_AES_256_GCM_SHA384
• TLS_ECDHE_RSA_WITH_AES_128_GCM_SHA256
• TLS_ECDHE_RSA_WITH_AES_256_CBC_SHA384
• TLS_ECDHE_RSA_WITH_AES_128_CBC_SHA256
• TLS_ECDHE_RSA_WITH_AES_256_CBC_SHA
• TLS_ECDHE_RSA_WITH_AES_128_CBC_SHA
对于与 Neptune 的 REST 和 WebSocket 连接都是如此，这意味着在所有地区连接到 Neptune 时必须使用
HTTPS 而不是 HTTP。
由于任何地方都不再支持使用 HTTP 或 TLS 1.1 的客户端连接，因此在升级到此引擎版本之前，请确保您
的客户端和代码已更新为使用 TLS 1.2 和 HTTPS。

Important
对于与 Neptune 的所有连接，必须使用 SSL/TLS 可能是一个突破性的变化。它会影响您与 Gremlin
控制台、Gremlin 驱动程序、Gremlin Python、.NET、NodeJS、REST API 以及负载均衡器连接的
连接。如果您一直在使用 HTTP 进行任何或所有这些操作，则现在必须更新相关客户端和驱动程序
并将代码更改为使用 HTTPS，否则连接将失败。
此版本中的一个错误允许 HTTP 连接和/或过时的 TLS 连接对于之前设置数据库集群
参数以阻止强制实施 HTTPS 连接的客户继续有效。修补程序版本中修复了这个错
误1.0.4.0.R2 (p. 778)和1.0.4.1.R2 (p. 774)，但是在自动安装修补程序时，此修复已导致意外的
连接失败。
出于这个原因，两个修补程序都已恢复，只能手动安装，以便您有机会更新 TLS 1.2 的设置。
• 将 TinkerPop 升级到版本 3.4.8。这是向后兼容的升级。请参阅TinkerPop 更改日志对于新内容。
• 改进了 GEMlin 的性能properties()步骤。
• 添加了有关细节BindOp和MultiplexerOp在解释和个人资料报告中。
• 添加了数据预取，以提高缓存未命中时的性能。
• 增加了新的allowEmptyStrings在批量加载器中进行设置parserConfiguration允许在 CSV 加载中
将空字符串视为有效属性值的参数（请参阅Neptune 加载程序请求参数 (p. 232))。
• 加载器现在允许在多值 CSV 列中使用转义分号。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修复了与both()步骤。
• 修复了由于以 “/” 结尾的终端节点未正确处理而丢失请求指标的错误。
• 修复了在实验室模式下启用 DFE 引擎时导致副本落后并在重负荷下重启的错误。
• 修复了由于内存不足情况而导致批量加载失败时无法报告正确的错误消息的错误。
• 修复了 SPARQL 错误，其中字符编码被放置在 SPARQL 查询响应的内容编码标头中。NOWcharset而
是放置在 ContentType 标头中，使 HTTP 客户端能够识别自动使用的字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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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 1.0.4.0 版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Gremlin 版本： 3.4.8
• SPARQL 版本： 1.1

升级到引擎版本 1.0.4.0 的路径
您可以将任何以前的 Neptune 引擎版本手动升级到此版本。
您不会自动升级到此版本。

升级到此版本
Amazon Neptune 1.0.4.0 现已正式上市。
如果数据库集群运行的引擎版本有此版本的升级路径，则现在有资格进行升级。您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
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升级任何符合条件的集群。以下 CLI 命令将立即升级符合条件的集群：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4.0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4.0 ^
--apply-immediately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这些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此，会出现从 20
到 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
有关升级引擎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虑，Amazon可
Support 过社区论坛和通过AmazonPremium Support.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4.0.R2 (2021-02-24)
截至 2021-02-24，引擎版本 1.0.4.0.R2 正在普遍部署。请注意，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的时间。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修复了中的一个错误发布: 1.0.4.0 (2020-10-12) (p. 776)这允许使用连接到 NeptuneHTTP或早期版本的
TLS，而不是HTTPS和 TLS 1.2。

Important
对于与 Neptune 的所有连接，必须使用 SSL/TLS 可能是一个突破性的变化。它会影响您与
Gremlin 控制台、Gremlin 驱动程序、Gremlin Python、.NET、NodeJS、REST API 以及负载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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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器连接的连接。如果到目前为止，您一直在使用 HTTP 或较旧的 TLS 版本进行任何或全部，则
必须在安装此修补程序之前更新相关的客户端和驱动程序，然后将代码更改为专用 HTTPS。
• 修复了涉及到以下结尾的标签的 CSV 批量加载错误。#.
• 修正了一个 GEMlin 错误，其中InternalFailureException在某些情况下被设置为响应代
码ConcurrentModificationException发生了。
• 修复了 Gremlin 错误，其中在某些条件下更新边缘或顶点可能会导致短
暂InternalFailureException.

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版本 1.0.0.0.R2 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GEMlin 版本： 3.4.8
• SPARQL 版本： 1.1

升级到引擎版本 1.0.4.0.R2
如果您正在运行引擎版本 1.0.4.0，您的集群将在下一个维护时段内自动升级到此补丁版本。
您可以将任何以前的 Neptune 引擎版本手动升级到此版本。

升级到此版本
Amazon Neptune 1.0.4.0.R2 现已正式上市。
如果数据库集群运行的引擎版本有此版本的升级路径，则现在有资格进行升级。您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
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升级任何符合条件的集群。以下 CLI 命令将立即升级符合条件的集群：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4.0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4.0 ^
--apply-immediately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这些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此，会出现从 20
到 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
有关升级引擎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虑，Amazon可
通过社区论坛和通过社区论坛联系 Support 团队AmazonPremium Support.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3.0 (2020-08-03)
截至 2020-08-03，引擎版本 1.0.3.0 正在普遍部署。请注意，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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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版本的后续补丁版本
• 发布: 1.0.3.0.R2 (2020-10-12) (p. 782)
• 发布: 1.0.3.0.R3 (2021-02-19) (p. 781)

此引擎版本中的新增功能
• Neptune 推出了一种新的替代查询引擎 (DFE)，可以显著加快查询执行速度。请参阅Amazon Neptune 替
代查询引擎 (DFE) (p. 123)。
• DFE 依赖于预先生成的有关 Neptune 图数据的统计数据，这些统计数据通过新的统计端点进行管 请参
阅DFE 统计数据 (p. 124)。
• 现在，您可以通过设置新的includeQueuedLoads参数为 FALSE。请参阅Neptune 加载程序获取状态请
求参数 (p. 239)。
• Neptune 现在支持 SPARQL 查询响应的尾随标头，如果请求在开始返回响应块后失败，可能包含错误代
码和消息。请参阅用于多部分 SPARQL 响应的可选 HTTP 尾随标头 (p. 372)。
• Neptune 现在还允许您为 Gremlin 查询启用分块响应编码。与 SPARQL 情况一样，如果查询开始返回响
应块后出现故障，则响应块具有尾随标头，可能包含错误代码和消息。请参阅使用可选的 HTTP 尾随标头
启用多部分 Gremlin 响应 (p. 261)。

此引擎版本中的改进
• 现在，您可以向 ElasticSearch 提供批量请求的大小，以便在 Gremlin 中进行全文搜索。
• 改进了 SPARQL GROUP BY 查询的内存使用率
• 添加了一个新的 Gremlin 查询优化器来修剪某些未绑定的过滤器。
• 将使用 IAM 进行身份验证的 WebSocket 连接可以保持开放的最长时间从 36 小时延长到 10 天。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修复了一个错误：如果你在 POST 请求中发送了未编码的 URL 参数，Neptune 返回了 500 的
HTTP 状态码和InternalServerErrorException. 现在，Neptune 返回 400 的 HTTP 状态代码
和BadRequestException，随着消息：Failure to process the POST request parameters.
• 修复了未正确报告 WebSocket 连接失败的 Gremlin 错误。
• 修正了一个涉及 SideEffects 消失的 GEMlin 错误。
• 修复了全文搜索的 Gremlin 错误batchsize参数未得到正确支持。
• 修正了一个要处理的 GEMlin 错误toV和fromV单独针对每个方向bothE.
• 修正了一个涉及 GEMlin 错误Edge pathType中的hasLabel步骤。
• 修复了一个 SPARQL 错误，其中使用静态绑定重新排序的连接无法正常工作。
• 修复了一个 SPARQL UPDATE LOAD 错误，该错误未正确报告不可用的 Amazon S3 存储桶。
• 修复了未正确报告子查询中服务节点的问题的 SPARQL 错误。
• 修复了一个 SPARQL 错误，其中包含嵌套过滤器存在或 FILTER NOT EXISTS 条件的查询未被正确评
估。
• 修复了在通过生成查询调用 SPARQL 服务终端节点时正确处理重复生成的绑定的 SPARQL 错误。

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 1.0.3.0 版本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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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Mlin 版本： 3.4.3
• SPARQL 版本： 1.1

升级到引擎版本 1.0.3.0 的路径
您可以将任何以前的 Neptune 引擎版本手动升级到此版本。
如果您集群的 AutoMinorVersionUpgrade 参数已设置为 True，则在维护时段内，您的集群将在此引擎
版本发布后的两到三周内自动升级到此引擎版本。

升级到此版本
Amazon Neptune 1.0.3.0 现已正式上市。
如果数据库集群运行的引擎版本有此版本的升级路径，则现在有资格进行升级。您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
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升级任何符合条件的集群。以下 CLI 命令将立即升级符合条件的集群：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3.0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3.0 ^
--apply-immediately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这些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此，会出现从 20
到 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
有关升级引擎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问，Amazon可
Support 过社区论坛和通过AmazonPremium Support.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3.0.R3 (2021-02-19)
截至 2021-02-19 年，引擎版本 1.0.3.0.R3 正在普遍部署。请注意，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的时
间。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修正了涉及以下结尾的标签的 CSV 批量加载错误。#.
• 修复了一个 Gremlin 错误，该错误可能导致使用as()步骤。
• 修正了一个 GEMlin 错误，使用project()一步嵌套在另一个步骤中，例如union().
• 修复了实验性 DFE 引擎中字符串遍历执行中的 Gremlin 错误，当终端方法类似toList()已使用。
• 修正了一个 GEMlin 错误，该错误使用iterate()在字符串查询中步骤。
• 修正了一个 GEMlin 错误，该错误可能会导致使用is(P.gte(0))在某些条件下抛出异常的模式。
• 修正了一个 GEMlin 错误InternalFailureException在某些情况下被设置为响应代
码ConcurrentModificationException发生次数。
• 修复了 Gremlin 错误，其中在某些条件下更新边缘或顶点可能会导致短
暂InternalFailureEx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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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版本 1.0.3.0.R3 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GEMlin 版本： 3.4.8
• SPARQL 版本： 1.1

升级到引擎版本 1.0.3.0.R3
如果您正在运行引擎版本 1.0.3.0，您的集群将在下一个维护时段内自动升级到此补丁版本。
您可以将任何以前的 Neptune 引擎版本手动升级到此版本。

升级到此版本
Amazon Neptune 1.0.3.0.R3 现已正式上市。
如果数据库集群运行的引擎版本有此版本的升级路径，则现在有资格进行升级。您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
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升级任何符合条件的集群。以下 CLI 命令将立即升级符合条件的集群：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3.0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3.0 ^
--apply-immediately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这些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此，会出现从 20
到 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
有关升级引擎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问，Amazon可
Support 过社区论坛和通过AmazonPremium Support.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3.0.R2 (2020-10-12)
截至 2020-10-12，引擎版本 1.0.3.0.R2 正在普遍部署。请注意，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的时间。

此引擎版本中的改进
• 改进了 GEMlin 的性能properties()Step。
• 添加了有关细节BindOp和MultiplexerOp在解释和个人资料报告中。
• 对于 SPARQL 查询响应，添加了charset转到 ContentType 标头，使 HTTP 客户端能够识别自动使用的
字符集。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修复了 SPARQL 错误，CancellationException没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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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复了包含嵌套可选项的查询无法正常工作的 SPARQL 错误。
• 修复了 LOAD 中的 SPARQL 错误，ConcurrentModificationException可能会导致查询挂起。
• 修复了导致查询响应无法被 gzip 压缩的 SPARQL 错误。
• 修复了一个 GEMlin 错误。groupBy()Step。
• 修复了一个与使用aggregate()单步进入local()Step。
• 修复了一个与使用相关的 GEMlin 错误。bothE()然后是使用聚合值的谓词。
• 修复了一个与使用bothE()跟repeat()Step。
• 修复了与both()Step。
• 修复了由于以 “/” 结尾的终端节点未正确处理而丢失请求指标的错误。
• 修复了一个会引发一个错误。ThrottlingException即使请求队列不满也是如此。
• 修复了当加载由于以下原因而失败时获取加载状态的错
误LOAD_DATA_FAILED_DUE_TO_FEED_MODIFIED_OR_DELETE.

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版本 1.0.3.0.R2 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GEMlin 版本： 3.4.3
• SPARQL 版本： 1.1

升级到引擎版本 1.0.3.0.R2 的路径
您可以将任何以前的 Neptune 引擎版本手动升级到此版本。
如果您集群的 AutoMinorVersionUpgrade 参数已设置为 True，则在维护时段内，您的集群将在此引擎
版本发布后的两到三周内自动升级到此引擎版本。

升级到此版本
Amazon Neptune 1.0.3.0.R2 现已正式上市。
如果数据库集群运行的引擎版本有此版本的升级路径，则现在有资格进行升级。您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
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升级任何符合条件的集群。以下 CLI 命令将立即升级符合条件的集群：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3.0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3.0 ^
--apply-immediately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这些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此，会出现从 20
到 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
有关升级引擎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虑，Amazon可
Support 过社区论坛和通过AmazonPremium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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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2.2 (2020-03-09)
截至 2020-03-09，引擎版本 1.0.2.2 正在普遍部署。请注意，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的时间。

此版本的后续补丁版本
• 发布: 1.0.2.2.R2 (2020-04-02) (p. 789)
• 发布: 1.0.2.2.R3 (2020-07-22) (p. 789)
• 发布: 1.0.2.2.R4 (2020-07-23) (p. 787)
• 发布: 1.0.2.2.R5 (2020-10-12) (p. 786)
• 发布: 1.0.2.2.R6 (2021-02-19) (p. 785)

此引擎版本中的改进
• 已将有关正在回滚的事务的信息添加到状态 API。请参阅实例状态 (p. 658)。
• 已将 Apache TinkerPop 的版本升级到 3.4.3。
版本 3.4.3 向后兼容 Neptune 所支持的早期版本 (3.4.1)。它确实带来了一个小的行为变化：当您尝试关闭
一个不存在的会话时，Grelin 不再返回错误（请参阅在关闭不存在的会话时防止出错)。
• 消除了执行 Gremlin 全文搜索步骤时的性能瓶颈。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修复了处理查询中的空图表模式时出现的 SPARQL 错误。
• 修复了处理 URL 编码的查询中未编码分号时出现的 SPARQL 错误。
• 修复了处理 Union 步骤中的重复顶点时出现的 Gremlin 错误。
• 修复了一个 Gremlin 错误，该错误导致一些其 .repeat() 包含 .simplePath() 或 .cyclicPath()
的查询返回错误结果。
• 修复了一个 Gremlin 错误，该错误导致 .project() 在其子遍历未返回解决方案的情况下返回错误结果。
• 修复了一个 Gremlin 错误，其中读写冲突产生的错误引发了 InternalFailureException 而非
ConcurrentModificationException。
• 修复了一个导致 .group().by(...).by(values("property")) 失败的 Gremlin 错误。
• 修复了全文搜索步骤的配置文件输出中的 Gremlin 错误。
• 解决了 Gremlin 会话中的资源泄漏问题。
• 修复了一个错误，该错误导致状态 API 在某些情况下无法报告正确的可排序版本。
• 修复了一个批量加载程序错误，该错误导致指向之外 Amazon S3 个位置的 URL 可被用作批量加载请求中
的源。
• 修复了详细加载状态中的一个批量加载程序错误。

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版本 1.0.2.2 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Grelin 版本： 3.4.3
• SPARQL 版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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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到引擎版本 1.0.2.2 的路径
您可以将任何以前的 Neptune 引擎版本手动升级到此版本。
如果您集群的 AutoMinorVersionUpgrade 参数已设置为 True，则在维护时段内，您的集群将在此引擎
版本发布后的两到三周内自动升级到此引擎版本。

升级到此版本
Amazon Neptune 1.0.2.2 现已正式上市。
如果数据库集群运行的引擎版本有此版本的升级路径，则现在有资格进行升级。您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
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升级任何符合条件的集群。以下 CLI 命令将立即升级符合条件的集群：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2.2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2.2 ^
--apply-immediately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这些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此，会出现从 20
到 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群集。
有关升级引擎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虑，Amazon可
通过社区论坛和通过联系 SupportAmazonPremium Support.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2.2.2.R6 (2021-02-19)
截至 2021-02-19 年，引擎版本 1.0.2.2.2.R6 正在普遍部署。请注意，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的
时间。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修正了一个 GEMlin 错误InternalFailureException在某些情况下被设置为响应代
码ConcurrentModificationException发生次数。
• 修复了 Gremlin 错误，其中在某些条件下更新边缘或顶点可能会导致短
暂InternalFailureException.

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版本 1.0.2.2.R6 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GEMlin 版本： 3.4.8
• SPARQL 版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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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到引擎版本 1.0.2.2.2.R6 的路径
如果您正在运行引擎版本 1.0.2.2，您的集群将在下一个维护时段内自动升级到此补丁版本。
您可以将任何以前的 Neptune 引擎版本手动升级到此版本。

升级到此版本
Amazon Neptune 1.0.2.2.2.R6 现已正式上市。
如果数据库集群运行的引擎版本有此版本的升级路径，则现在有资格进行升级。您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
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升级任何符合条件的集群。以下 CLI 命令将立即升级符合条件的集群：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2.2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2.2 ^
--apply-immediately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这些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此，会出现从 20
到 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
有关升级引擎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问，Amazon可
通过社区论坛和通过 Support 联系 Support。AmazonPremium Support.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2.2.2.R5 (2020-10-12)
截至 2020-10-12，引擎版本 1.0.2.2.2.R5 正在普遍部署。请注意，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的时
间。

此引擎版本中的改进
• 改进了 GEMlin 的性能properties()Step。
• 添加了有关细节BindOp和MultiplexerOp在解释和个人资料报告中。
• 对于 SPARQL 查询响应，添加了charset转到 ContentType 标头，使 HTTP 客户端能够识别自动使用的
字符集。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修复了 SPARQL 错误，CancellationException没有处理。
• 修复了包含嵌套可选项的查询无法正常工作的 SPARQL 错误。
• 修复了 LOAD 中的 SPARQL 错误，其中ConcurrentModificationException可能会导致查询挂起。
• 修复了导致查询响应无法被 gzip 压缩的 SPARQL 错误。
• 修复了中的 GEMlin 错误。groupBy()Step。
• 修复了一个与使用aggregate()单步进入local()Step。
API 版本 2020-12-18
786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发布: 1.0.2.2.R4 (2020-07-23)

• 修复了一个与使用相关的 GEMlin 错误。bothE()然后是使用聚合值的谓词。
• 修复了一个与使用bothE()跟repeat()Step。
• 修复了与both()Step。
• 修复了由于以 “/” 结尾的终端节点未正确处理而丢失请求指标的错误。
• 修复了一个会引起一个会引起ThrottlingException即使请求队列不满也是如此。
• 修复了加载由于以下原因而失败时获取加载状态的错
误：LOAD_DATA_FAILED_DUE_TO_FEED_MODIFIED_OR_DELETE.

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版本 1.0.2.2.R5 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GEMlin 版本： 3.4.3
• SPARQL 版本： 1.1

升级到引擎版本 1.0.2.2.R5 的路径
如果您正在运行引擎版本 1.0.2.2，您的集群将在下一个维护时段内自动升级到此补丁版本。
您可以将任何以前的 Neptune 引擎版本手动升级到此版本。

升级到此版本
Amazon Neptune 1.0.2.2.R5 现已正式上市。
如果数据库集群运行的引擎版本有此版本的升级路径，则现在有资格进行升级。您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
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升级任何符合条件的集群。以下 CLI 命令将立即升级符合条件的集群：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2.2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2.2 ^
--apply-immediately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这些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此，会出现从 20
到 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
有关升级引擎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虑，Amazon可
通过社区论坛和通过社区论坛联系 Support 团队AmazonPremium Support.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2.2.2.R4 (2020-07-23)
截至 2020-07-23，引擎版本 1.0.2.2.2.R4 正在普遍部署。请注意，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的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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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引擎版本中的改进
• 通过更频繁地将未使用的内存释放回操作系统来提高内存使用率。
• 还改进了 SPARQL GROUP BY 查询的内存使用率。
• 将使用 IAM 进行身份验证的 WebSocket 连接保持打开状态的最长时间从 36 小时延长到 10 天。
• 增加了BufferCacheHitRatioCloudWatch 指标，可用于诊断查询延迟和调整实例类型。请参
阅Neptune 指标 (p. 662)。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修复了关闭空闲或过期的 IAM WebSocket 连接的错误。Neptune 现在在关闭连接之前发送一个关闭帧。
• 修复了评估包含嵌套 FILTER EXISTS 和/或 FILTER NOT EXISTS 条件的查询时的 SPARQL 错误
• 修复了在某些极端条件下导致服务器上的线程被阻止的 SPARQL 查询终止错误。
• 修正了一个涉及 Edge Pathtype 的 GEMlin 错误hasLabel步骤。
• 修正了一个 GEMlin 错误来处理toV和fromV单独针对每个方向bothE.
• 修正了一个涉及 SideEffects 消失的 GEMlin 错误。

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版本 1.0.2.2.R4 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GEMlin 版本： 3.4.3
• SPARQL 版本： 1.1

升级到引擎版本 1.0.2.2.R4
如果您正在运行引擎版本 1.0.2.2，您的集群将在下一个维护时段内自动升级到此补丁版本。
您可以将任何以前的 Neptune 引擎版本手动升级到此版本。

升级到此版本
Amazon Neptune 1.0.2.2.R4 现已正式上市。
如果数据库集群运行的引擎版本有此版本的升级路径，则现在有资格进行升级。您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
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升级任何符合条件的集群。以下 CLI 命令将立即升级符合条件的集群：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2.2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2.2 ^
--apply-immedi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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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这些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此，会出现从 20
到 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
有关升级引擎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问，Amazon可
Support 过社区论坛和通过AmazonPremium Support.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2.2.2.R3 (2020-07-22)
引擎版本 1.0.2.2.2.R3 已合并到引擎版本 1.0.2.2.2.R4 (p. 787).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2.2.2.R2 (2020-04-02)
截至 2020-04-02，引擎版本 1.0.2.2.2.R2 正在普遍部署。请注意，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的时
间。

此引擎版本中的改进
• 现在，您最多可以对 64 个批量加载作业进行排队，而不必等待一个作业完成后才启动下一个作业。还可
以使用 load 命令的 dependencies 参数，使得某个排队加载请求的执行取决于成功地完成一个或多个
先前排队的加载作业。请参阅Neptune 加载程序命令 (p. 232)。
• 现在可以对全文搜索输出进行排序（请参阅全文搜索参数 (p. 509)）。
• 现在有一个用于调用 Neptune 流的数据库集群参数，并且此功能已移出实验室模式。请参阅启用
Neptune (p. 483)。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修复了服务器启动延迟了实例创建的随机故障。
• 修复了一个优化程序问题：也即，查询中的 BIND 语句使优化程序在联合顺序规划中以非选择性模式启
动。

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版本 1.0.2.2.R2 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GEMlin 版本： 3.4.3
• SPARQL 版本： 1.1

升级到引擎版本 1.0.2.2.R2 的路径
如果您正在运行引擎版本 1.0.2.2，您的集群将在下一个维护时段内自动升级到此补丁版本。
您可以将任何以前的 Neptune 引擎版本手动升级到此版本。

升级到此版本
Amazon Neptune 1.0.2.2.R2 现已正式上市。
如果数据库集群运行的引擎版本有此版本的升级路径，则现在有资格进行升级。您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
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升级任何符合条件的集群。以下 CLI 命令将立即升级符合条件的集群：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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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2.2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2.2 ^
--apply-immediately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这些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此，会出现从 20
到 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
有关升级引擎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虑，Amazon可
Support 过社区论坛和通过AmazonPremium Support.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2.1 (2019-11-22)
此版本的后续补丁版本
• 发布: 1.0.2.1.R6 (2020-04-22) (p. 792)
• 发布: 1.0.2.1.R5 (2020-04-22) (p. 793) 此修补程序版本未部署。
• 发布: 1.0.2.1.R4 (2019-12-20) (p. 793)
• 发布: 1.0.2.1.R3 (2019-12-12) (p. 794)
• 发布: 1.0.2.1.R2 (2019-11-25) (p. 795)

此引擎版本中的新增功能
• 通过与亚马逊的集成，增加了全文搜索功能 OpenSearch 服务 。请参阅 Neptune 全文搜索 (p. 500)。
• 添加了使用实验室模式为大量谓词创建第四个索引（OSGP 索引）的选项。请参阅OSGP 索引 (p. 122)。
• 向 SPARQL Explain 增加了详细信息 模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使用 SPARQLexplain (p. 392) 和 详
细信息模式输出 (p. 395)。
• 将实验模式信息添加到引擎状态报告中。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实例状态 (p. 658)。
• 数据库集群快照现在可以跨复制Amazon地区。请参阅复制快照 (p. 695)。

此引擎版本中的改进
• 提高了处理大量谓词时的性能。
• 增强了查询优化。虽然这对客户来说应该完全透明，但我们建议您在升级之前测试您的应用程序，以确保
它们按预期运行。
• 对错误报告进行了小的增强。
• 添加了对 Gremlin .project() 和 .identity() 步骤的优化。
• 添加了对非终端 Gremlin .union() 案例的优化。
• 添加了对 Gremlin .path().by() 遍历的原生支持。
• 添加了对 Gremlin .coalesce() 的原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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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优化了批量写入。
• 我们现在要求 HTTPS 连接至少使用 TLS 版本 1.2 或更高版本，以防止使用过时/不安全的密码。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修复了一个 Gremlin addE() 内部遍历处理错误。
• 修复了由于 AST 注释从子遍历泄漏到父级导致的 Gemlin 错误。
• 修复了在 select() 之后调用 .otherV() 时 Gremlin 中出现的错误。
• 修复了一个 Gremlin 错误，该错误导致了某些 .hasLabel() 步骤在 bothE() 步骤执行后失败。
• 对 Gremlin .sum() 和 .project() 进行了小的修复。
• 修复了在处理缺少右括号的 SPARQL 查询时的错误。
• 修复了 SPARQL Explain 中的一些小错误。
• 修复了处理并发获取加载状态请求的错误。
• 减少了执行一些带有 .project() 步骤的 Grenolin 遍历所用的内存。
• 修复了 SPARQL 中特殊值的数值比较。请参阅标准合规性 (p. 80)。

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 1.0.2.1 版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版本 GEMlin： 3.4.1
• SPARQL 版本： 1.1

升级到引擎版本 1.0.2.1 的路径
您可以将任何以前的 Neptune 引擎版本手动升级到此版本。
您不会自动升级到此版本。

升级到此版本
Amazon Neptune 1.0.2.1 现已正式上市。
如果数据库集群运行的引擎版本有此版本的升级路径，则现在有资格进行升级。您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
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升级任何符合条件的集群。以下 CLI 命令将立即升级符合条件的集群：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2.1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2.1 ^
--apply-immedi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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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这些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此，会出现从 20
到 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
有关升级引擎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问，Amazon可
Support 过社区论坛和通过AmazonPremium Support.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2.1.R6 (2020-04-22)
截至 2020-04-22，引擎版本 1.0.2.1.R6 正在普遍部署。请注意，新版本在每个区域的发布需要几天的时间。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修复了一个错误，其中 ConcurrentModificationConflictException 和
TransactionException 未转换为 NeptuneGremlinException，导致向客户返回了
InternalFailureException。
• 修复了在服务器完全准备就绪之前报告其状态为正常的错误。
• 修复了在有两个 value->id 映射同时插入时字典和用户事务提交顺序混乱的错误。
• 修复了加载状态序列化中的一个错误。
• 修正了一个 Gremlin 会话错误。
• 修复了在服 Neptune 无法启动时未能引发异常的错误。
• 修复了 Neptune 无法在关闭通道之前发送 Web 套接字关闭帧的错误。

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版本 1.0.2.1.R6 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Grelin 版本： 3.4.1
• SPARQL 版本： 1.1

升级到引擎版本 1.0.2.1.R6 的路径
如果您正在运行引擎版本 1.0.2.1，您的集群将在下一个维护时段内自动升级到此补丁版本。
您可以将任何以前的 Neptune 引擎版本手动升级到此版本。

升级到此版本
Amazon Neptune 1.0.2.1.R6 现已正式上市。
如果数据库集群运行的引擎版本有此版本的升级路径，则现在有资格进行升级。您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
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升级任何符合条件的集群。以下 CLI 命令将立即升级符合条件的集群：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2.1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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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version 1.0.2.1 ^
--apply-immediately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这些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此，会出现从 20
到 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
有关升级引擎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虑，Amazon可
Support 过社区论坛和通过AmazonPremium Support.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2.1.R5 (2020-04-22)
引擎版本 1.0.2.1.R5 从未部署。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2.1.R4 (2019-12-20)
此引擎版本中的改进
• Neptune 现在总是尝试放置任何full-text-search首先在执行管道中调用。这可以减少以下面的调用量：
OpenSearch，这可以显著提高性能。请参阅Full-text-search执行查询 (p. 522)。
• Neptune 现在提出了IllegalArgumentException如果您尝试访问不存在的属性、顶点或边缘。此
前，Neptune 提出了UnsupportedOperationException在这种情况下。
例如，如果您尝试添加引用不存在顶点的边缘，则现在将引发 IllegalArgumentException。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修复了一个 Grenomlin 错误，即 union 在 project-by 内遍历不会返回结果或者返回错误的结果。
• 修复了导致嵌套的 .project().by() 步骤返回错误结果的 Gemlin 错误。

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版本 1.0.2.1.R4 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Grelin 版本： 3.4.1
• SPARQL 版本： 1.1

升级到引擎版本 1.0.2.1.R4
您可以将任何以前的 Neptune 引擎版本手动升级到此版本。
但是，不支持自动更新到此版本。

升级到此版本
Amazon Neptune 1.0.2.1.R4 现已正式上市。
如果数据库集群运行的引擎版本有此版本的升级路径，则现在有资格进行升级。您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
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升级任何符合条件的集群。以下 CLI 命令将立即升级符合条件的集群：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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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version 1.0.2.1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2.1 ^
--apply-immediately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这些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此，会出现从 20
到 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
有关升级引擎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疑虑，Amazon可
Support 过社区论坛和通过AmazonPremium Support.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2.1.R3 (2019-12-12)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修复了一个错误，该错误的表现为：即使使用 neptune_lab_mode 参数中的 ObjectIndex 值正确启用
了实验室模式 (p. 121)中的功能，也禁用 OSGP 索引。
• 修复了一个错误，该错误会影响在 .project().by() 步骤内带有 .fold() 的 Gremlin 查询。例如，它
导致以下查询返回不完整的结果：
g.V().project("a").by(valueMap().fold())

• 修复了 RDF 数据批量加载中的性能瓶颈。
• 修复了在启用流并在主服务器之前重新启动副本时导致副本崩溃的错误。
• 修复了实例上轮换的 SSL 证书在没有重新启动实例的情况下不会被选取的错误。

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版本 1.0.2.1.R3 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Grimlin 版本： 3.4.1
• SPARQL 版本： 1.1

升级到引擎版本 1.0.2.1.R3
您可以将任何以前的 Neptune 引擎版本手动升级到此版本。
但是，不支持自动更新到此版本。

升级到此版本
Amazon Neptune 1.0.2.1.R3 现已正式上市。
如果数据库集群运行的引擎版本有此版本的升级路径，则现在有资格进行升级。您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
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升级任何符合条件的集群。以下 CLI 命令将立即升级符合条件的集群：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API 版本 2020-12-18
794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发布: 1.0.2.1.R2 (2019-11-25)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2.1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2.1 ^
--apply-immediately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这些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此，会出现从 20
到 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
有关升级引擎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问，Amazon可
通过社区论坛和通过社区论坛联系 Support。AmazonPremium Support.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2.1.R2 (2019-11-25)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修复了影响所有具有非循环 by-traversals 和非 path() by-traversals 的 project().by() 查询的错误。

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版本 1.0.2.1.R2 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Grelin 版本： 3.4.1
• SPARQL 版本： 1.1

升级到引擎版本 1.0.2.1.R2 的路径
您可以将任何以前的 Neptune 引擎版本手动升级到此版本。
但是，不支持自动更新到此版本。

升级到此版本
Amazon Neptune 1.0.2.1.R2 现已正式上市。
如果数据库集群运行的引擎版本有此版本的升级路径，则现在有资格进行升级。您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
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升级任何符合条件的集群。以下 CLI 命令将立即升级符合条件的集群：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2.1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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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version 1.0.2.1 ^
--apply-immediately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操作需要在这些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此，会出现从
20 到 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
有关升级引擎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问，Amazon可
通过社区论坛和通过 Support 联系 SupportAmazonPremium Support.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2.0 (2019-11-08)
重要提示：此引擎版本现已弃用。
从 2020-05-19 开始，将不会创建使用此引擎版本的新实例。
此引擎版本现已被取代。版本 1.0.2.1 (p. 790)，其中包含此版本中的所有错误修复以及其他功能，例如全
文搜索集成、OSGP 索引支持和跨数据库快照集群副本。Amazon地区。
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起，Neptune 将自动将运行此引擎版本的任何集群升级到1.0.2.1 版本的最新补
丁 (p. 792)在下一维护时段内。您可以在此之前手动升级，如此处 (p. 790)所述。
如果您在升级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请通过与我们联系Amazon支持或者Amazon开发者论坛.

此版本的后续补丁版本
• 发布: 1.0.2.0.R3 (2020-05-05) (p. 797)
• 发布: 1.0.2.0.R2 (2019-11-21) (p. 798)

此引擎版本中的新增功能
除了维护更新之外，此版本还添加了新功能用于一次支持多个引擎版本（请参阅 Neptune 引擎更
新 (p. 737)）。
因此，引擎版本的编号发生了变化（请参阅 Neptune 引擎版本编号 (p. 738)）。

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 1.0.2.0 版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Gramlin 版本： 3.4.1
• SPARQL 版本： 1.1

升级到引擎版本 1.0.2.0 的路径
您可以将任何以前的 Neptune 引擎版本手动升级到此版本。
您不会自动升级到此版本。

升级到此版本
Amazon Neptune 1.0.2.0 现已正式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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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数据库集群运行的引擎版本有此版本的升级路径，则现在有资格进行升级。您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
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升级任何符合条件的集群。以下 CLI 命令将立即升级符合条件的集群：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2.0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2.0 ^
--apply-immediately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这些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此，会出现从 20
到 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
有关升级引擎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虑，Amazon可
Support 过社区论坛和通过AmazonPremium Support.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2.0.R3 (2020-05-05)
重要提示：此引擎版本现已弃用。
从 2020-05-19 开始，将不会创建使用此引擎版本的新实例。
此引擎版本现已被取代版本 1.0.2.1 (p. 790)，其中包含此版本中的所有错误修复以及其他功能，例如全文
搜索集成、OSGP 索引支持和跨数据库快照集群副本。Amazon地区。
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起，Neptune 将自动将运行此引擎版本的任何集群升级到1.0.2.1 版本的最新补
丁 (p. 792)在下一维护时段内。您可以在此之前手动升级，如此处 (p. 790)所述。
如果您在升级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请通过与我们联系Amazon支持或者Amazon开发者论坛.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修复了将 ConcurrentModificationConflictException 和 TransactionException 报告为一般
InternalFailureException 的错误。
• 修复了运行状况检查中导致服务器在启动期间频繁重新启动的错误。
• 修复了由于特定条件下提交顺序混乱导致数据在副本上不可见的错误。
• 修复了加载状态序列化中的一个错误，即加载由于缺少 Amazon S3 访问权限而失败。
• 解决了 Gremlin 会话中的资源泄漏问题。
• 修复了运行状况检查中的一个错误，该错误隐藏管理 IAM 身份验证的组件启动时的不正常状态。
• 修复了 Neptune 未能发送 WebSocket 关闭通道之前关闭帧。

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版本 1.0.2.0.R3 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Grelin 版本：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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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RQL 版本： 1.1

升级到引擎版本 1.0.2.0.0.R3
如果您正在运行引擎版本 1.0.2.0，您的集群将在下一个维护时段内自动升级到此补丁版本。
您可以将任何以前的 Neptune 引擎版本手动升级到此版本。

升级到此版本
Amazon Neptune 1.0.2.0.R3 现已正式上市。
如果数据库集群运行的引擎版本有此版本的升级路径，则现在有资格进行升级。您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
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升级任何符合条件的集群。以下 CLI 命令将立即升级符合条件的集群：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2.0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2.0 ^
--apply-immediately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这些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此，会出现从 20
到 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
有关升级引擎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问，Amazon可
Support 过社区论坛和通过AmazonPremium Support.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2.0.R2 (2019-11-21)
重要提示：此引擎版本现已弃用。
从 2020-05-19 开始，将不会创建使用此引擎版本的新实例。
此引擎版本现已被取代。版本 1.0.2.1 (p. 790)，其中包含此版本中的所有错误修复以及其他功能，例如全
文搜索集成、OSGP 索引支持和跨数据库快照集群副本。Amazon地区。
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起，Neptune 将自动将运行此引擎版本的任何集群升级到1.0.2.1 版本的最新补
丁 (p. 792)在下一维护时段内。您可以在此之前手动升级，如此处 (p. 790)所述。
如果您在升级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请通过与我们联系。Amazon支持或者Amazon开发者论坛.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改进了服务器上脏页面的缓存策略，使得服务器在进入内存不足状态时，FreeableMemory 可以更快地
进行恢复。
• 修正了服务器上在处理多个并发加载状态和/或启动加载请求时，可能会导致竞争条件和崩溃的错误。
API 版本 202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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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版本 1.0.2.0.R2 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Gramlin 版本： 3.4.1
• SPARQL 版本： 1.1

升级到引擎版本 1.0.2.0.R2 的路径
您可以将任何以前的 Neptune 引擎版本手动升级到此版本。
但是，不支持自动更新到此版本。

升级到此版本
Amazon Neptune 1.0.2.0.R2 现已正式上市。
如果数据库集群运行的引擎版本有此版本的升级路径，则现在有资格进行升级。您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
库集群群群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升级任何符合条件 以下 CLI 命令将立即升级符合条件的集群：
针对 Linux、OS X 或 Unix：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2.0 \
--apply-immediately

对于 Windows：
aws neptune modify-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your-neptune-cluster) ^
--engine-version 1.0.2.0 ^
--apply-immediately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这些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此，会出现从 20
到 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
有关升级引擎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eptune 引擎更新 (p. 737).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虑，请使用
Amazon可通过社区论坛和通过社区论坛联系 Support。AmazonPremium Support.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1.2 (2020-06-10)
重要提示：现已弃用此引擎版本
从 2021-04-27 开始，将不会创建使用此引擎版本的新实例。

此引擎版本中的改进
• Neptune 现在提出了IllegalArgumentException如果您尝试访问不存在的属性、顶点或边缘，请参
阅。此前，Neptune 提出了UnsupportedOperationException在这种情况下。
例如，如果您尝试添加引用不存在顶点的边缘，则现在将引发 IllegalArgumentEx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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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修复了在有两个 value->id 映射同时插入时字典和用户事务提交顺序混乱的错误。
• 修复了加载状态序列化中的一个错误。
• 修复了服务器启动延迟了实例创建的随机故障。
• 修复了游标泄漏。

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 1.0.1.2 版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Grelin 版本： 3.4.1
• SPARQL 版本： 1.1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1.1 (2020-06-26)
重要提示：此引擎版本现已弃用
从 2021-04-27 开始，将不会创建使用此引擎版本的新实例。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修复了一个导致在并发插入时提交乱序的错误。
• 修复了加载状态序列化中的一个错误。
• 修复了服务器启动延迟了实例创建的随机故障。
• 修复了内存泄漏问题。

此版本支持的查询语言版本
在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 1.0.1.1 版之前，请确保您的项目与以下查询语言版本兼容：
• Gremlin 版本： 3.3.2
• SPARQL 版本： 1.1

Amazon Neptune 引擎版本 1.0.1.0 (2019-07-02)
重要提示：引擎版本现已弃用
从 2021-04-27 开始，将不会创建使用此引擎版本的新实例。

2019 年 10 月 31 日 Amazon Neptune 引擎更新
版本：1.0.1.0.200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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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此引擎版本现已弃用
从 2021-04-27 开始，将不会创建使用此引擎版本的新实例。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修复了当客户端使用 traversal().withRemote(...)（换句话说，使用 GLV 字节码）连接到
Neptune 时，tree() 步骤的响应的序列化中的 Gremlin 错误。
此版本解决了以下问题：使用 traversal().withRemote(...) 连接到 Neptune 的客户端收到对包含
tree() 步骤的 Gremlin 查询的无效响应。
• 修复了 DELETE WHERE LIMIT 查询中的 SPARQL 错误，其中，由于竞争条件，查询终止过程将挂起，
从而导致查询超时。

Amazon Neptune 10-15
版本：1.0.1.0.200463.0

重要提示：此引擎版本现已弃用
从 2021-04-27 开始，将不会创建使用此引擎版本的新实例。

此引擎版本中的新增功能
• 添加了 Gremlin Explain/Profile 功能（请参阅 使用 Gremlin 分析 Neptune 查询执行情
况explain (p. 297)）。
• 添加了 Support 基于 Gremlin 脚本的会话 (p. 281)，以实现在单个事务中执行多个 Gremlin 遍历。
• 在 Neptune 中添加了对 SPARQL 联合查询扩展的支持（请参阅SPARQL 1.1 联合查询和在 Neptune 中使
用 SPARQL 联合查询SERVICE延期 (p. 411))。
• 添加了让您能够通过 HTTP URL 参数或通过 SPARQL queryId 查询提示将自己的 queryId 注入到
Gremlin 或 SPARQL 查询中的功能（请参阅 将自定义 ID 注入到 Neptune Gremlin 或 SPARQL 查询
中 (p. 119)）。
• 已将添加到实验室模式 (p. 121)Neptune 功能，让您能够试用即将发布但尚未准备好在生产环境中使用的
功能。
• 添加了即将发布的 Neptune 流 (p. 482) 功能，该功能可将对数据库所做的全部更改可靠地记录到流（保留
一周）中。该功能仅在实验室模式下可用。
• 更新了并发事务的形式语义（请参阅 Neptune 中的事务语义 (p. 103)）。该功能为并发提供了行业标准保
证。
默认情况下，将启用这些事务语义。在某些情况下，该功能可能会更改当前的加载行为和
降低加载性能。可以使用数据库集群 neptune_lab_mode 参数（通过在参数值中包含
ReadWriteConflictDetection=disabled）恢复为之前的语义。

此引擎版本中的改进
• 通过报告引擎使用的 TinkerPop 版本和 SPARQL 版本，改进了 实例状态 (p. 658) API。
• 改进了 Gremlin 子图运算符的性能。
• 改进了 Gremlin 响应序列化的性能。
• 改进了 Gremlin Union 步骤的性能。
• 缩短了简单 SPARQL 查询的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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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修复了将超时错误地作为内部故障返回的 Gremlin 错误。
• 修复了对部分变量集进行 ORDER BY 导致内部服务器错误的 SPARQL 错误。

2019-09-19 版 Amazon Neptune 引擎更新
重要提示：此引擎版本现已弃用
从 2021-04-27 开始，将不会创建使用此引擎版本的新实例。
版本：1.0.1.0.200457.0
Amazon Neptune 1.0.1.0.200457.0 正式上市。在该区域的引擎更新完成后，将使用 Neptune 1.0.200457.0
创建所有的新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包括从快照恢复的集群。
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立即将现有集群升级到此版本。您可以使用以下
CLI 命令升级数据库集群：
aws neptune apply-pending-maintenance-action \
--apply-action system-update \
--opt-in-type immediate \
--resource-identifier arn:aws:rds:<region>:<account number>:<resourcetype>:<name>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
此，会出现从 20 到 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您可以在查看或更改维护时段
设置。Neptune 控制台.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虑，AmazonSupport 过社区论坛和通过AmazonPremium Support.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通过删除联接谓词处理的性能改进，修复了之前引擎版本 (1.0.1.0.200369.0) 引入的 Gremlin 正确性问
题。
• 修复了导致使用 DISTINCT 的查询和将单个模式封装到 OPTIONAL 中会生成 InternalServerError
的 SPARQL 错误。

Amazon Neptune 引擎更新 2019-08-13
重要提示：此引擎版本现已弃用。
从 2021-04-27 开始，将不会创建使用此引擎版本的新实例。

此引擎版本中的新增功能
• 增加了OVERSUBSCRIBE选项到parallelism的参数Neptune 加载程序命令 (p. 232)，这会导致 Neptune
批量加载程序使用所有可用的线程和资源。

此引擎版本中的改进
• 改进了包含简单逻辑 OR 表达式的 SPARQL 筛选条件的性能。
API 版本 202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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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进了处理连接性谓词的 Gremlin 性能。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修复了阻止减去的 SPARQL 错误xsd:duration来自的xsd:date.
• 修复了导致在存在 UNION 时静态内联出现不完整结果的 SPARQL 错误。
• 修复了查询取消中的 SPARQL 错误。
• 修复了在类型提升期间导致溢出的 Gremlin 错误。
• 修复了 addE().from().to() 步骤中处理顶点元素的 Gremlin 错误。
• 修复了涉及在单基数插入中处理 NaN 双精度和浮点数的 Gremlin 错误（2019 年 7 月 26 日在引擎版本
1.0.1.0.200366.0 (p. 803) 中发布）。
• 修复了生成查询计划的错误（涉及基于属性的搜索）。

2019-07-26 Amazon Neptune 引擎更新 2019-07-26
版本：1.0.1.0.200366.0

重要提示：现已弃用引擎版本
从 2021-04-27 开始，将不会创建使用此引擎版本的新实例。

此引擎版本中的新增功能
• 已升级到 TinkerPop 3.4.1（请参阅 TinkerPop 升级信息和 TinkerPop 3.4.1 更改日志）。
对于 Neptune 客户而言，这些更改提供了新的功能和改进，例如：
• GraphBinary 现在可以以序列化格式提供。
• 在 TinkerPop Java 驱动程序中导致内存泄漏的保持活动错误已得到修复，因此不再需要解决方法。
但是，在少数情况下，它们可能会影响 Neptune 中现有的 Gremlin 代码。例如：
• valueMap() 现在会返回 Map<Object,Object> 而不是 Map<String,Object>。
• within() 步骤的不一致行为得到修复，因此它将与其他步骤保持一致。以前，类型必须匹配，比较才
能正常运行。现在，可以准确地比较不同类型的数量。例如，33 现在比较为等于 33L，之前不是这样。
• ReducingBarrierStep 中的错误得到修复，因此如果没有可用于输出的元素，它现在不返回任何
值。
• select() 范围的顺序已更改（顺序现在为 maps、side-effects、paths）。这会更改罕见查询的
结果，这些查询将 side-effects 和 select 与和 select 具有相同键名称的 side-effects 进行
组合。
• bulkSet() 现在是 GraphSON 协议的一部分。以 toBulkSet() 结尾的查询将不适用于较旧的客户
端。
• 从3.4 客户端删除了 Submit() 步骤的一个参数化。
TinkerPop 3.4 中引入的许多其他更改不会影响当前的 Neptune 行为。例如，Gremlinio()作为一个步骤
添加Traversal现已弃用Graph，但从来没有在 Neptune 启用过。
•
•
•
•
•

为 Gremlin 批量加载程序 (p. 219)增加了对单基数顶点属性的支持，用于加载属性图数据。
添加了一个选项，用于覆盖批量加载程序中单基数属性的现有值。
添加了检索 Gremlin 查询状态 (p. 279)和取消 Gremlin 查询 (p. 280)的功能。
为 SPARQL 查询超时添加了查询提示 (p. 385)。
添加了功能，用于在状态 API 中查看实例角色（请参阅实例状态 (p. 658)）。

• 添加了对数据库克隆的支持（请参阅 Neptune 中的数据库克隆 (p.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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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引擎版本中的改进
• 改进了 SPARQL 查询说明，用于显示来自 FROM 子句的图形变量。
• 改进了筛选条件、等于筛选条件、VALUES 子句和范围计数中的 SPARQL 性能。
• 改进了 Gremlin 步骤排序的性能。
• 改进了 Gremlin .repeat.dedup 遍历的性能。
• 改进了 Gremlin valueMap() 和 path().by() 遍历的性能。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修复了 SPARQL 属性路径的多个问题，包括对命名图形的操作。
• 修复了导致内存问题的 SPARQL CONSTRUCT 查询问题。
• 修复了 RDF Turtle 解析器和本地名称的问题。
• 修复了向用户显示的更正错误消息的问题。
• 修复了 Gremlin repeat()...drop() 遍历的问题。
• 修复了 Gremlin drop() 步骤的问题。
• 修复了 Gremlin 标签筛选的问题。
• 修复了 Gremlin 查询超时的问题。

Amazon Neptune 引擎更新 2019-07-02
重要提示：引擎版本现已弃用
从 2021-04-27 开始，将不会创建使用此引擎版本的新实例。

在此引擎版本中修复的缺陷
• 修复了一个错误，该错误会导致绑定了属性名称和值的特定模式不进行优化。

较早的 Neptune 引擎发布
主题
• Amazon Neptune 引擎更新 2019-06-12 (p. 804)
• Amazon Neptune 引擎更新 2019-05-01 (p. 805)
• 2019-01-21 Amazon Neptune 引擎更新 2019-01-21 (p. 806)
• 2018-11-19 版 Amazon Neptune 引擎更新 (p. 806)
• 2018-11-08 版 Amazon Neptune 引擎更新 (p. 807)
• 2018-10-29 版 Amazon Neptune 引擎更新 (p. 808)
• 2018-09-06 版 Amazon Neptune 引擎更新 (p. 809)
• 2018-07-24 版 Amazon Neptune 引擎更新 (p. 809)
• 2018-06-22 版 Amazon Neptune 引擎更新 (p. 810)

Amazon Neptune 引擎更新 2019-06-12
版本：1.0.1.0.200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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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Neptune 1.0.1.0.200310.0 正式上市。在该区域的引擎更新完成后，将使用 Neptune 1.0.200310.0
创建所有的新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包括从快照恢复的集群。
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立即将现有集群升级到此版本。您可以使用以下
CLI 命令立即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此版本：
aws neptune apply-pending-maintenance-action \
--apply-action system-update \
--opt-in-type immediate \
--resource-identifier arn:aws:rds:<region>:<account number>:<resourcetype>:<name>

在系统维护窗口期间，Neptune 数据库集群将自动升级到引擎版本 1.0.1.0.200310.0。应用更新的时间取决
于数据库集群的区域和维护时段设置以及更新的类型。

Note
实例维护时段不适用于引擎更新。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
此，会出现从 20-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您可以在查看或更改维护时段设
置Neptune 控制台.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虑，AmazonSupport 团队可通过社区论坛和通过AmazonPremium Support.

改进
• 修复了并发插入和删除边缘会导致多个边缘具有相同 ID 的错误。
• 其他少量修复和改进。

Amazon Neptune 引擎更新 2019-05-01
版本：1.0.1.0.200296.0
Amazon Neptune 1.0.1.0.200296.0 正式上市。在该区域的引擎更新完成后，将使用 Neptune 1.0.200296.0
创建所有的新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包括从快照恢复的集群。
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立即将现有集群升级到此版本。您可以使用以下
CLI 命令立即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此版本：
aws neptune apply-pending-maintenance-action \
--apply-action system-update \
--opt-in-type immediate \
--resource-identifier arn:aws:rds:<region>:<account number>:<resourcetype>:<name>

在系统维护窗口期间，Neptune 数据库集群将自动升级到引擎版本 1.0.1.0.200296.0。应用更新的时间取决
于数据库集群的区域和维护时段设置以及更新的类型。

Note
实例维护时段不适用于引擎更新。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
此，会出现从 20 到 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您可以在查看或更改维护时段
设置Neptune 控制台.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问，请使用Amazon可通过社区论坛和通过社区论坛联系 Support 团
队AmazonPremium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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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
• 增加了新的explainNeptune SPARQL 查询功能，可帮助您可视化查询计划并采取优化计划的步骤（如有
必要）。有关信息，请参阅 SPARQLexplain (p. 391)。
• 以多种方式改进了 SPARQL 性能和报告。
• 以多种方式改进了 Gremlin 性能和行为。
• 改进了长时间运行的 drop( ) 查询的超时。
• 改进了 otherV( ) 查询的性能。
• 向您在查询数据库集群或实例的 Neptune 运行状况时返回的信息增加了两个字段，即引擎版本号和集群或
实例启动时间。请参阅实例状态 (p. 658)。
• Neptune 加载程序Get-StatusAPI 现在返回startTime记录加载作业开始时间的字段。
• 加载程序命令现在采用可选的 parallelism 参数，让您可以限制加载程序使用的线程数。

2019-01-21 Amazon Neptune 引擎更新 2019-01-21
版本：1.0.1.0.200267.0
Amazon Neptune 1.0.1.0.200267.0 正式上市。在该区域的引擎更新完成后，将使用 Neptune 1.0.200267.0
创建所有的新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包括从快照恢复的集群。
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立即将现有集群升级到此版本。您可以使用以下
CLI 命令立即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此版本：
aws neptune apply-pending-maintenance-action \
--apply-action system-update \
--opt-in-type immediate \
--resource-identifier arn:aws:rds:<region>:<account number>:<resourcetype>:<name>

在系统维护窗口期间，Neptune 数据库集群将自动升级到引擎版本 1.0.1.0.200267.0。应用更新的时间取决
于数据库集群的区域和维护时段设置以及更新的类型。

Note
实例维护时段不适用于引擎更新。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
此，会出现从 20 到 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您可以在查看或更改维护时段
设置Neptune 控制台.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问，Amazon可通过社区论坛和通过联系 SupportAmazonPremium Support.

改进
• Neptune 等待任何冲突得到解决的时间较长（在指定的查询超时内）。这减少了需要由客户端处理的并行
修改异常的数量（请参阅查询错误 (p. 729)）。
• 修复了实施 Gremlin 基数有时导致引擎重新启动的问题。
• 改进了 Gremlin 对于emit.times 重复查询的性能。
• 修复了一个 Gremlin 问题，其中，repeat.until 允许应已被筛选出来的 .emit 解决方案。
• 改进了 Gremlin 中的错误处理。

2018-11-19 版 Amazon Neptune 引擎更新
版本：1.0.1.0.200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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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Neptune 1.0.1.0.200264.0 正式上市。在该区域的引擎更新完成后，将使用 Neptune 1.0.200264.0
创建所有的新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包括从快照恢复的集群。
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立即将现有集群升级到此版本。您可以使用以下
CLI 命令将数据库集群立即升级到此版本：
aws neptune apply-pending-maintenance-action \
--apply-action system-update \
--opt-in-type immediate \
--resource-identifier arn:aws:rds:<region>:<account number>:<resourcetype>:<name>

在系统维护窗口期间，Neptune 数据库集群将自动升级到引擎版本 1.0.1.0.200264.0。应用更新的时间取决
于数据库集群的区域和维护时段设置以及更新的类型。

Note
实例维护时段不适用于引擎更新。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
此，会出现从 20 到 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您可以在查看或更改维护时段
设置。Neptune 控制台.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虑，Amazon可 Support 过社区论坛和通过AmazonPremium Support.

改进
• 添加了对 the section called “查询提示” (p. 274) 的支持。
• 改进了 IAM 身份验证的错误消息。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IAM 错误” (p. 732)。
• 改进了具有大量谓词的 SPARQL 查询性能。
• 改进了 SPARQL 属性路径性能。
• 改进了在与 addV()、addE() 和 property() 步骤一起使用时条件更改的 Gremlin 性能，如
fold().coalesce(unfold(), …) 模式。
• 改进了 by() 和 sack() 调制的 Gremlin 性能。
• 改进了 group() 和 groupCount() 步骤的 Gremlin 性能。
• 改进了 store()、sideEffect() 和 cap().unfold()步骤的 Gremlin 性能。
• 改进了对 Gremlin 单一基数属性约束的支持。
• 改进了对标记为单一基数属性的边缘属性和顶点属性的单一基数实施。
• 引入了在 Neptune 负载任务期间为现有边缘属性指定其他属性值时出现的错误。

2018-11-08 版 Amazon Neptune 引擎更新
版本：1.0.1.0.200258.0
Amazon Neptune 1.0.1.0.200258.0 正式上市。在该区域的引擎更新完成后，将使用 Neptune 1.0.200258.0
创建所有的新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包括从快照恢复的集群。
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立即将现有集群升级到此版本。您可以使用以下
CLI 命令立即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此版本：
aws neptune apply-pending-maintenance-action \
--apply-action system-update \
--opt-in-type immediate \
--resource-identifier arn:aws:rds:<region>:<account number>:<resourcetyp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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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维护窗口期间，Neptune 数据库集群将自动升级到引擎版本 1.0.1.0.200258.0。应用更新的时间取决
于数据库集群的区域和维护时段设置以及更新的类型。

Note
实例维护时段不适用于引擎更新。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
此，会出现从 20 到 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您可以在查看或更改维护时段
设置Neptune 控制台.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问，Amazon可 Support 过社区论坛和通过AmazonPremium Support.

改进
• 添加了对 SPARQL 查询提示 (p. 379) 的支持。
• 改进了 SPARQL FILTER (NOT) Exists 查询的性能。
• 改进了 SPARQL DESCRIBE 查询的性能。
• 改进了 Gremlin 中重复直至模式的性能。
• 改进了在 Gremlin 中添加边缘的性能。
• 修复了导致 SPARQL Update DELETE 查询在某些情况下失败的问题。
• 修复了使用 Gremlin WebSocket 服务器处理超时的问题。

2018-10-29 版 Amazon Neptune 引擎更新
版本：1.0.1.0.200255.0
Amazon Neptune 1.0.1.0.200255.0 正式上市。在该区域的引擎更新完成后，将使用 Neptune 1.200255.0 创
建所有的新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包括从快照恢复的集群。
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立即将现有集群升级到此版本。您可以使用以下
CLI 命令立即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此版本：
aws neptune apply-pending-maintenance-action \
--apply-action system-update \
--opt-in-type immediate \
--resource-identifier arn:aws:rds:<region>:<account number>:<resourcetype>:<name>

在系统维护窗口期间，Neptune 数据库集群将自动升级到引擎版本 1.0.1.0.200255.0。应用更新的时间取决
于数据库集群的区域和维护时段设置以及更新的类型。

Note
实例维护时段不适用于引擎更新。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
此，会出现从 20 到 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您可以通过查看或更改维护时
段设置Neptune 控制台.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虑，Amazon可 Support 过社区论坛和通过AmazonPremium Support.

改进
• 已将 IAM 身份验证信息添加到审计日志中。
• 添加了对使用 IAM 角色和实例配置文件的临时凭证的支持。
• 增加了 WebSocket 在撤消权限或删除 IAM 用户或角色时，会终止 IAM 身份验证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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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的最大数量 WebSocket 每实例的连接数为 60000。
• 改进了更小实例类型的批量负载性能。
• 改进了在 Gremlin 中包含 and()、or()、not()、drop() 运算符的查询的性能。
• NTriples 解析程序当前拒绝无效的 URI（如包含空格的 URI）。

2018-09-06 版 Amazon Neptune 引擎更新
版本：1.0.1.0.200237.0
Amazon Neptune 1.0.1.0.200237.0 正式上市。在该区域的引擎更新完成后，将使用 Neptune 1.0.200237.0
创建所有的新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包括从快照恢复的集群。
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立即将现有集群升级到此版本。您可以使用以下
CLI 命令立即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此版：
aws neptune apply-pending-maintenance-action \
--apply-action system-update \
--opt-in-type immediate \
--resource-identifier arn:aws:rds:<region>:<account number>:<resourcetype>:<name>

在系统维护窗口期间，Neptune 数据库集群将自动升级到引擎版本 1.0.1.0.200237.0。应用更新的时间取决
于数据库集群的区域和维护时段设置以及更新的类型。

Note
实例维护时段不适用于引擎更新。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
此，会出现从 20 到 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您可以在查看或更改维护时段
设置。Neptune 控制台.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问，Amazon可 Support 过社区论坛和通过AmazonPremium Support.

改进
• 修复了某些 SPARQL COUNT(DISTINCT) 查询失败的问题。
• 修复了带有 DISTINCT 子句的 COUNT、SUM、MIN 查询内存不足的问题。
• 修复了 BLOB 类型数据将导致 Neptune 加载程序作业失败的问题。
• 修复了重复插入会导致事务故障的问题。
• 修复了 DROP ALL 查询无法取消的问题。
• 修复了 Gremlin 客户端可能会间歇性挂起的问题。
• 将负载超过 150M 的所有错误代码更新为了 HTTP 400。
• 改进了单三元组模式 COUNT() 查询的性能和准确性。
• 改进了带有 BIND 子句的 SPARQL UNION 查询的性能。

2018-07-24 版 Amazon Neptune 引擎更新
版本：1.0.1.0.200236.0
Amazon Neptune 1.0.1.0.200236.0 正式上市。在该区域的引擎更新完成后，将使用 Neptune 1.0.200236.0
创建所有的新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包括从快照恢复的集群。
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立即将现有集群升级到此版本。您可以使用以下
CLI 命令立即将数据库集群升级到此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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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neptune apply-pending-maintenance-action \
--apply-action system-update \
--opt-in-type immediate \
--resource-identifier arn:aws:rds:<region>:<account number>:<resourcetype>:<name>

在系统维护窗口期间，Neptune 数据库集群将自动升级到引擎版本 1.0.1.0.200236.0。应用更新的时间取决
于数据库集群的区域和维护时段设置以及更新的类型。

Note
实例维护时段不适用于引擎更新。
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
此，会出现从 20 到 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您可以在查看或更改维护时段
设置Neptune 控制台.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问，Amazon可 Support 过社区论坛和通过AmazonPremium Support.

改进
• 更新了 xsd:string 数据类型的 SPARQL 序列化。xsd:string 不再包含在 JSON 序列化中，JSON 序列
化现在与其他输出格式一致。
• 修复了 xsd:double/xsd:float 无穷的处理。-INF、NaN 和 INF 值现在可正确识别，并在所有
SPARQL 数据加载器格式、SPARQL 1.1 UPDATE 和 SPARQL 1.1 Query 中进行处理。
• 修复了具有空字符串值的 Gremlin 查询意外失败的问题。
• 修复了空图表上的 Gremlin aggregate() 和 cap() 意外失败的问题。
• 修复了在基数规范无效时为 Gremlin 返回了不正确的错误响应的问题，例如 .property(set,id,'10')
和 .property(single,id,'10')。
• 修复了作为 InternalFailureException 返回了无效的 Gremlin 语法的问题。
• 将错误消息中 TimeLimitExceeededException 的拼写修复为 TimeLimitExceededException。
• 更改了 SPARQL 和 GREMLIN 终端节点在未提供任何脚本时以一致方式进行响应。
• 阐明了过多并发请求的错误消息。

2018-06-22 版 Amazon Neptune 引擎更新
版本：1.0.1.0.200233.0
Amazon Neptune 1.0.1.0.200233.0 正式上市。在该区域的引擎更新完成后，将使用 Neptune 1.0.200233.0
创建所有的新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包括从快照恢复的集群。
可以使用控制台上的数据库集群操作或者使用开发工具包来立即将现有集群升级到此版本。您可以使用以下
CLI 命令将数据库集群立即升级到此版数据库集群：
aws neptune apply-pending-maintenance-action \
--apply-action system-update \
--opt-in-type immediate \
--resource-identifier arn:aws:rds:<region>:<account number>:<resourcetype>:<name>

在系统维护窗口期间，Neptune 数据库集群将自动升级到引擎版本 1.0.1.0.200233.0。应用更新的时间取决
于数据库集群的区域和维护时段设置以及更新的类型。

Note
实例维护时段不适用于引擎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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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将同时应用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更新需要在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上重新启动数据库，因
此，会出现从 20 到 30 秒到几分钟的停机，之后您可以继续使用数据库集群。您可以在查看或更改维护时段
设置Neptune 控制台.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问，Amazon可通过社区论坛和通过联系 SupportAmazonPremium Support.

改进
• 修复了快速连续发布大量批量加载请求导致出错的问题。
• 修复了与数据相关的查询可能会失败并出现 InternalServerError 的问题。以下示例显示受影响的查询类
型。
g.V("my-id123").as("start").outE("knows").has("edgePropertyKey1",
P.gt(0)).as("myedge").inV()
.as("end").select("start", "end", "myedge").by("vertexPropertyKey1")
.by("vertexPropertyKey1").by("edgePropertyKey1")

• 修复了在长时间运行的查询超时之后，Gremlin Java 客户端无法使用相同的 WebSocket 连接来连接到服
务器的问题。
• 修复了无法正确处理以下情况的问题：使用 HTTP 的 Gremlin 查询中包含的转义序列；或者使用
WebSocket 连接的基于字符串的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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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Neptune 集群、实例和资源
管理 API 参考
本章介绍了您可用于管理和维护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 Neptune API。
Neptune 在以复制拓扑形式连接的数据库服务器的集群上运行。-因此，管理 Neptune 通常涉及将更改部署
到多个服务器以及确保所有 Neptune 副本与主服务器保持同步。
由于 Neptune 会随着数据增加透明地扩展底层存储，因此管理 Neptune 需要相对较少的磁盘存储管理。同
样，由于 Neptune 自动执行持续备份，因此 Neptune 集群无需广泛的规划或用于执行备份的停机时间。
目录
• Neptune 数据库集群 API (p. 816)
• DBCluster（结构） (p. 817)
• DBClusterMember （结构） (p. 820)
• DBClusterRole （结构） (p. 820)
• ClusterPendingModifiedValues （结构） (p. 820)
• CreateDBCluster（操作） (p. 820)
• DeleteDBCluster（操作） (p. 827)
• ModifyDBCluster（操作） (p. 831)
• StartDBCluster（操作） (p. 837)
• StopDBCluster（操作） (p. 841)
• AddRoleToDBCluster（操作） (p. 845)
• RemoveRoleFromDBCluster（操作） (p. 846)
• FailoverDBCluster（操作） (p. 846)
• PromoteReadReplicaDBCluster（操作） (p. 850)
• DescribeDBClusters（操作） (p. 854)
• Neptune 全局数据库 API (p. 855)
• GlobalCluster （结构） (p. 855)
• CreateGlobalCluster （动作） (p. 856)
• DeleteGlobalCluster （动作） (p. 858)
• ModifyGlobalCluster （动作） (p. 859)
• DescribeGlobalClusters （动作） (p. 861)
• FailoverGlobalCluster （动作） (p. 862)
• RemoveFromGlobalCluster （动作） (p. 864)
• Neptune 实例 API (p. 865)
• DBInstance（结构） (p. 865)
•
•
•
•
•

DBInstanceStatusInfo （结构） (p. 868)
OrderabledBInstanceOption （结构） (p. 869)
ValidDBInstanceModificationsMessage （结构） (p. 870)
CreateDBInstance（操作） (p. 870)
DeleteDBInstance（操作） (p. 879)

• ModifyDBInstance（操作） (p. 883)
• RebootDBInstance（操作） (p. 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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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beDBInstances（操作） (p. 895)
• DescribeOrderableDBInstanceOptions （动作） (p. 897)
• DescribeValidDBInstanceModifications （动作） (p. 898)
• Neptune 参数 API (p. 898)
• 参数（结构） (p. 899)
• DBParameterGroup（结构） (p. 899)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结构） (p. 900)
• DBParameterGroupStatus（结构） (p. 900)
• CopyDBParameterGroup（操作） (p. 901)
• CopyDBClusterParameterGroup（操作） (p. 902)
• CreateDBParameterGroup（操作） (p. 903)
• CreateDBClusterParameterGroup（操作） (p. 905)
• DeleteDBParameterGroup（操作） (p. 906)
• DeleteDBClusterParameterGroup（操作） (p. 907)
• ModifyDBParameterGroup（操作） (p. 907)
• ModifyDBClusterParameterGroup（操作） (p. 908)
• ResetDBParameterGroup（操作） (p. 909)
• ResetDBClusterParameterGroup（操作） (p. 910)
• DescribeDBParameters（操作） (p. 911)
• DescribeDBParameterGroups（操作） (p. 912)
• 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s（操作） (p. 913)
• 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Groups（操作） (p. 914)
• DescribeEngineDefaultParameters（操作） (p. 914)
• DescribeEngineDefaultClusterParameters（操作） (p. 915)
• Neptune 子网 API (p. 916)
• 子网（结构） (p. 916)
• DBSubnetGroup（结构） (p. 917)
• CreateDBSubnetGroup（操作） (p. 917)
• DeleteDBSubnetGroup（操作） (p. 919)
• ModifyDBSubnetGroup（操作） (p. 919)
• DescribeDBSubnetGroups（操作） (p. 920)
• Neptune 快照 API (p. 921)
• DBClusterSnapshot（结构） (p. 922)
• 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结构） (p. 923)
• 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sResult（结构） (p. 924)
• CreateDBClusterSnapshot（操作） (p. 924)
• DeleteDBClusterSnapshot（操作） (p. 926)
• CopyDBClusterSnapshot（操作） (p. 928)
• Modify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操作） (p. 931)
• RestoreDBClusterFromSnapshot（操作） (p. 932)
• RestoreDBClusterToPointInTime（操作） (p. 938)
• DescribeDBClusterSnapshots（操作） (p. 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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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ptune 事件 API (p. 947)
• Event（结构） (p. 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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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tCategoriesMap（结构） (p. 947)
• EventSubscription（结构） (p. 948)
• CreateEventSubscription（操作） (p. 949)
• DeleteEventSubscription（操作） (p. 951)
• ModifyEventSubscription（操作） (p. 952)
• DescribeEventSubscriptions（操作） (p. 954)
• AddSourceIdentifierToSubscription（操作） (p. 955)
• RemoveSourceIdentifierFromSubscription（操作） (p. 956)
• DescribeEvents（操作） (p. 957)
• DescribeEventCategories（操作） (p. 959)
• 其他 Neptune API (p. 959)
• CloudwatchLogsExportConfiguration （结构） (p. 960)
• DBEngineVersion （结构） (p. 960)
• EngineDefaults （结构） (p. 961)
• PendingMaintenanceAction （结构） (p. 961)
• PendingModifiedValues （结构） (p. 962)
• PendingCloudwatchLogsExports （结构） (p. 963)
• ResourcePendingMaintenanceActions （结构） (p. 963)
• UpgradeTarget （结构） (p. 963)
• Tag（结构） (p. 964)
• AddTagsToResource （动作） (p. 964)
• ListTagsForResource （动作） (p. 964)
• RemoveTagsFromResource （动作） (p. 965)
• ApplyPendingMaintenanceAction （动作） (p. 966)
• DescribePendingMaintenanceActions （动作） (p. 966)
• describedBEngineVersions （动作） (p. 967)
• 常见的 Neptune 数据类型 (p. 969)
• AvailabilityZone（结构） (p. 969)
• DBSecurityGroupMembership（结构） (p. 969)
• DomainMembership（结构） (p. 969)
• DoubleRange（结构） (p. 970)
• Endpoint（结构） (p. 970)
• Filter（结构） (p. 970)
• Range（结构） (p. 971)
• Timezone（结构） (p. 971)
• VpcSecurityGroupMembership（结构） (p. 971)
• 个别 API 特定的 Neptune 例外 (p. 971)
• AuthorizationAlreadyExistsFault （结构） (p. 973)
• AuthorizationNotFoundFault （结构） (p. 973)
• AuthorizationQuotaExceededFault （结构） (p. 974)
• CertificateNotFoundFault （结构） (p. 974)
• DBClusterAlreadyExistsFault （结构） (p. 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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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ClusterRoleAlreadyExistsFault （结构） (p. 975)
• DBClusterRoleNotFoundFault （结构） (p. 975)
• DBClusterRoleQuotaExceededFault （结构） (p. 975)
• DBClusterSnapshotAlreadyExistsFault （结构） (p. 976)
• DBClusterSnapshotNotFoundFault （结构） (p. 976)
• DBInstanceAlreadyExistsFault （结构） (p. 976)
• DBInstanceNotFoundFault （结构） (p. 976)
• DBLogFileNotFoundFault （结构） (p. 976)
• DBParameterGroupAlreadyExistsFault （结构） (p. 977)
• DBParameterGroupNotFoundFault （结构） (p. 977)
• DBParameterGroupQuotaExceededFault （结构） (p. 977)
• DBSecurityGroupAlreadyExistsFault （结构） (p. 977)
• DBSecurityGroupNotFoundFault （结构） (p. 978)
• DBSecurityGroupNotSupportedFault （结构） (p. 978)
• DBSecurityGroupQuotaExceededFault （结构） (p. 978)
• DBSnapshotAlreadyExistsFault （结构） (p. 978)
• DBSnapshotNotFoundFault （结构） (p. 978)
• DBSubnetGroupAlreadyExistsFault （结构） (p. 979)
• DBSubnetGroupDoesNotCoverEnough可用区（结构） (p. 979)
• DBSubnetGroupNotAllowedFault （结构） (p. 979)
• DBSubnetGroupNotFoundFault （结构） (p. 979)
• DBSubnetGroupQuotaExceededFault （结构） (p. 980)
• DBSubnetQuotaExceededFault （结构） (p. 980)
• DBUpgradeDependencyFailureFault （结构） (p. 980)
• DomainNotFoundFault （结构） (p. 980)
• EventSubscriptionQuotaExceededFault （结构） (p. 980)
• GlobalClusterAlreadyExistsFault （结构） (p. 981)
• GlobalClusterNotFoundFault （结构） (p. 981)
• GlobalClusterQuotaExceededFault （结构） (p. 981)
• InstanceQuotaExceededFault （结构） (p. 981)
• 不足 DBClusterCapacityFault （结构） (p. 982)
• 不足 DBInstanceCapacityFault （结构） (p. 982)
• InsufficientStorageClusterCapacityFault （结构） (p. 982)
• 无效数据库ClusterEndpointStateFault （结构） (p. 982)
• 无效数据库ClusterSnapshotStateFault （结构） (p. 982)
• 无效数据库ClusterStateFault （结构） (p. 983)
• 无效数据库InstanceStateFault （结构） (p. 983)
• 无效数据库ParameterGroupStateFault （结构） (p. 983)
• 无效数据库SecurityGroupStateFault （结构） (p. 983)
• 无效数据库SnapshotStateFault （结构） (p. 984)
• 无效数据库SubnetGroupFault （结构） (p. 984)
• 无效数据库SubnetGroupStateFault （结构） (p. 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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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alidOptionGroupStateFault （结构） (p. 985)
• InvalidRestoreFault （结构） (p. 985)
• InvalidSubnet （结构） (p. 985)
• VPC 无效NetworkStateFault （结构） (p. 986)
• 自杀KeyNotAccessibleFault （结构） (p. 986)
• OptionGroupNotFoundFault （结构） (p. 986)
• PointInTimeRestoreNotEnabledFault （结构） (p. 986)
• ProvisionedIopsNotAvailableInAzFault（结构） (p. 986)
• ResourceNotFoundFault （结构） (p. 987)
• SNSInvalidTopicFault （结构） (p. 987)
• SNSNoAuthorizationFault （结构） (p. 987)
• SNSTopicArnNotFoundFault （结构） (p. 987)
• SharedSnapshotQuotaExceededFault （结构） (p. 988)
• SnapshotQuotaExceededFault （结构） (p. 988)
• SourceNotFoundFault （结构） (p. 988)
• StorageQuotaExceededFault （结构） (p. 988)
• StorageTypeNotSupportedFault （结构） (p. 988)
• SubnetAlreadyInUse （结构） (p. 989)
• SubscriptionAlreadyExistFault （结构） (p. 989)
• SubscriptionCategoryNotFoundFault （结构） (p. 989)
• SubscriptionNotFoundFault （结构） (p. 989)

Neptune 数据库集群 API
结构：
• DBCluster（结构） (p. 817)
• DBClusterMember （结构） (p. 820)
• DBClusterRole （结构） (p. 820)
• ClusterPendingModifiedValues （结构） (p. 820)
操作:
• CreateDBCluster（操作） (p. 820)
• DeleteDBCluster（操作） (p. 827)
• ModifyDBCluster（操作） (p. 831)
• StartDBCluster（操作） (p. 837)
• StopDBCluster（操作） (p. 841)
• AddRoleToDBCluster（操作） (p. 845)
• RemoveRoleFromDBCluster（操作） (p. 846)
• FailoverDBCluster（操作） (p. 846)
• PromoteReadReplicaDBCluster（操作） (p. 850)
• DescribeDBClusters（操作） (p. 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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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Cluster（结构）
包含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详细信息。
此数据类型用作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DBClusters” (p. 854) 操作中的响应元素。

字段
• AllocatedStorage – 数字 (integer)。
AllocatedStorage 始终返回 1，因为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存储大小不固定，而是会根据需要自动调
整。
• AssociatedRoles— 数组DBClusterRole (p. 820)DBClusterRole 对象。
提供与数据库集群关联的 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角色的列表。与数据库集群
关联的 IAM 角色授予数据库集群代表您访问其他 Amazon 服务的权限。
• AutomaticRestartTime – 时间戳。
数据库集群将自动重启的时间。
• AvailabilityZones— 数组 AvailabilityZone— UTF-8 字符串。
提供可在其上创建数据库集群中实例的 EC2 可用区的列表。
• BacktrackConsumedChangeRecords – 数字（长型）。
不受 Neptune 支持。
• BacktrackWindow – 数字（长型）。
不受 Neptune 支持。
• BackupRetentionPeriod – 数字 (integer)。
指定自动数据库快照的保留天数。
• Capacity – 数字 (integer)。
不受 Neptune 支持。
• CloneGroupId – UTF-8 字符串。
标识数据库集群与之关联的克隆组。
• ClusterCreateTime – 时间戳。
指定创建数据库集群的时间，采用通用协调时间 (UTC)。
• CopyTagsToSnapshot – 布尔值。
如果设置为true，标签将被复制到所创建的数据库集群的任何快照中。
• CrossAccountClone – 布尔值。
如果设置为true，则可以跨账户克隆数据库集群。
• DatabaseName – UTF-8 字符串。
包含此数据库集群在创建时提供的初始数据库的名称（如果在创建数据库集群时指定了初始数据库）。在
数据库集群的使用期间会始终返回同一名称。
• DBClusterArn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DBCluster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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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用户提供的数据库集群标识符。此标识符是识别数据库集群的唯一键。
• DBClusterMembers— 数组DBClusterMember (p. 820)DBClusterMember 对象。
提供组成数据库集群的实例的列表。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 – UTF-8 字符串。
指定数据库集群的数据库集群参数组名称。
• DbClusterResourceId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在 Amazon 区域中唯一的不可变的不可变的标识符。此标识符可在亚马逊找到 CloudTrail 每次
访问数据库集群的 Amazon KMS 密钥时，记录条目。
• DBSubnetGroup – UTF-8 字符串。
指定与数据库集群关联的子网组的信息，包括名称、描述和子网组中的子网。
• DeletionProtection – 布尔值。
指示数据库集群是否已启用删除保护。在启用删除保护时，无法删除数据库。
• EarliestBacktrackTime – 时间戳。
不受 Neptune 支持。
• EarliestRestorableTime – 时间戳。
指定数据库可以使用数据库还原的最早还原时间 point-in-time还原。
• EnabledCloudwatchLogsExports – UTF-8 字符串数组。
此数据库集群配置为导出到 CloudWatch日志。
• Endpoint – UTF-8 字符串。
指定数据库集群的主实例的连接终端节点。
• Engine – UTF-8 字符串。
提供要用于此数据库集群的数据库引擎的名称。
• EngineVersion – UTF-8 字符串。
指示数据库引擎版本。
• HostedZoneId – UTF-8 字符串。
指定在您创建托管区域时 Amazon Route 53 分配的 ID。
• 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Enabled – 布尔值。
如果启用了 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账户与数据库账户之间的映射，则为
true；否则为 false。
• KmsKeyId – UTF-8 字符串。
如果 StorageEncrypted 为 true，则为加密数据库集群的 Amazon KMS 密钥标识符。
• LatestRestorableTime – 时间戳。
指定数据库可以使用数据库可以使用数据库可以使用数据库可以使用数据库还原的最新还原时间 point-intime还原。
• MultiAZ – 布尔值。
指定数据库集群是否在多个可用区中有实例。
• PendingModifiedValues – 一个 ClusterPendingModifiedValues (p. 820)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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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 Neptune 支持。
• PercentProgress – UTF-8 字符串。
指定操作的进度百分比。
• Port – 数字 (integer)。
指定数据库引擎侦听的端口。
• PreferredBackupWindow – UTF-8 字符串。
指定在启用自动备份时，自动执行备份的日常时间范围，如 BackupRetentionPeriod 所规定。
• PreferredMaintenanceWindow – UTF-8 字符串。
指定可进行系统维护的每周时间范围（采用通用协调时间 (UTC)）。
• ReaderEndpoint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的读取器终端节点。数据库集群的读取器终端节点跨数据库集群中可用的只读副本，实现连接
的负载均衡。当客户端请求与读取器终端节点的新连接时，Neptune 将在数据库集群中的只读副本之间分
配连接请求。该功能可帮助跨数据库集群中的多个只读副本平衡读取工作负载。
如果发生了故障转移并且连接到的只读副本将提升到主实例，则将删除您的连接。要继续向集群中的其他
只读副本发送读取工作负载，您可以随后重新连接到读取器终端节点。
• ReadReplicaIdentifiers— 数组 ReadReplicaIdentifier— UTF-8 字符串。
包含一个或多个与此数据库集群关联的只读副本的标识符。
• ReplicationSource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不受 Neptune 支持。
• ReplicationType – UTF-8 字符串。
不受 Neptune 支持。
• Status – UTF-8 字符串。
指定此数据库集群的当前状态。
• StorageEncrypted – 布尔值。
指定数据库集群是否已加密。
• VpcSecurityGroups – VpcSecurityGroupMembership (p. 971) VpcSecurityGroupMembership 对象的数
组。
提供数据库集群所属的 VPC 安全组的列表。
DBCluster 用作下列对象的响应元素：
• CreateDBCluster (p. 820)
• DeleteDBCluster (p. 827)
• FailoverDBCluster (p. 846)
• ModifyDBCluster (p. 831)
• PromoteReadReplicaDBCluster (p. 850)
• RestoreDBClusterFromSnapshot (p. 932)
• RestoreDBClusterToPointInTime (p. 938)
• StartDBCluster (p. 837)
• StopDBCluster (p. 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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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ClusterMember （结构）
包含有关属于数据库集群的实例的信息。

字段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Status – UTF-8 字符串。
指定数据库集群的此成员的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状态。
• DBInstance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指定数据库集群的此成员的实例标识符。
• IsClusterWriter – 布尔值。
如果集群成员是数据库集群的主实例，值为 true，否则为 false。
• PromotionTier – 数字 (integer)。
该值指定在现有主实例发生故障后将只读副本提升为主实例的顺序。

DBClusterRole （结构）
描述与数据库集群关联的 Amazon Identity and Acccess Management (IAM) 角色。

字段
• FeatureName – UTF-8 字符串。
与 Amazon Id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角色关联的功能的数据库的 有关支持的功能名称的
列表，请参阅describedBEngineVersions.
• RoleArn – UTF-8 字符串。
与数据库集群关联的 IAM 角色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Status – UTF-8 字符串。
描述 IAM 角色与数据库集群之间关联的状态。Status 属性返回以下值之一：
• ACTIVE-该 IAM 角色 ARN 已与数据库集群关联，可用于代表您访问其他 Amazon 服务。
• PENDING - 与数据库集群关联的 IAM 角色 ARN。
• INVALID-该 IAM 角色 ARN 已与数据库集群关联，但数据库集群无法代入 IAM 角色以代表您访问其他
Amazon 服务。

ClusterPendingModifiedValues （结构）
定义数据库集群的待处理更改。

字段
• PendingCloudwatchLogsExports – 一个 PendingCloudwatchLogsExports (p. 963) 对象。
该PendingCloudwatchLogsExports结构指定待处理的更改 CloudWatch 已启用和禁用哪些日志。

CreateDBCluster（操作）
此 API 的Amazon CLI 名称为：create-db-cluster，而 Python 的名字是：create_db_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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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新的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
您可以使用 ReplicationSourceIdentifier 参数创建数据库集群，作为其他数据库集群或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只读副本。
请注意，当您直接使用 CreateDBCluster 创建新的集群时，默认情况下会禁用删除保护（在控制台中创
建新的生产集群时，默认情况下会启用删除保护）。仅在数据库集群的 DeletionProtection 字段设置为
false 时，才能删除数据库集群。
请求
• AvailabilityZones（在 CLI 中：--availability-zones，或者在 Python
中：availability_zones） — 数组 AvailabilityZone— UTF-8 字符串。
可在其中创建数据库集群的实例的 EC2 可用区列表。
• BackupRetentionPeriod（在 CLI 中：--backup-retention-period，或者在 Python
中：backup_retention_period） – 数字 (integer)。
自动备份的保留天数。您必须指定最小值 1。
默认值：1
约束：
• 值必须介于 1 到 35 之间
• CopyTagsToSnapshot（在 CLI 中：--copy-tags-to-snapshot，或者在 Python
中：copy_tags_to_snapshot） – Boolean.
如果设置为true，标签将被复制到所创建的数据库集群的任何快照中。
• DatabaseName（在 CLI 中：--database-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atabase_name） – UTF-8 字
符串。
数据库的名称，最多 64 个字母和数字字符。如果您不提供名称，Amazon Neptune 就不会在您正在创建
的数据库集群中创建数据库。
• DB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identifier） –必需。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标识符。该参数作为一个小写字符串存储。
约束：
• 必须包含 1 到 63 个字母、数字或连字符。
• 第一个字符必须是字母。
• 不能以连字符结束或包含两个连续连字符。
示例：my-cluster1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在 CLI 中：--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parameter_group_name） – UTF-8 字符串。
要与该数据库集群关联的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的名称。如果省略此参数，则使用默认值。
约束：
• 如果提供，则必须与现有数据库的名称匹配ClusterParameterGroup.
• DBSubnetGroupName（在 CLI 中：--db-subnet-group-name，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b_subnet_group_name） – UTF-8 字符串。
与此数据库集群关联的数据库子网组。
约束：必须与现有数据库的名称匹配SubnetGroup. 不能是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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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mySubnetgroup
• DeletionProtection（在 CLI 中：--deletion-protection，或者在 Python
中：deletion_protection） – Boolean.
一个值，指示数据库集群是否已启用删除保护。在启用删除保护时，无法删除数据库。默认情况下，将启
用删除保护。
• EnableCloudwatchLogsExports（在 CLI 中：--enable-cloudwatch-logs-exports，或者在 Python
中：enable_cloudwatch_logs_exports） – 一个 UTF-8 字符串数组。
需要启用以导出到的日志类型的列表 CloudWatch日志。
• Enable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在 CLI 中：--enable-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或者
在 Python 中使用：enable_iam_database_authentication） – Boolean.
如果设置为true，为整个数据库集群启用 Amazon Identity and Acccess Management (IAM)。
默认值: false。
• Engine（在 CLI 中：--engine，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engine） –必需。UTF-8 字符串。
用于此数据库集群的数据库引擎的名称。
有效值：neptune
• EngineVersion（在 CLI 中：--engine-version，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engine_version） –
UTF-8 字符串。
要用于新数据库集群的数据库引擎的版本号。
示例：1.0.2.1
• Global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global-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global_cluster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长度不少于 1 个字节或超过 255 个字节，与
正则表达式匹配：'[Aazaz。
此新数据库集群应添加到的 Neptune 全局数据库的 ID。
• KmsKeyId（在 CLI 中：--kms-key-id，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kms_key_id） – UTF-8 字符串。
加密数据库集群的 Amazon KMS 密钥标识符。
KMS 密钥标识符是 KMS 加密密钥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如果您创建数据库集群时使用的 Amazon
账户，是拥有加密新数据库集群所用 KMS 密钥的同一个账户，则您可以使用 KMS 密钥别名，则您可以使
用 KMS 密钥别名，是拥有加密新数据库集群所用 KMS 加密密钥的同一个账户，则您可以使用 KMS 密钥
未在 KmsKeyId 中指定加密密钥时：
• 如果 ReplicationSourceIdentifier 标识了加密的源，则 Amazon Neptune 将使用加密源所用的
加密密钥。否则，Amazon Neptune 将使用您的默认加密密钥。
• 如果 StorageEncrypted 参数为 true，并且未指定 ReplicationSourceIdentifier，则 Amazon
Neptune 将使用您的默认加密密钥。
Amazon KMS 将为您的亚马逊账户创建默认加密密钥。您的亚马逊账户在每个亚马逊区域都有一个不同的
默认加密密钥。
如果您在其他 Amazon 区域中创建加密数据库集群的只读副本，则必须将KmsKeyId到目标亚马逊地区有
效的 KMS 密钥 ID。此密钥用于在该 Amazon 区域中加密只读副本。
• Port（在 CLI 中：--port，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port） – 数字 (integer)。
数据库集群中的实例接受连接的端口号。
默认值：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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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ferredBackupWindow（在 CLI 中：--preferred-backup-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preferred_backup_window） – UTF-8 字符串。
使用 BackupRetentionPeriod 参数启用了自动备份时，自动执行备份的日常时间范围。
默认值是从每个亚马逊区域的 8 小时时间段中随机选择的 30 分钟时间。要查看可用的时间段，请参阅调
整首选维护时段中的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约束：
• 必须采用 hh24:mi-hh24:mi 格式。
• 必须采用通用协调时间 (UTC)。
• 不得与首选维护时段冲突。
• 必须至少为 30 分钟。
• PreferredMaintenanceWindow（在 CLI 中：--preferred-maintenance-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
使用：preferred_maintenance_window） – UTF-8 字符串。
可进行系统维护的每周时间范围（采用通用协调时间 (UTC)）。
格式：ddd:hh24:mi-ddd:hh24:mi
默认值是从每个 Amazon 区域的 8 小时时间段中随机选择的 30 分钟时段 (随机选取周中的某天进行)。要
查看可用的时间段，请参阅调整首选维护时段中的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有效值: Mon、Tue、Tue、Tue、Tue、Tue、Tue、Th
约束：至少为 30 分钟的时段。
• PreSignedUrl（在 CLI 中：--pre-signed-url，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pre_signed_url） – UTF-8
字符串。
当前不支持此参数。
• ReplicationSourceIdentifier（在 CLI 中：--replication-source-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replication_source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源数据库实例或数据库集群（如果该数据库集群是作为只读副本创建的）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StorageEncrypted（在 CLI 中：--storage-encrypted，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storage_encrypted） – Boolean.
指定数据库集群是否已加密。
• Tags（在 CLI 中：--tags，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tags） — 数组标签 (p. 964)标记对象。
分配到新数据库集群的标签。
• VpcSecurityGroupIds（在 CLI 中：--vpc-security-group-id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vpc_security_group_ids） — 数组 VpcSecurityGroupId— UTF-8 字符串。
要与此数据库集群关联的 EC2 VPC 安全组的列表。
响应
包含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详细信息。
此数据类型用作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DBClusters” (p. 854) 操作中的响应元素。
• AllocatedStorage（在 CLI 中：--allocated-storage，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allocated_storage） – 数字 (integer)。
AllocatedStorage 始终返回 1，因为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存储大小不固定，而是会根据需要自动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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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ociatedRoles（在 CLI 中：--associated-role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associated_roles） — 数组DBClusterRole (p. 820)DBClusterRole 对象。
提供与数据库集群关联的 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角色的列表。与数据库集群
关联的 IAM 角色授予数据库集群代表您访问其他 Amazon 服务的权限。
• AutomaticRestartTime（在 CLI 中：--automatic-restart-time，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automatic_restart_time） – 时间戳.
数据库集群将自动重启的时间。
• AvailabilityZones（在 CLI 中：--availability-zone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availability_zones） — 数组 AvailabilityZone— UTF-8 字符串。
提供可在其上创建数据库集群中实例的 EC2 可用区的列表。
• BacktrackConsumedChangeRecords（在 CLI 中：--backtrack-consumed-change-records，或者
在 Python 中使用：backtrack_consumed_change_records） – 数字 (long)。
不受 Neptune 支持。
• BacktrackWindow（在 CLI 中：--backtrack-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backtrack_window） – 数字 (long)。
不受 Neptune 支持。
• BackupRetentionPeriod（在 CLI 中：--backup-retention-period，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backup_retention_period） – 数字 (integer)。
指定自动数据库快照的保留天数。
• Capacity（在 CLI 中：--capacity，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capacity） – 数字 (integer)。
不受 Neptune 支持。
• CloneGroupId（在 CLI 中：--clone-group-id，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clone_group_id） –
UTF-8 字符串。
标识数据库集群与之关联的克隆组。
• ClusterCreateTime（在 CLI 中：--cluster-creat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cluster_create_time） – 时间戳.
指定创建数据库集群的时间，采用通用协调时间 (UTC)。
• CopyTagsToSnapshot（在 CLI 中：--copy-tags-to-snapshot，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copy_tags_to_snapshot） – Boolean.
如果设置为true，标签将被复制到所创建的数据库集群的任何快照中。
• CrossAccountClone（在 CLI 中：--cross-account-clone，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cross_account_clone） – Boolean.
如果设置为true，则可以跨账户克隆数据库集群。
• DatabaseName（在 CLI 中：--database-name，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database_name） – UTF-8
字符串。
包含此数据库集群在创建时提供的初始数据库的名称（如果在创建数据库集群时指定了初始数据库）。在
数据库集群的使用期间会始终返回同一名称。
• DBClusterArn（在 CLI 中：--db-cluster-arn，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db_cluster_arn）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DB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b_cluster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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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用户提供的数据库集群标识符。此标识符是识别数据库集群的唯一键。
• DBClusterMembers（在 CLI 中：--db-cluster-member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b_cluster_members） — 数组DBClusterMember (p. 820)DBClusterMember 对象。
提供组成数据库集群的实例的列表。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在 CLI 中：--db-cluster-parameter-group，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b_cluster_parameter_group） – UTF-8 字符串。
指定数据库集群的数据库集群参数组名称。
• DbClusterResourceId（在 CLI 中：--db-cluster-resource-id，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b_cluster_resource_id）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在 Amazon 区域中唯一的不可变的不可变的标识符。此标识符可在亚马逊找到 CloudTrail 每次
访问数据库集群的 Amazon KMS 密钥时，记录条目。
• DBSubnetGroup（在 CLI 中：--db-subnet-group，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db_subnet_group） –
UTF-8 字符串。
指定与数据库集群关联的子网组的信息，包括名称、描述和子网组中的子网。
• DeletionProtection（在 CLI 中：--deletion-protection，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eletion_protection） – Boolean.
指示数据库集群是否已启用删除保护。在启用删除保护时，无法删除数据库。
• EarliestBacktrackTime（在 CLI 中：--earliest-backtrack-time，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earliest_backtrack_time） – 时间戳.
不受 Neptune 支持。
• EarliestRestorableTime（在 CLI 中：--earliest-restorabl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earliest_restorable_time） – 时间戳.
指定数据库可以使用数据库还原的最早还原时间 point-in-time还原。
• EnabledCloudwatchLogsExports（在 CLI 中：--enabled-cloudwatch-logs-exports，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enabled_cloudwatch_logs_exports） – 一个 UTF-8 字符串数组。
此数据库集群配置为导出到的日志类型的列表 CloudWatch日志。
• Endpoint（在 CLI 中：--endpoint，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endpoint） – UTF-8 字符串。
指定数据库集群的主实例的连接终端节点。
• Engine（在 CLI 中：--engine，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engine） – UTF-8 字符串。
提供要用于此数据库集群的数据库引擎的名称。
• EngineVersion（在 CLI 中：--engine-version，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engine_version） –
UTF-8 字符串。
指示数据库引擎版本。
• HostedZoneId（在 CLI 中：--hosted-zone-id，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hosted_zone_id） –
UTF-8 字符串。
指定在您创建托管区域时 Amazon Route 53 分配的 ID。
• 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Enabled（在 CLI 中：--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enabled，或
者在 Python 中使用：iam_database_authentication_enabled） – Boolean.
如果启用了 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账户与数据库账户之间的映射，则为
true；否则为 false。
• KmsKeyId（在 CLI 中：--kms-key-id，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kms_key_id） – UTF-8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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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StorageEncrypted 为 true，则为加密数据库集群的 Amazon KMS 密钥标识符。
• LatestRestorableTime（在 CLI 中：--latest-restorabl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latest_restorable_time） – 时间戳.
指定数据库可以使用数据库可以使用数据库可以使用数据库可以使用数据库还原的最新还原时间 point-intime还原。
• MultiAZ（在 CLI 中：--multi-az，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multi_az） – Boolean.
指定数据库集群是否在多个可用区中有实例。
• PendingModifiedValues（在 CLI 中：--pending-modified-value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pending_modified_values） — AClusterPendingModifiedValues (p. 820)对象。
不受 Neptune 支持。
• PercentProgress（在 CLI 中：--percent-progres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percent_progress） – UTF-8 字符串。
指定操作的进度百分比。
• Port（在 CLI 中：--port，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port） – 数字 (integer)。
指定数据库引擎侦听的端口。
• PreferredBackupWindow（在 CLI 中：--preferred-backup-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preferred_backup_window） – UTF-8 字符串。
指定在启用自动备份时，自动执行备份的日常时间范围，如 BackupRetentionPeriod 所规定。
• PreferredMaintenanceWindow（在 CLI 中：--preferred-maintenance-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
使用：preferred_maintenance_window） – UTF-8 字符串。
指定可进行系统维护的每周时间范围（采用通用协调时间 (UTC)）。
• ReaderEndpoint（在 CLI 中：--reader-endpoint，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reader_endpoint）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的读取器终端节点。数据库集群的读取器终端节点跨数据库集群中可用的只读副本，实现连接
的负载均衡。当客户端请求与读取器终端节点的新连接时，Neptune 将在数据库集群中的只读副本之间分
配连接请求。该功能可帮助跨数据库集群中的多个只读副本平衡读取工作负载。
如果发生了故障转移并且连接到的只读副本将提升到主实例，则将删除您的连接。要继续向集群中的其他
只读副本发送读取工作负载，您可以随后重新连接到读取器终端节点。
• ReadReplicaIdentifiers（在 CLI 中：--read-replica-identifier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read_replica_identifiers） — 数组 ReadReplicaIdentifier— UTF-8 字符串。
包含一个或多个与此数据库集群关联的只读副本的标识符。
• ReplicationSourceIdentifier（在 CLI 中：--replication-source-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replication_source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不受 Neptune 支持。
• ReplicationType（在 CLI 中：--replication-type，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replication_type）
– UTF-8 字符串。
不受 Neptune 支持。
• Status（在 CLI 中：--status，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status） – UTF-8 字符串。
指定此数据库集群的当前状态。
• StorageEncrypted（在 CLI 中：--storage-encrypted，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storage_encrypted） – Boo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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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数据库集群是否已加密。
• VpcSecurityGroups（在 CLI 中：--vpc-security-group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vpc_security_groups） — 数组VpcSecurityGroupMembership (p. 971)
VpcSecurityGroupMembership 对象。
提供数据库集群所属的 VPC 安全组的列表。

错误
• DBClusterAlreadyExistsFault (p. 974)
• InsufficientStorageClusterCapacityFault (p. 982)
• DBClusterQuotaExceededFault (p. 975)
• StorageQuotaExceededFault (p. 988)
• DBSubnetGroupNotFoundFault (p. 979)
• VPC 无效NetworkStateFault (p. 986)
• 无效数据库ClusterStateFault (p. 983)
• 无效数据库SubnetGroupStateFault (p. 984)
• InvalidSubnet (p. 985)
• 无效数据库InstanceStateFault (p. 983)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NotFoundFault (p. 974)
• 自杀KeyNotAccessibleFault (p. 986)
• DBClusterNotFoundFault (p. 974)
• DBInstanceNotFoundFault (p. 976)
• DBSubnetGroupDoesNotCoverEnough400 (p. 979)
• GlobalClusterNotFoundFault (p. 981)
• InvalidGlobalClusterStateFault (p. 985)

DeleteDBCluster（操作）
此 API 的Amazon CLI 名称为：delete-db-cluster，而 Python 的名字是：delete_db_cluster.
DeleteDBCluster 操作将删除先前预置的数据库集群。在您删除数据库集群时，会删除该数据库集群的所有
自动备份，且无法恢复。系统不会删除指定数据库集群的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
请注意，如果启用了删除保护，则无法删除数据库集群。要删除数据库集群，您必须先将其
DeletionProtection 字段设置为 False。
请求
• DB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b_cluster_identifier） –必需。UTF-8 字符串。
要删除的数据库集群的数据库集群标识符。该参数不区分大小写。
约束：
• 必须匹配现有 DBClusterIdentifier.
• FinalDBSnapshotIdentifier（在 CLI 中：--final-db-snapshot-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final_db_snapshot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SkipFinalSnapshot 设置为 false 时，新创建数据库集群快照的数据库集群快照标识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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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指定此参数并且将 SkipFinalShapshot 参数设置为 true 会导致错误。
约束：
• 必须为 1 到 255 个字母、数字或连字符。
• 第一个字符必须是字母
• 不能以连字符结束或包含两个连续连字符
• SkipFinalSnapshot（在 CLI 中：--skip-final-snapshot，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skip_final_snapshot） – Boolean.
确定删除数据库集群之前是否创建最终数据库集群快照。如果指定 true，则不创建数据库集群快照。如
果指定 false，则删除数据库集群之前创建一个数据库集群快照。

Note
如果 SkipFinalSnapshot 为 false，则必须指定 FinalDBSnapshotIdentifier。
默认值：false
响应
包含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详细信息。
此数据类型用作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DBClusters” (p. 854) 操作中的响应元素。
• AllocatedStorage（在 CLI 中：--allocated-storage，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allocated_storage） – 数字 (integer)。
AllocatedStorage 始终返回 1，因为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存储大小不固定，而是会根据需要自动调
整。
• AssociatedRoles（在 CLI 中：--associated-role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associated_roles） — 数组DBClusterRole (p. 820)DBClusterRole 对象。
提供与数据库集群关联的 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角色的列表。与数据库集群
关联的 IAM 角色授予数据库集群代表您访问其他 Amazon 服务的权限。
• AutomaticRestartTime（在 CLI 中：--automatic-restart-time，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automatic_restart_time） – 时间戳.
数据库集群将自动重启的时间。
• AvailabilityZones（在 CLI 中：--availability-zones，或者在 Python
中：availability_zones） — 数组 AvailabilityZone— UTF-8 字符串。
提供可在其上创建数据库集群中实例的 EC2 可用区的列表。
• BacktrackConsumedChangeRecords（在 CLI 中：--backtrack-consumed-change-records，或者
在 Python 中：backtrack_consumed_change_records） – 数字 (long)。
不受 Neptune 支持。
• BacktrackWindow（在 CLI 中：--backtrack-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backtrack_window） –
数字 (long)。
不受 Neptune 支持。
• BackupRetentionPeriod（在 CLI 中：--backup-retention-period，或者在 Python
中：backup_retention_period） – 数字 (integer)。
指定自动数据库快照的保留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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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acity（在 CLI 中：--capacity，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capacity） – 数字 (integer)。
不受 Neptune 支持。
• CloneGroupId（在 CLI 中：--clone-group-id，或者在 Python 中：clone_group_id） – UTF-8 字
符串。
标识数据库集群与之关联的克隆组。
• ClusterCreateTime（在 CLI 中：--cluster-creat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cluster_create_time） – 时间戳.
指定创建数据库集群的时间，采用通用协调时间 (UTC)。
• CopyTagsToSnapshot（在 CLI 中：--copy-tags-to-snapshot，或者在 Python
中：copy_tags_to_snapshot） – Boolean.
如果设置为true，标签将被复制到所创建的数据库集群的任何快照中。
• CrossAccountClone（在 CLI 中：--cross-account-clone，或者在 Python
中：cross_account_clone） – Boolean.
如果设置为true，则可以跨账户克隆数据库集群。
• DatabaseName（在 CLI 中：--database-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atabase_name） – UTF-8 字
符串。
包含此数据库集群在创建时提供的初始数据库的名称（如果在创建数据库集群时指定了初始数据库）。在
数据库集群的使用期间会始终返回同一名称。
• DBClusterArn（在 CLI 中：--db-cluster-arn，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arn） – UTF-8 字
符串。
数据库集群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DB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包含用户提供的数据库集群标识符。此标识符是识别数据库集群的唯一键。
• DBClusterMembers（在 CLI 中：--db-cluster-members，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members） — 数组DBClusterMember (p. 820)DBClusterMember 对象。
提供组成数据库集群的实例的列表。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在 CLI 中：--db-cluster-parameter-group，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parameter_group） – UTF-8 字符串。
指定数据库集群的数据库集群参数组名称。
• DbClusterResourceId（在 CLI 中：--db-cluster-resource-id，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resource_id）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在 Amazon 区域中唯一的不可变的不可变的标识符。此标识符可在亚马逊找到 CloudTrail 每次
访问数据库集群的 Amazon KMS 密钥时，记录条目。
• DBSubnetGroup（在 CLI 中：--db-subnet-group，或者在 Python 中：db_subnet_group） –
UTF-8 字符串。
指定与数据库集群关联的子网组的信息，包括名称、描述和子网组中的子网。
• DeletionProtection（在 CLI 中：--deletion-protection，或者在 Python
中：deletion_protection） – Boolean.
指示数据库集群是否已启用删除保护。在启用删除保护时，无法删除数据库。
• EarliestBacktrackTime（在 CLI 中：--earliest-backtrack-time，或者在 Python
中：earliest_backtrack_time） – 时间戳.
API 版本 2020-12-18
829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DeleteDBCluster

不受 Neptune 支持。
• EarliestRestorableTime（在 CLI 中：--earliest-restorabl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earliest_restorable_time） – 时间戳.
指定数据库可以使用数据库还原的最早还原时间 point-in-time还原。
• EnabledCloudwatchLogsExports（在 CLI 中：--enabled-cloudwatch-logs-exports，或者在
Python 中：enabled_cloudwatch_logs_exports） – 一个 UTF-8 字符串数组。
此数据库集群配置为导出到的日志类型的列表 CloudWatch日志。
• Endpoint（在 CLI 中：--endpoint，或者在 Python 中：endpoint） – UTF-8 字符串。
指定数据库集群的主实例的连接终端节点。
• Engine（在 CLI 中：--engine，或者在 Python 中：engine） – UTF-8 字符串。
提供要用于此数据库集群的数据库引擎的名称。
• EngineVersion（在 CLI 中：--engine-version，或者在 Python 中：engine_version） – UTF-8 字
符串。
指示数据库引擎版本。
• HostedZoneId（在 CLI 中：--hosted-zone-id，或者在 Python 中：hosted_zone_id） – UTF-8 字
符串。
指定在您创建托管区域时 Amazon Route 53 分配的 ID。
• 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Enabled（在 CLI 中：--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enabled，或
者在 Python 中：iam_database_authentication_enabled） – Boolean.
如果启用了 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账户与数据库账户之间的映射，则为
true；否则为 false。
• KmsKeyId（在 CLI 中：--kms-key-id，或者在 Python 中：kms_key_id） – UTF-8 字符串。
如果 StorageEncrypted 为 true，则为加密数据库集群的 Amazon KMS 密钥标识符。
• LatestRestorableTime（在 CLI 中：--latest-restorabl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latest_restorable_time） – 时间戳.
指定数据库可以使用数据库可以使用数据库可以使用数据库可以使用数据库还原的最新还原时间 point-intime还原。
• MultiAZ（在 CLI 中：--multi-az，或者在 Python 中：multi_az） – Boolean.
指定数据库集群是否在多个可用区中有实例。
• PendingModifiedValues（在 CLI 中：--pending-modified-values，或者在 Python
中：pending_modified_values） — AClusterPendingModifiedValues (p. 820)对象。
不受 Neptune 支持。
• PercentProgress（在 CLI 中：--percent-progress，或者在 Python 中：percent_progress） –
UTF-8 字符串。
指定操作的进度百分比。
• Port（在 CLI 中：--port，或者在 Python 中：port） – 数字 (integer)。
指定数据库引擎侦听的端口。
• PreferredBackupWindow（在 CLI 中：--preferred-backup-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preferred_backup_window） – UTF-8 字符串。
指定在启用自动备份时，自动执行备份的日常时间范围，如 BackupRetentionPeriod 所规定。
API 版本 202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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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ferredMaintenanceWindow（在 CLI 中：--preferred-maintenance-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preferred_maintenance_window） – UTF-8 字符串。
指定可进行系统维护的每周时间范围（采用通用协调时间 (UTC)）。
• ReaderEndpoint（在 CLI 中：--reader-endpoint，或者在 Python 中：reader_endpoint）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的读取器终端节点。数据库集群的读取器终端节点跨数据库集群中可用的只读副本，实现连接
的负载均衡。当客户端请求与读取器终端节点的新连接时，Neptune 将在数据库集群中的只读副本之间分
配连接请求。该功能可帮助跨数据库集群中的多个只读副本平衡读取工作负载。
如果发生了故障转移并且连接到的只读副本将提升到主实例，则将删除您的连接。要继续向集群中的其他
只读副本发送读取工作负载，您可以随后重新连接到读取器终端节点。
• ReadReplicaIdentifiers（在 CLI 中：--read-replica-identifiers，或者在 Python
中：read_replica_identifiers） — 数组 ReadReplicaIdentifier— UTF-8 字符串。
包含一个或多个与此数据库集群关联的只读副本的标识符。
• ReplicationSourceIdentifier（在 CLI 中：--replication-source-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replication_source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不受 Neptune 支持。
• ReplicationType（在 CLI 中：--replication-type，或者在 Python 中：replication_type） –
UTF-8 字符串。
不受 Neptune 支持。
• Status（在 CLI 中：--status，或者在 Python 中：status） – UTF-8 字符串。
指定此数据库集群的当前状态。
• StorageEncrypted（在 CLI 中：--storage-encrypted，或者在 Python 中：storage_encrypted）
– Boolean.
指定数据库集群是否已加密。
• VpcSecurityGroups（在 CLI 中：--vpc-security-groups，或者在 Python
中：vpc_security_groups） — 数组VpcSecurityGroupMembership (p. 971)
VpcSecurityGroupMembership 对象。
提供数据库集群所属的 VPC 安全组的列表。

错误
• DBClusterNotFoundFault (p. 974)
• 无效数据库ClusterStateFault (p. 983)
• DBClusterSnapshotAlreadyExistsFault (p. 976)
• SnapshotQuotaExceededFault (p. 988)
• 无效数据库ClusterSnapshotStateFault (p. 982)

ModifyDBCluster（操作）
此 API 的Amazon CLI 名称为：modify-db-cluster，而 Python 的名字是：modify_db_cluster.
修改数据库集群的设置。您可通过在请求中指定这些参数以及新值，更改一个或多个数据库配置参数。
请求
API 版本 2020-12-18
831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ModifyDBCluster

• AllowMajorVersionUpgrade（在 CLI 中：--allow-major-version-upgrade，或者在 Python
中：allow_major_version_upgrade） – Boolean.
指示是否允许在不同主要版本之间升级的值。
约束：你必须设置 allow-major-version-upgrade 提供时标记EngineVersion参数使用了不同于数据库集
群当前版本的主要版本。
• ApplyImmediately（在 CLI 中：--apply-immediately，或者在 Python 中：apply_immediately）
– Boolean.
指定应尽快异步应用此请求中修改及任何待处理修改的值，无论数据库集群的
PreferredMaintenanceWindow 设置如何。如果此参数设置为 false，则在下一个维护时段中应用对
数据库集群的更改。
这些区域有：ApplyImmediately参数只会影响NewDBClusterIdentifier对象。如果你设置
了ApplyImmediately参数值改为 false，然后更改为NewDBClusterIdentifier值在下一维护时段内
应用。所有其他更改会立即应用，而不管 ApplyImmediately 参数的值如何。
默认值：false
• BackupRetentionPeriod（在 CLI 中：--backup-retention-period，或者在 Python
中：backup_retention_period） – 数字 (integer)。
自动备份的保留天数。您必须指定最小值 1。
默认值：1
约束：
• 值必须介于 1 到 35 之间
• CloudwatchLogsExportConfiguration（在 CLI 中：--cloudwatch-logs-exportconfiguration，或者在 Python 中：cloudwatch_logs_export_configuration） —
ACloudwatchLogsExportConfiguration (p. 960)对象。
要启用日志类型的配置设置 CloudWatch 特定数据库集群的日志。
• CopyTagsToSnapshot（在 CLI 中：--copy-tags-to-snapshot，或者在 Python
中：copy_tags_to_snapshot） – Boolean.
如果设置为true，标签将被复制到所创建的数据库集群的任何快照中。
• DB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identifier） –必需。UTF-8 字符串。
要修改的集群的数据库集群标识符。此参数不区分大小写。
约束：
• 必须匹配现有 DBCluster 的标识符。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在 CLI 中：--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parameter_group_name） – UTF-8 字符串。
用于数据库集群的数据库集群参数组名称。
• DBInstanceParameterGroupName（在 CLI 中：--db-instance-parameter-group-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instance_parameter_group_name） – UTF-8 字符串。
要应用到数据库集群的所有实例的数据库参数组的数据库参数组的数据库参数。

Note
使用应用参数组时DBInstanceParameterGroupName，则参数更改不会在下一维护时段内应
API 版本 202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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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值：现有名称设置
约束：
• 数据库参数组必须与目标数据库集群版本位于同一个数据库参数组系列中。
• 这些区域有：DBInstanceParameterGroupName参数仅与AllowMajorVersionUpgrade参数。
• DeletionProtection（在 CLI 中：--deletion-protection，或者在 Python
中：deletion_protection） – Boolean.
一个值，指示数据库集群是否已启用删除保护。在启用删除保护时，无法删除数据库。默认情况下，将禁
用删除保护。
• Enable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在 CLI 中：--enable-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或者
在 Python 中：enable_iam_database_authentication） – Boolean.
如果为 true，则启用 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账户与数据库账户之间的映射
默认值：false
• EngineVersion（在 CLI 中：--engine-version，或者在 Python 中：engine_version） – UTF-8 字
符串。
要升级到的数据库引擎的版本号。更改此参数会导致中断。除非 ApplyImmediately 参数设置为 true，
否则会在下个维护时段内应用更改。
有关有效引擎版本的列表，请参阅Amazon Neptune 的引擎发布：describedBEngineVersions.
• NewDB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new-db-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new_db_cluster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重命名数据库集群时数据库集群的新标识符。此值以一个小写字符串存储。
约束：
• 必须包含 1 到 63 个字母、数字或连字符
• 第一个字符必须是字母
• 不能以连字符结束或包含两个连续连字符
示例：my-cluster2
• Port（在 CLI 中：--port，或者在 Python 中：port） – 数字 (integer)。
数据库集群用于接受连接的端口号。
约束：值必须为1150-65535
默认值：与原始数据库集群相同的端口。
• PreferredBackupWindow（在 CLI 中：--preferred-backup-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preferred_backup_window） – UTF-8 字符串。
使用 BackupRetentionPeriod 参数启用了自动备份时，自动执行备份的日常时间范围。
默认值是从每个亚马逊区域的 8 小时时间段中随机选择的 30 分钟时间。
约束：
• 必须采用 hh24:mi-hh24:mi 格式。
• 必须采用通用协调时间 (UTC)。
• 不得与首选维护时段冲突。
• 必须至少为 30 分钟。

API 版本 2020-12-18
833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ModifyDBCluster

• PreferredMaintenanceWindow（在 CLI 中：--preferred-maintenance-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preferred_maintenance_window） – UTF-8 字符串。
可进行系统维护的每周时间范围（采用通用协调时间 (UTC)）。
格式：ddd:hh24:mi-ddd:hh24:mi
默认值是从每个 Amazon 区域的 8 小时时间段中随机选择的 30 分钟时段 (随机选取周中的某天进行)。
有效值: Mon、Tue、Tue、Tue、Tue、Tue、Tue、Th
约束：至少为 30 分钟的时段。
• VpcSecurityGroupIds（在 CLI 中：--vpc-security-group-ids，或者在 Python
中：vpc_security_group_ids） — 数组 VpcSecurityGroupId—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所属的 VPC 安全组的列表。
响应
包含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详细信息。
此数据类型用作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DBClusters” (p. 854) 操作中的响应元素。
• AllocatedStorage（在 CLI 中：--allocated-storage，或者在 Python 中：allocated_storage）
– 数字 (integer)。
AllocatedStorage 始终返回 1，因为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存储大小不固定，而是会根据需要自动调
整。
• AssociatedRoles（在 CLI 中：--associated-roles，或者在 Python 中：associated_roles） —
数组DBClusterRole (p. 820)DBClusterRole 对象。
提供与数据库集群关联的 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角色的列表。与数据库集群
关联的 IAM 角色授予数据库集群代表您访问其他 Amazon 服务的权限。
• AutomaticRestartTime（在 CLI 中：--automatic-restart-time，或者在 Python
中：automatic_restart_time） – 时间戳.
数据库集群将自动重启的时间。
• AvailabilityZones（在 CLI 中：--availability-zones，或者在 Python
中：availability_zones） — 数组 AvailabilityZone— UTF-8 字符串。
提供可在其上创建数据库集群中实例的 EC2 可用区的列表。
• BacktrackConsumedChangeRecords（在 CLI 中：--backtrack-consumed-change-records，或者
在 Python 中：backtrack_consumed_change_records） – 数字 (long)。
不受 Neptune 支持。
• BacktrackWindow（在 CLI 中：--backtrack-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backtrack_window） – 数字 (long)。
不受 Neptune 支持。
• BackupRetentionPeriod（在 CLI 中：--backup-retention-period，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backup_retention_period） – 数字 (integer)。
指定自动数据库快照的保留天数。
• Capacity（在 CLI 中：--capacity，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capacity） – 数字 (integer)。
不受 Neptune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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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neGroupId（在 CLI 中：--clone-group-id，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clone_group_id） –
UTF-8 字符串。
标识数据库集群与之关联的克隆组。
• ClusterCreateTime（在 CLI 中：--cluster-creat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cluster_create_time） – 时间戳.
指定创建数据库集群的时间，采用通用协调时间 (UTC)。
• CopyTagsToSnapshot（在 CLI 中：--copy-tags-to-snapshot，或者在 Python
中：copy_tags_to_snapshot） – Boolean.
如果设置为true，标签将被复制到所创建的数据库集群的任何快照中。
• CrossAccountClone（在 CLI 中：--cross-account-clone，或者在 Python
中：cross_account_clone） – Boolean.
如果设置为true，则可以跨账户克隆数据库集群。
• DatabaseName（在 CLI 中：--database-name，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database_name） – UTF-8
字符串。
包含此数据库集群在创建时提供的初始数据库的名称（如果在创建数据库集群时指定了初始数据库）。在
数据库集群的使用期间会始终返回同一名称。
• DBClusterArn（在 CLI 中：--db-cluster-arn，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db_cluster_arn）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DB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b_cluster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包含用户提供的数据库集群标识符。此标识符是识别数据库集群的唯一键。
• DBClusterMembers（在 CLI 中：--db-cluster-member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b_cluster_members） — 数组DBClusterMember (p. 820)DBClusterMember 对象。
提供组成数据库集群的实例的列表。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在 CLI 中：--db-cluster-parameter-group，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b_cluster_parameter_group） – UTF-8 字符串。
指定数据库集群的数据库集群参数组名称。
• DbClusterResourceId（在 CLI 中：--db-cluster-resource-id，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b_cluster_resource_id）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在 Amazon 区域中唯一的不可变的不可变的标识符。此标识符可在亚马逊找到 CloudTrail 每次
访问数据库集群的 Amazon KMS 密钥时，记录条目。
• DBSubnetGroup（在 CLI 中：--db-subnet-group，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db_subnet_group） –
UTF-8 字符串。
指定与数据库集群关联的子网组的信息，包括名称、描述和子网组中的子网。
• DeletionProtection（在 CLI 中：--deletion-protection，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eletion_protection） – Boolean.
指示数据库集群是否已启用删除保护。在启用删除保护时，无法删除数据库。
• EarliestBacktrackTime（在 CLI 中：--earliest-backtrack-time，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earliest_backtrack_time） – 时间戳.
不受 Neptune 支持。
• EarliestRestorableTime（在 CLI 中：--earliest-restorabl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earliest_restorable_time） – 时间戳.
API 版本 202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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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数据库可以使用数据库还原的最早还原时间 point-in-time还原。
• EnabledCloudwatchLogsExports（在 CLI 中：--enabled-cloudwatch-logs-exports，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enabled_cloudwatch_logs_exports） – 一个 UTF-8 字符串数组。
此数据库集群配置为导出到 CloudWatch日志。
• Endpoint（在 CLI 中：--endpoint，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endpoint） – UTF-8 字符串。
指定数据库集群的主实例的连接终端节点。
• Engine（在 CLI 中：--engine，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engine） – UTF-8 字符串。
提供要用于此数据库集群的数据库引擎的名称。
• EngineVersion（在 CLI 中：--engine-version，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engine_version） –
UTF-8 字符串。
指示数据库引擎版本。
• HostedZoneId（在 CLI 中：--hosted-zone-id，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hosted_zone_id） –
UTF-8 字符串。
指定在您创建托管区域时 Amazon Route 53 分配的 ID。
• 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Enabled（在 CLI 中：--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enabled，或
者在 Python 中使用：iam_database_authentication_enabled） – Boolean.
如果启用了 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账户与数据库账户之间的映射，则为
true；否则为 false。
• KmsKeyId（在 CLI 中：--kms-key-id，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kms_key_id） – UTF-8 字符串。
如果 StorageEncrypted 为 true，则为加密数据库集群的 Amazon KMS 密钥标识符。
• LatestRestorableTime（在 CLI 中：--latest-restorabl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latest_restorable_time） – 时间戳.
指定数据库可以使用数据库可以使用数据库可以使用数据库可以使用数据库还原的最新还原时间 point-intime还原。
• MultiAZ（在 CLI 中：--multi-az，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multi_az） – Boolean.
指定数据库集群是否在多个可用区中有实例。
• PendingModifiedValues（在 CLI 中：--pending-modified-value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pending_modified_values） — AClusterPendingModifiedValues (p. 820)对象。
不受 Neptune 支持。
• PercentProgress（在 CLI 中：--percent-progres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percent_progress） – UTF-8 字符串。
指定操作的进度百分比。
• Port（在 CLI 中：--port，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port） – 数字 (integer)。
指定数据库引擎侦听的端口。
• PreferredBackupWindow（在 CLI 中：--preferred-backup-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preferred_backup_window） – UTF-8 字符串。
指定在启用自动备份时，自动执行备份的日常时间范围，如 BackupRetentionPeriod 所规定。
• PreferredMaintenanceWindow（在 CLI 中：--preferred-maintenance-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
使用：preferred_maintenance_window） – UTF-8 字符串。
指定可进行系统维护的每周时间范围（采用通用协调时间 (UTC)）。
API 版本 202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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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erEndpoint（在 CLI 中：--reader-endpoint，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reader_endpoint）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的读取器终端节点。数据库集群的读取器终端节点跨数据库集群中可用的只读副本，实现连接
的负载均衡。当客户端请求与读取器终端节点的新连接时，Neptune 将在数据库集群中的只读副本之间分
配连接请求。该功能可帮助跨数据库集群中的多个只读副本平衡读取工作负载。
如果发生了故障转移并且连接到的只读副本将提升到主实例，则将删除您的连接。要继续向集群中的其他
只读副本发送读取工作负载，您可以随后重新连接到读取器终端节点。
• ReadReplicaIdentifiers（在 CLI 中：--read-replica-identifier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read_replica_identifiers） — 数组 ReadReplicaIdentifier— UTF-8 字符串。
包含一个或多个与此数据库集群关联的只读副本的标识符。
• ReplicationSourceIdentifier（在 CLI 中：--replication-source-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replication_source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不受 Neptune 支持。
• ReplicationType（在 CLI 中：--replication-type，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replication_type）
– UTF-8 字符串。
不受 Neptune 支持。
• Status（在 CLI 中：--status，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status） – UTF-8 字符串。
指定此数据库集群的当前状态。
• StorageEncrypted（在 CLI 中：--storage-encrypted，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storage_encrypted） – Boolean.
指定数据库集群是否已加密。
• VpcSecurityGroups（在 CLI 中：--vpc-security-group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vpc_security_groups） — 数组VpcSecurityGroupMembership (p. 971)
VpcSecurityGroupMembership 对象。
提供数据库集群所属的 VPC 安全组的列表。

错误
• DBClusterNotFoundFault (p. 974)
• 无效数据库ClusterStateFault (p. 983)
• StorageQuotaExceededFault (p. 988)
• DBSubnetGroupNotFoundFault (p. 979)
• VPC 无效NetworkStateFault (p. 986)
• 无效数据库SubnetGroupStateFault (p. 984)
• InvalidSubnet (p. 985)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NotFoundFault (p. 974)
• 无效数据库SecurityGroupStateFault (p. 983)
• 无效数据库InstanceStateFault (p. 983)
• DBClusterAlreadyExistsFault (p. 974)

StartDBCluster（操作）
此 API 的Amazon CLI 名称为：start-db-cluster，而 Python 的名字是：start_db_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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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已使用亚马逊控制台 Amazon CLI 停止的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 stop-db-cluster 命令或
stopDbCluster API。
请求
• DB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b_cluster_identifier） –必需。UTF-8 字符串。
要启动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数据库集群标识符。该参数作为一个小写字符串存储。
响应
包含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详细信息。
此数据类型用作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DBClusters” (p. 854) 操作中的响应元素。
• AllocatedStorage（在 CLI 中：--allocated-storage，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allocated_storage） – 数字 (integer)。
AllocatedStorage 始终返回 1，因为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存储大小不固定，而是会根据需要自动调
整。
• AssociatedRoles（在 CLI 中：--associated-role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associated_roles） — 数组DBClusterRole (p. 820)DBClusterRole 对象。
提供与数据库集群关联的 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角色的列表。与数据库集群
关联的 IAM 角色授予数据库集群代表您访问其他 Amazon 服务的权限。
• AutomaticRestartTime（在 CLI 中：--automatic-restart-time，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automatic_restart_time） – 时间戳.
数据库集群将自动重启的时间。
• AvailabilityZones（在 CLI 中：--availability-zone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availability_zones） — 数组 AvailabilityZone— UTF-8 字符串。
提供可在其上创建数据库集群中实例的 EC2 可用区的列表。
• BacktrackConsumedChangeRecords（在 CLI 中：--backtrack-consumed-change-records，或者
在 Python 中使用：backtrack_consumed_change_records） – 数字 (long)。
不受 Neptune 支持。
• BacktrackWindow（在 CLI 中：--backtrack-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backtrack_window） – 数字 (long)。
不受 Neptune 支持。
• BackupRetentionPeriod（在 CLI 中：--backup-retention-period，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backup_retention_period） – 数字 (integer)。
指定自动数据库快照的保留天数。
• Capacity（在 CLI 中：--capacity，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capacity） – 数字 (integer)。
不受 Neptune 支持。
• CloneGroupId（在 CLI 中：--clone-group-id，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clone_group_id） –
UTF-8 字符串。
标识数据库集群与之关联的克隆组。
• ClusterCreateTime（在 CLI 中：--cluster-creat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cluster_create_time） – 时间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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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创建数据库集群的时间，采用通用协调时间 (UTC)。
• CopyTagsToSnapshot（在 CLI 中：--copy-tags-to-snapshot，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copy_tags_to_snapshot） – Boolean.
如果设置为true，标签将被复制到所创建的数据库集群的任何快照中。
• CrossAccountClone（在 CLI 中：--cross-account-clone，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cross_account_clone） – Boolean.
如果设置为true，则可以跨账户克隆数据库集群。
• DatabaseName（在 CLI 中：--database-name，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database_name） – UTF-8
字符串。
包含此数据库集群在创建时提供的初始数据库的名称（如果在创建数据库集群时指定了初始数据库）。在
数据库集群的使用期间会始终返回同一名称。
• DBClusterArn（在 CLI 中：--db-cluster-arn，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db_cluster_arn）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DB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b_cluster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包含用户提供的数据库集群标识符。此标识符是识别数据库集群的唯一键。
• DBClusterMembers（在 CLI 中：--db-cluster-member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b_cluster_members） — 数组DBClusterMember (p. 820)DBClusterMember 对象。
提供组成数据库集群的实例的列表。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在 CLI 中：--db-cluster-parameter-group，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b_cluster_parameter_group） – UTF-8 字符串。
指定数据库集群的数据库集群参数组名称。
• DbClusterResourceId（在 CLI 中：--db-cluster-resource-id，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b_cluster_resource_id）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在 Amazon 区域中唯一的不可变的不可变的标识符。此标识符可在亚马逊找到 CloudTrail 每次
访问数据库集群的 Amazon KMS 密钥时，记录条目。
• DBSubnetGroup（在 CLI 中：--db-subnet-group，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db_subnet_group） –
UTF-8 字符串。
指定与数据库集群关联的子网组的信息，包括名称、描述和子网组中的子网。
• DeletionProtection（在 CLI 中：--deletion-protection，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eletion_protection） – Boolean.
指示数据库集群是否已启用删除保护。在启用删除保护时，无法删除数据库。
• EarliestBacktrackTime（在 CLI 中：--earliest-backtrack-time，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earliest_backtrack_time） – 时间戳.
不受 Neptune 支持。
• EarliestRestorableTime（在 CLI 中：--earliest-restorabl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earliest_restorable_time） – 时间戳.
指定数据库可以使用数据库还原的最早还原时间 point-in-time还原。
• EnabledCloudwatchLogsExports（在 CLI 中：--enabled-cloudwatch-logs-exports，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enabled_cloudwatch_logs_exports） – 一个 UTF-8 字符串数组。
此数据库集群配置为导出到 CloudWatch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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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point（在 CLI 中：--endpoint，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endpoint） – UTF-8 字符串。
指定数据库集群的主实例的连接终端节点。
• Engine（在 CLI 中：--engine，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engine） – UTF-8 字符串。
提供要用于此数据库集群的数据库引擎的名称。
• EngineVersion（在 CLI 中：--engine-version，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engine_version） –
UTF-8 字符串。
指示数据库引擎版本。
• HostedZoneId（在 CLI 中：--hosted-zone-id，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hosted_zone_id） –
UTF-8 字符串。
指定在您创建托管区域时 Amazon Route 53 分配的 ID。
• 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Enabled（在 CLI 中：--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enabled，或
者在 Python 中使用：iam_database_authentication_enabled） – Boolean.
如果启用了 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账户与数据库账户之间的映射，则为
true；否则为 false。
• KmsKeyId（在 CLI 中：--kms-key-id，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kms_key_id） – UTF-8 字符串。
如果 StorageEncrypted 为 true，则为加密数据库集群的 Amazon KMS 密钥标识符。
• LatestRestorableTime（在 CLI 中：--latest-restorabl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latest_restorable_time） – 时间戳.
指定数据库可以使用数据库可以使用数据库可以使用数据库可以使用数据库还原的最新还原时间 point-intime还原。
• MultiAZ（在 CLI 中：--multi-az，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multi_az） – Boolean.
指定数据库集群是否在多个可用区中有实例。
• PendingModifiedValues（在 CLI 中：--pending-modified-value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pending_modified_values） — AClusterPendingModifiedValues (p. 820)对象。
不受 Neptune 支持。
• PercentProgress（在 CLI 中：--percent-progres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percent_progress） – UTF-8 字符串。
指定操作的进度百分比。
• Port（在 CLI 中：--port，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port） – 数字 (integer)。
指定数据库引擎侦听的端口。
• PreferredBackupWindow（在 CLI 中：--preferred-backup-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preferred_backup_window） – UTF-8 字符串。
指定在启用自动备份时，自动执行备份的日常时间范围，如 BackupRetentionPeriod 所规定。
• PreferredMaintenanceWindow（在 CLI 中：--preferred-maintenance-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
使用：preferred_maintenance_window） – UTF-8 字符串。
指定可进行系统维护的每周时间范围（采用通用协调时间 (UTC)）。
• ReaderEndpoint（在 CLI 中：--reader-endpoint，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reader_endpoint）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的读取器终端节点。数据库集群的读取器终端节点跨数据库集群中可用的只读副本，实现连接
的负载均衡。当客户端请求与读取器终端节点的新连接时，Neptune 将在数据库集群中的只读副本之间分
配连接请求。该功能可帮助跨数据库集群中的多个只读副本平衡读取工作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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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发生了故障转移并且连接到的只读副本将提升到主实例，则将删除您的连接。要继续向集群中的其他
只读副本发送读取工作负载，您可以随后重新连接到读取器终端节点。
• ReadReplicaIdentifiers（在 CLI 中：--read-replica-identifier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read_replica_identifiers） — 数组 ReadReplicaIdentifier— UTF-8 字符串。
包含一个或多个与此数据库集群关联的只读副本的标识符。
• ReplicationSourceIdentifier（在 CLI 中：--replication-source-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replication_source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不受 Neptune 支持。
• ReplicationType（在 CLI 中：--replication-type，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replication_type）
– UTF-8 字符串。
不受 Neptune 支持。
• Status（在 CLI 中：--status，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status） – UTF-8 字符串。
指定此数据库集群的当前状态。
• StorageEncrypted（在 CLI 中：--storage-encrypted，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storage_encrypted） – Boolean.
指定数据库集群是否已加密。
• VpcSecurityGroups（在 CLI 中：--vpc-security-group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vpc_security_groups） — 数组VpcSecurityGroupMembership (p. 971)
VpcSecurityGroupMembership 对象。
提供数据库集群所属的 VPC 安全组的列表。

错误
• DBClusterNotFoundFault (p. 974)
• 无效数据库ClusterStateFault (p. 983)
• 无效数据库InstanceStateFault (p. 983)

StopDBCluster（操作）
此 API 的Amazon CLI 名称为：stop-db-cluster，而 Python 的名字是：stop_db_cluster.
停止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在停止数据库集群时，Neptune 将保留数据库集群的元数据，包括其终
端节点和数据库参数组。
Neptune 还保留事务日志，以便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point-in-time如果需要，还原。
请求
• DB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b_cluster_identifier） –必需。UTF-8 字符串。
要停止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数据库集群标识符。该参数作为一个小写字符串存储。
响应
包含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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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数据类型用作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DBClusters” (p. 854) 操作中的响应元素。
• AllocatedStorage（在 CLI 中：--allocated-storage，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allocated_storage） – 数字 (integer)。
AllocatedStorage 始终返回 1，因为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存储大小不固定，而是会根据需要自动调
整。
• AssociatedRoles（在 CLI 中：--associated-role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associated_roles） — 数组DBClusterRole (p. 820)DBClusterRole 对象。
提供与数据库集群关联的 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角色的列表。与数据库集群
关联的 IAM 角色授予数据库集群代表您访问其他 Amazon 服务的权限。
• AutomaticRestartTime（在 CLI 中：--automatic-restart-time，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automatic_restart_time） – 时间戳.
数据库集群将自动重启的时间。
• AvailabilityZones（在 CLI 中：--availability-zone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availability_zones） — 数组 AvailabilityZone— UTF-8 字符串。
提供可在其上创建数据库集群中实例的 EC2 可用区的列表。
• BacktrackConsumedChangeRecords（在 CLI 中：--backtrack-consumed-change-records，或者
在 Python 中使用：backtrack_consumed_change_records） – 数字 (long)。
不受 Neptune 支持。
• BacktrackWindow（在 CLI 中：--backtrack-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backtrack_window） – 数字 (long)。
不受 Neptune 支持。
• BackupRetentionPeriod（在 CLI 中：--backup-retention-period，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backup_retention_period） – 数字 (integer)。
指定自动数据库快照的保留天数。
• Capacity（在 CLI 中：--capacity，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capacity） – 数字 (integer)。
不受 Neptune 支持。
• CloneGroupId（在 CLI 中：--clone-group-id，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clone_group_id） –
UTF-8 字符串。
标识数据库集群与之关联的克隆组。
• ClusterCreateTime（在 CLI 中：--cluster-creat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cluster_create_time） – 时间戳.
指定创建数据库集群的时间，采用通用协调时间 (UTC)。
• CopyTagsToSnapshot（在 CLI 中：--copy-tags-to-snapshot，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copy_tags_to_snapshot） – Boolean.
如果设置为true，标签将被复制到所创建的数据库集群的任何快照中。
• CrossAccountClone（在 CLI 中：--cross-account-clone，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cross_account_clone） – Boolean.
如果设置为true，则可以跨账户克隆数据库集群。
• DatabaseName（在 CLI 中：--database-name，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database_name） – UTF-8
字符串。
包含此数据库集群在创建时提供的初始数据库的名称（如果在创建数据库集群时指定了初始数据库）。在
数据库集群的使用期间会始终返回同一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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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ClusterArn（在 CLI 中：--db-cluster-arn，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db_cluster_arn）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DB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b_cluster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包含用户提供的数据库集群标识符。此标识符是识别数据库集群的唯一键。
• DBClusterMembers（在 CLI 中：--db-cluster-member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b_cluster_members） — 数组DBClusterMember (p. 820)DBClusterMember 对象。
提供组成数据库集群的实例的列表。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在 CLI 中：--db-cluster-parameter-group，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b_cluster_parameter_group） – UTF-8 字符串。
指定数据库集群的数据库集群参数组名称。
• DbClusterResourceId（在 CLI 中：--db-cluster-resource-id，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b_cluster_resource_id）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在 Amazon 区域中唯一的不可变的不可变的标识符。此标识符可在亚马逊找到 CloudTrail 每次
访问数据库集群的 Amazon KMS 密钥时，记录条目。
• DBSubnetGroup（在 CLI 中：--db-subnet-group，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db_subnet_group） –
UTF-8 字符串。
指定与数据库集群关联的子网组的信息，包括名称、描述和子网组中的子网。
• DeletionProtection（在 CLI 中：--deletion-protection，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eletion_protection） – Boolean.
指示数据库集群是否已启用删除保护。在启用删除保护时，无法删除数据库。
• EarliestBacktrackTime（在 CLI 中：--earliest-backtrack-time，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earliest_backtrack_time） – 时间戳.
不受 Neptune 支持。
• EarliestRestorableTime（在 CLI 中：--earliest-restorabl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earliest_restorable_time） – 时间戳.
指定数据库可以使用数据库还原的最早还原时间 point-in-time还原。
• EnabledCloudwatchLogsExports（在 CLI 中：--enabled-cloudwatch-logs-exports，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enabled_cloudwatch_logs_exports） – 一个 UTF-8 字符串数组。
此数据库集群配置为导出到 CloudWatch日志。
• Endpoint（在 CLI 中：--endpoint，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endpoint） – UTF-8 字符串。
指定数据库集群的主实例的连接终端节点。
• Engine（在 CLI 中：--engine，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engine） – UTF-8 字符串。
提供要用于此数据库集群的数据库引擎的名称。
• EngineVersion（在 CLI 中：--engine-version，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engine_version） –
UTF-8 字符串。
指示数据库引擎版本。
• HostedZoneId（在 CLI 中：--hosted-zone-id，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hosted_zone_id） –
UTF-8 字符串。
指定在您创建托管区域时 Amazon Route 53 分配的 ID。
API 版本 2020-12-18
843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StopDBCluster

• 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Enabled（在 CLI 中：--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enabled，或
者在 Python 中使用：iam_database_authentication_enabled） – Boolean.
如果启用了 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账户与数据库账户之间的映射，则为
true；否则为 false。
• KmsKeyId（在 CLI 中：--kms-key-id，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kms_key_id） – UTF-8 字符串。
如果 StorageEncrypted 为 true，则为加密数据库集群的 Amazon KMS 密钥标识符。
• LatestRestorableTime（在 CLI 中：--latest-restorabl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latest_restorable_time） – 时间戳.
指定数据库可以使用数据库可以使用数据库可以使用数据库可以使用数据库还原的最新还原时间 point-intime还原。
• MultiAZ（在 CLI 中：--multi-az，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multi_az） – Boolean.
指定数据库集群是否在多个可用区中有实例。
• PendingModifiedValues（在 CLI 中：--pending-modified-value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pending_modified_values） — AClusterPendingModifiedValues (p. 820)对象。
不受 Neptune 支持。
• PercentProgress（在 CLI 中：--percent-progres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percent_progress） – UTF-8 字符串。
指定操作的进度百分比。
• Port（在 CLI 中：--port，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port） – 数字 (integer)。
指定数据库引擎侦听的端口。
• PreferredBackupWindow（在 CLI 中：--preferred-backup-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preferred_backup_window） – UTF-8 字符串。
指定在启用自动备份时，自动执行备份的日常时间范围，如 BackupRetentionPeriod 所规定。
• PreferredMaintenanceWindow（在 CLI 中：--preferred-maintenance-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
使用：preferred_maintenance_window） – UTF-8 字符串。
指定可进行系统维护的每周时间范围（采用通用协调时间 (UTC)）。
• ReaderEndpoint（在 CLI 中：--reader-endpoint，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reader_endpoint）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的读取器终端节点。数据库集群的读取器终端节点跨数据库集群中可用的只读副本，实现连接
的负载均衡。当客户端请求与读取器终端节点的新连接时，Neptune 将在数据库集群中的只读副本之间分
配连接请求。该功能可帮助跨数据库集群中的多个只读副本平衡读取工作负载。
如果发生了故障转移并且连接到的只读副本将提升到主实例，则将删除您的连接。要继续向集群中的其他
只读副本发送读取工作负载，您可以随后重新连接到读取器终端节点。
• ReadReplicaIdentifiers（在 CLI 中：--read-replica-identifier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read_replica_identifiers） — 数组 ReadReplicaIdentifier— UTF-8 字符串。
包含一个或多个与此数据库集群关联的只读副本的标识符。
• ReplicationSourceIdentifier（在 CLI 中：--replication-source-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replication_source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不受 Neptune 支持。
• ReplicationType（在 CLI 中：--replication-type，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replication_type）
– UTF-8 字符串。
不受 Neptune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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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us（在 CLI 中：--status，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status） – UTF-8 字符串。
指定此数据库集群的当前状态。
• StorageEncrypted（在 CLI 中：--storage-encrypted，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storage_encrypted） – Boolean.
指定数据库集群是否已加密。
• VpcSecurityGroups（在 CLI 中：--vpc-security-group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vpc_security_groups） — 数组VpcSecurityGroupMembership (p. 971)
VpcSecurityGroupMembership 对象。
提供数据库集群所属的 VPC 安全组的列表。

错误
• DBClusterNotFoundFault (p. 974)
• 无效数据库ClusterStateFault (p. 983)
• 无效数据库InstanceStateFault (p. 983)

AddRoleToDBCluster（操作）
此 API 的Amazon CLI 名称为：add-role-to-db-cluster，而 Python 的名字
是：add_role_to_db_cluster.
将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角色与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关联。
请求
• DB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b_cluster_identifier） –必需。UTF-8 字符串。
IAM 角色与之关联的数据库集群的名称。
• FeatureName（在 CLI 中：--feature-name，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feature_name） – UTF-8 字
符串。
要与 IAM 角色关联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功能的名称。有关支持的功能名称的列表，请参
阅DBEngineVersion.
• RoleArn（在 CLI 中：--role-arn，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role_arn） –必需。UTF-8 字符串。
与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关联的 IAM 角色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例如
arn:aws:iam::123456789012:role/NeptuneAccessRole。

响应
• 无响应参数。

错误
• DBClusterNotFoundFault (p. 974)
• DBClusterRoleAlreadyExistsFault (p. 975)
• 无效数据库ClusterStateFault (p. 983)
• DBClusterRoleQuotaExceededFault (p. 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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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veRoleFromDBCluster（操作）
此 API 的Amazon CLI 名称为：remove-role-from-db-cluster，而 Python 的名字
是：remove_role_from_db_cluster.
取消数据库集群与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角色的关联。
请求
• DB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b_cluster_identifier） –必需。UTF-8 字符串。
从中取消与 IAM 角色关联的数据库集群的名称。
• FeatureName（在 CLI 中：--feature-name，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feature_name） – UTF-8 字
符串。
要解除 IAM 角色关联的数据库集群的功能的名称。有关支持的功能名称的列表，请参
阅describedBEngineVersions.
• RoleArn（在 CLI 中：--role-arn，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role_arn） –必需。UTF-8 字符串。
要取消与数据库集群关联的 IAM 角色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例如
arn:aws:iam::123456789012:role/NeptuneAccessRole。

响应
• 无响应参数。

错误
• DBClusterNotFoundFault (p. 974)
• DBClusterRoleNotFoundFault (p. 975)
• 无效数据库ClusterStateFault (p. 983)

FailoverDBCluster（操作）
此 API 的Amazon CLI 名称为：failover-db-cluster，而 Python 的名字
是：failover_db_cluster.
强制数据库集群故障转移。
数据库集群的故障转移会将数据库集群中的只读副本之一（只读实例）提升为主实例（集群写入器）。
Amazon Neptune 在主实例发生故障时自动故障转移到只读副本（如果存在）。当您要模拟主实例的故障以
进行测试时，可以强制进行故障转移。由于数据库集群中的每个实例都有自己的终端节点地址，您需要在故
障转移完成后清理并重新建立使用这些终端节点地址的任何现有连接。
请求
• DB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b_cluster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用于强制进行故障转移的数据库集群标识符。此参数不区分大小写。
约束：
• 必须匹配现有 DBCluster 的标识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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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rgetDBInstanceIdentifier（在 CLI 中：--target-db-instance-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target_db_instance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提升为主实例的实例的名称。
您必须指定数据库集群中只读副本的实例标识符。例如，mydbcluster-replica1。
响应
包含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详细信息。
此数据类型用作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DBClusters” (p. 854) 操作中的响应元素。
• AllocatedStorage（在 CLI 中：--allocated-storage，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allocated_storage） – 数字 (integer)。
AllocatedStorage 始终返回 1，因为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存储大小不固定，而是会根据需要自动调
整。
• AssociatedRoles（在 CLI 中：--associated-role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associated_roles） — 数组DBClusterRole (p. 820)DBClusterRole 对象。
提供与数据库集群关联的 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角色的列表。与数据库集群
关联的 IAM 角色授予数据库集群代表您访问其他 Amazon 服务的权限。
• AutomaticRestartTime（在 CLI 中：--automatic-restart-time，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automatic_restart_time） – 时间戳.
数据库集群将自动重启的时间。
• AvailabilityZones（在 CLI 中：--availability-zone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availability_zones） — 数组 AvailabilityZone— UTF-8 字符串。
提供可在其上创建数据库集群中实例的 EC2 可用区的列表。
• BacktrackConsumedChangeRecords（在 CLI 中：--backtrack-consumed-change-records，或者
在 Python 中使用：backtrack_consumed_change_records） – 数字 (long)。
不受 Neptune 支持。
• BacktrackWindow（在 CLI 中：--backtrack-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backtrack_window） – 数字 (long)。
不受 Neptune 支持。
• BackupRetentionPeriod（在 CLI 中：--backup-retention-period，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backup_retention_period） – 数字 (integer)。
指定自动数据库快照的保留天数。
• Capacity（在 CLI 中：--capacity，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capacity） – 数字 (integer)。
不受 Neptune 支持。
• CloneGroupId（在 CLI 中：--clone-group-id，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clone_group_id） –
UTF-8 字符串。
标识数据库集群与之关联的克隆组。
• ClusterCreateTime（在 CLI 中：--cluster-creat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cluster_create_time） – 时间戳.
指定创建数据库集群的时间，采用通用协调时间 (UTC)。
• CopyTagsToSnapshot（在 CLI 中：--copy-tags-to-snapshot，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copy_tags_to_snapshot） – Boo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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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设置为true，标签将被复制到所创建的数据库集群的任何快照中。
• CrossAccountClone（在 CLI 中：--cross-account-clone，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cross_account_clone） – Boolean.
如果设置为true，则可以跨账户克隆数据库集群。
• DatabaseName（在 CLI 中：--database-name，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database_name） – UTF-8
字符串。
包含此数据库集群在创建时提供的初始数据库的名称（如果在创建数据库集群时指定了初始数据库）。在
数据库集群的使用期间会始终返回同一名称。
• DBClusterArn（在 CLI 中：--db-cluster-arn，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db_cluster_arn）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DB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b_cluster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包含用户提供的数据库集群标识符。此标识符是识别数据库集群的唯一键。
• DBClusterMembers（在 CLI 中：--db-cluster-member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b_cluster_members） — 数组DBClusterMember (p. 820)DBClusterMember 对象。
提供组成数据库集群的实例的列表。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在 CLI 中：--db-cluster-parameter-group，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b_cluster_parameter_group） – UTF-8 字符串。
指定数据库集群的数据库集群参数组名称。
• DbClusterResourceId（在 CLI 中：--db-cluster-resource-id，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b_cluster_resource_id）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在 Amazon 区域中唯一的不可变的不可变的标识符。此标识符可在亚马逊找到 CloudTrail 每次
访问数据库集群的 Amazon KMS 密钥时，记录条目。
• DBSubnetGroup（在 CLI 中：--db-subnet-group，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db_subnet_group） –
UTF-8 字符串。
指定与数据库集群关联的子网组的信息，包括名称、描述和子网组中的子网。
• DeletionProtection（在 CLI 中：--deletion-protection，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eletion_protection） – Boolean.
指示数据库集群是否已启用删除保护。在启用删除保护时，无法删除数据库。
• EarliestBacktrackTime（在 CLI 中：--earliest-backtrack-time，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earliest_backtrack_time） – 时间戳.
不受 Neptune 支持。
• EarliestRestorableTime（在 CLI 中：--earliest-restorabl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earliest_restorable_time） – 时间戳.
指定数据库可以使用数据库还原的最早还原时间 point-in-time还原。
• EnabledCloudwatchLogsExports（在 CLI 中：--enabled-cloudwatch-logs-exports，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enabled_cloudwatch_logs_exports） – 一个 UTF-8 字符串数组。
此数据库集群配置为导出到 CloudWatch日志。
• Endpoint（在 CLI 中：--endpoint，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endpoint） – UTF-8 字符串。
指定数据库集群的主实例的连接终端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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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ine（在 CLI 中：--engine，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engine） – UTF-8 字符串。
提供要用于此数据库集群的数据库引擎的名称。
• EngineVersion（在 CLI 中：--engine-version，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engine_version） –
UTF-8 字符串。
指示数据库引擎版本。
• HostedZoneId（在 CLI 中：--hosted-zone-id，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hosted_zone_id） –
UTF-8 字符串。
指定在您创建托管区域时 Amazon Route 53 分配的 ID。
• 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Enabled（在 CLI 中：--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enabled，或
者在 Python 中使用：iam_database_authentication_enabled） – Boolean.
如果启用了 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账户与数据库账户之间的映射，则为
true；否则为 false。
• KmsKeyId（在 CLI 中：--kms-key-id，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kms_key_id） – UTF-8 字符串。
如果 StorageEncrypted 为 true，则为加密数据库集群的 Amazon KMS 密钥标识符。
• LatestRestorableTime（在 CLI 中：--latest-restorabl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latest_restorable_time） – 时间戳.
指定数据库可以使用数据库可以使用数据库可以使用数据库可以使用数据库还原的最新还原时间 point-intime还原。
• MultiAZ（在 CLI 中：--multi-az，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multi_az） – Boolean.
指定数据库集群是否在多个可用区中有实例。
• PendingModifiedValues（在 CLI 中：--pending-modified-value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pending_modified_values） — AClusterPendingModifiedValues (p. 820)对象。
不受 Neptune 支持。
• PercentProgress（在 CLI 中：--percent-progres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percent_progress） – UTF-8 字符串。
指定操作的进度百分比。
• Port（在 CLI 中：--port，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port） – 数字 (integer)。
指定数据库引擎侦听的端口。
• PreferredBackupWindow（在 CLI 中：--preferred-backup-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preferred_backup_window） – UTF-8 字符串。
指定在启用自动备份时，自动执行备份的日常时间范围，如 BackupRetentionPeriod 所规定。
• PreferredMaintenanceWindow（在 CLI 中：--preferred-maintenance-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
使用：preferred_maintenance_window） – UTF-8 字符串。
指定可进行系统维护的每周时间范围（采用通用协调时间 (UTC)）。
• ReaderEndpoint（在 CLI 中：--reader-endpoint，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reader_endpoint）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的读取器终端节点。数据库集群的读取器终端节点跨数据库集群中可用的只读副本，实现连接
的负载均衡。当客户端请求与读取器终端节点的新连接时，Neptune 将在数据库集群中的只读副本之间分
配连接请求。该功能可帮助跨数据库集群中的多个只读副本平衡读取工作负载。
如果发生了故障转移并且连接到的只读副本将提升到主实例，则将删除您的连接。要继续向集群中的其他
只读副本发送读取工作负载，您可以随后重新连接到读取器终端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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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ReplicaIdentifiers（在 CLI 中：--read-replica-identifier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read_replica_identifiers） — 数组 ReadReplicaIdentifier— UTF-8 字符串。
包含一个或多个与此数据库集群关联的只读副本的标识符。
• ReplicationSourceIdentifier（在 CLI 中：--replication-source-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replication_source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不受 Neptune 支持。
• ReplicationType（在 CLI 中：--replication-type，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replication_type）
– UTF-8 字符串。
不受 Neptune 支持。
• Status（在 CLI 中：--status，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status） – UTF-8 字符串。
指定此数据库集群的当前状态。
• StorageEncrypted（在 CLI 中：--storage-encrypted，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storage_encrypted） – Boolean.
指定数据库集群是否已加密。
• VpcSecurityGroups（在 CLI 中：--vpc-security-group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vpc_security_groups） — 数组VpcSecurityGroupMembership (p. 971)
VpcSecurityGroupMembership 对象。
提供数据库集群所属的 VPC 安全组的列表。

错误
• DBClusterNotFoundFault (p. 974)
• 无效数据库ClusterStateFault (p. 983)
• 无效数据库InstanceStateFault (p. 983)

PromoteReadReplicaDBCluster（操作）
此 API 的Amazon CLI 名称为：promote-read-replica-db-cluster，而 Python 的名字
是：promote_read_replica_db_cluster.
不支持。
请求
• DB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b_cluster_identifier） –必需。UTF-8 字符串。
不支持。
响应
包含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详细信息。
此数据类型用作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DBClusters” (p. 854) 操作中的响应元素。
• AllocatedStorage（在 CLI 中：--allocated-storage，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allocated_storage） – 数字 (int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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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catedStorage 始终返回 1，因为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存储大小不固定，而是会根据需要自动调
整。
• AssociatedRoles（在 CLI 中：--associated-role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associated_roles） — 数组DBClusterRole (p. 820)DBClusterRole 对象。
提供与数据库集群关联的 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角色的列表。与数据库集群
关联的 IAM 角色授予数据库集群代表您访问其他 Amazon 服务的权限。
• AutomaticRestartTime（在 CLI 中：--automatic-restart-time，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automatic_restart_time） – 时间戳.
数据库集群将自动重启的时间。
• AvailabilityZones（在 CLI 中：--availability-zone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availability_zones） — 数组 AvailabilityZone— UTF-8 字符串。
提供可在其上创建数据库集群中实例的 EC2 可用区的列表。
• BacktrackConsumedChangeRecords（在 CLI 中：--backtrack-consumed-change-records，或者
在 Python 中使用：backtrack_consumed_change_records） – 数字 (long)。
不受 Neptune 支持。
• BacktrackWindow（在 CLI 中：--backtrack-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backtrack_window） – 数字 (long)。
不受 Neptune 支持。
• BackupRetentionPeriod（在 CLI 中：--backup-retention-period，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backup_retention_period） – 数字 (integer)。
指定自动数据库快照的保留天数。
• Capacity（在 CLI 中：--capacity，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capacity） – 数字 (integer)。
不受 Neptune 支持。
• CloneGroupId（在 CLI 中：--clone-group-id，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clone_group_id） –
UTF-8 字符串。
标识数据库集群与之关联的克隆组。
• ClusterCreateTime（在 CLI 中：--cluster-creat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cluster_create_time） – 时间戳.
指定创建数据库集群的时间，采用通用协调时间 (UTC)。
• CopyTagsToSnapshot（在 CLI 中：--copy-tags-to-snapshot，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copy_tags_to_snapshot） – Boolean.
如果设置为true，标签将被复制到所创建的数据库集群的任何快照中。
• CrossAccountClone（在 CLI 中：--cross-account-clone，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cross_account_clone） – Boolean.
如果设置为true，则可以跨账户克隆数据库集群。
• DatabaseName（在 CLI 中：--database-name，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database_name） – UTF-8
字符串。
包含此数据库集群在创建时提供的初始数据库的名称（如果在创建数据库集群时指定了初始数据库）。在
数据库集群的使用期间会始终返回同一名称。
• DBClusterArn（在 CLI 中：--db-cluster-arn，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db_cluster_arn） –
UTF-8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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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集群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DB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b_cluster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包含用户提供的数据库集群标识符。此标识符是识别数据库集群的唯一键。
• DBClusterMembers（在 CLI 中：--db-cluster-member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b_cluster_members） — 数组DBClusterMember (p. 820)DBClusterMember 对象。
提供组成数据库集群的实例的列表。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在 CLI 中：--db-cluster-parameter-group，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parameter_group） – UTF-8 字符串。
指定数据库集群的数据库集群参数组名称。
• DbClusterResourceId（在 CLI 中：--db-cluster-resource-id，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resource_id）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在 Amazon 区域中唯一的不可变的不可变的标识符。此标识符可在亚马逊找到 CloudTrail 每次
访问数据库集群的 Amazon KMS 密钥时，记录条目。
• DBSubnetGroup（在 CLI 中：--db-subnet-group，或者在 Python 中：db_subnet_group） –
UTF-8 字符串。
指定与数据库集群关联的子网组的信息，包括名称、描述和子网组中的子网。
• DeletionProtection（在 CLI 中：--deletion-protection，或者在 Python
中：deletion_protection） – Boolean.
指示数据库集群是否已启用删除保护。在启用删除保护时，无法删除数据库。
• EarliestBacktrackTime（在 CLI 中：--earliest-backtrack-time，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earliest_backtrack_time） – 时间戳.
不受 Neptune 支持。
• EarliestRestorableTime（在 CLI 中：--earliest-restorabl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earliest_restorable_time） – 时间戳.
指定数据库可以使用数据库还原的最早还原时间 point-in-time还原。
• EnabledCloudwatchLogsExports（在 CLI 中：--enabled-cloudwatch-logs-exports，或者在
Python 中：enabled_cloudwatch_logs_exports） – 一个 UTF-8 字符串数组。
此数据库集群配置为导出到 CloudWatch日志。
• Endpoint（在 CLI 中：--endpoint，或者在 Python 中：endpoint） – UTF-8 字符串。
指定数据库集群的主实例的连接终端节点。
• Engine（在 CLI 中：--engine，或者在 Python 中：engine） – UTF-8 字符串。
提供要用于此数据库集群的数据库引擎的名称。
• EngineVersion（在 CLI 中：--engine-version，或者在 Python 中：engine_version） – UTF-8 字
符串。
指示数据库引擎版本。
• HostedZoneId（在 CLI 中：--hosted-zone-id，或者在 Python 中：hosted_zone_id） – UTF-8 字
符串。
指定在您创建托管区域时 Amazon Route 53 分配的 ID。
• 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Enabled（在 CLI 中：--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enabled，或
者在 Python 中：iam_database_authentication_enabled） – Boo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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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启用了 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账户与数据库账户之间的映射，则为
true；否则为 false。
• KmsKeyId（在 CLI 中：--kms-key-id，或者在 Python 中：kms_key_id） – UTF-8 字符串。
如果 StorageEncrypted 为 true，则为加密数据库集群的 Amazon KMS 密钥标识符。
• LatestRestorableTime（在 CLI 中：--latest-restorabl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latest_restorable_time） – 时间戳.
指定数据库可以使用数据库可以使用数据库可以使用数据库可以使用数据库还原的最新还原时间 point-intime还原。
• MultiAZ（在 CLI 中：--multi-az，或者在 Python 中：multi_az） – Boolean.
指定数据库集群是否在多个可用区中有实例。
• PendingModifiedValues（在 CLI 中：--pending-modified-values，或者在 Python
中：pending_modified_values） — AClusterPendingModifiedValues (p. 820)对象。
不受 Neptune 支持。
• PercentProgress（在 CLI 中：--percent-progress，或者在 Python 中：percent_progress） –
UTF-8 字符串。
指定操作的进度百分比。
• Port（在 CLI 中：--port，或者在 Python 中：port） – 数字 (integer)。
指定数据库引擎侦听的端口。
• PreferredBackupWindow（在 CLI 中：--preferred-backup-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preferred_backup_window） – UTF-8 字符串。
指定在启用自动备份时，自动执行备份的日常时间范围，如 BackupRetentionPeriod 所规定。
• PreferredMaintenanceWindow（在 CLI 中：--preferred-maintenance-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preferred_maintenance_window） – UTF-8 字符串。
指定可进行系统维护的每周时间范围（采用通用协调时间 (UTC)）。
• ReaderEndpoint（在 CLI 中：--reader-endpoint，或者在 Python 中：reader_endpoint）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的读取器终端节点。数据库集群的读取器终端节点跨数据库集群中可用的只读副本，实现连接
的负载均衡。当客户端请求与读取器终端节点的新连接时，Neptune 将在数据库集群中的只读副本之间分
配连接请求。该功能可帮助跨数据库集群中的多个只读副本平衡读取工作负载。
如果发生了故障转移并且连接到的只读副本将提升到主实例，则将删除您的连接。要继续向集群中的其他
只读副本发送读取工作负载，您可以随后重新连接到读取器终端节点。
• ReadReplicaIdentifiers（在 CLI 中：--read-replica-identifiers，或者在 Python
中：read_replica_identifiers） — 数组 ReadReplicaIdentifier— UTF-8 字符串。
包含一个或多个与此数据库集群关联的只读副本的标识符。
• ReplicationSourceIdentifier（在 CLI 中：--replication-source-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replication_source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不受 Neptune 支持。
• ReplicationType（在 CLI 中：--replication-type，或者在 Python 中：replication_type） –
UTF-8 字符串。
不受 Neptune 支持。
• Status（在 CLI 中：--status，或者在 Python 中：status） – UTF-8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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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此数据库集群的当前状态。
• StorageEncrypted（在 CLI 中：--storage-encrypted，或者在 Python 中：storage_encrypted）
– Boolean.
指定数据库集群是否已加密。
• VpcSecurityGroups（在 CLI 中：--vpc-security-groups，或者在 Python
中：vpc_security_groups） — 数组VpcSecurityGroupMembership (p. 971)
VpcSecurityGroupMembership 对象。
提供数据库集群所属的 VPC 安全组的列表。

错误
• DBClusterNotFoundFault (p. 974)
• 无效数据库ClusterStateFault (p. 983)

DescribeDBClusters（操作）
此 API 的Amazon CLI 名称为：describe-db-clusters，而 Python 的名字
是：describe_db_clusters.
返回有关预配置的数据库集群的信息，并支持分页。

Note
此操作还可以返回 Amazon RDS 集群和 Amazon DocDB 集群的信息。
请求
• DB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用户提供的数据库集群标识符。如果指定了此参数，则只返回特定数据库集群的信息。该参数不区分大小
写。
约束：
• 如果提供，则必须匹配现有 DBClusterIdentifier.
• Filters（在 CLI 中：--filters，或者在 Python 中：filters） — 数组筛选条件 (p. 970)筛选对象。
筛选条件指定要描述的一个或多个数据库集群。
支持的筛选条件：
• db-cluster-id - 接受数据库集群标识符和数据库集群 Amazon 资源名称 (ARN)。结果列表中仅包含
由这些 ARN 确定的数据库集群的相关信息。
• engine - 接受引擎名称（例如 neptune），并将结果列表限制为由该引擎创建的数据库集群。
例如，要从 Amazon CLI 调用此 API 并进行筛选，以便仅返回 Neptune 数据库集群，您可以使用以下命
令：

Example
aws neptune describe-db-clusters \
--filters Name=engine,Values=nept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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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er（在 CLI 中：--marker，或者在 Python 中：marker） – UTF-8 字符串。
由之前的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DBClusters” (p. 854) 请求提供的可选分页标记。如果指定此参
数，则响应仅包含标记之外的记录，最大数量为 MaxRecords 指定的值。
• MaxRecords（在 CLI 中：--max-records，或者在 Python 中：max_records） – 数字 (integer)。
包括在响应中的最大记录数。如果存在的记录数超过了指定的MaxRecords 值，则在响应中包含称为标记
的分页记号，以便检索剩余的结果。
默认值：100
约束：最低为 20，最高为 100。
响应
• DBClusters（在 CLI 中：--db-clusters，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s） — 数
组DBCluster (p. 817)DBCluster 对象。
包含用户的数据库集群列表。
• Marker（在 CLI 中：--marker，或者在 Python 中：marker） – UTF-8 字符串。
分页标记，您可在后续的 DescribeDBClusters 请求中使用。

错误
• DBClusterNotFoundFault (p. 974)

Neptune 全局数据库 API
结构：
• GlobalCluster （结构） (p. 855)
操作:
• CreateGlobalCluster （动作） (p. 856)
• DeleteGlobalCluster （动作） (p. 858)
• ModifyGlobalCluster （动作） (p. 859)
• DescribeGlobalClusters （动作） (p. 861)
• FailoverGlobalCluster （动作） (p. 862)
• RemoveFromGlobalCluster （动作） (p. 864)

GlobalCluster （结构）
包含 Amazon Neptune 全局数据库的详细信息。
此用作的响应元素the section called “CreateGlobalCluster” (p. 856)、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GlobalClusters” (p. 861)、the section called “ModifyGlobalCluster” (p. 859)、the section
called “DeleteGlobalCluster” (p. 858)、the section called “FailoverGlobalCluster” (p. 862), 和the section
called “RemoveFromGlobalCluster” (p. 864)行动。
API 版本 2020-12-18
855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CreateGlobalCluster

字段
• DeletionProtection – 布尔值。
全局数据库的删除保护设置。
• Engine – UTF-8 字符串。
全局数据库使用的 Neptune 数据库引擎 ("neptune")。
• EngineVersion – UTF-8 字符串。
全局数据库使用的 Neptune 引擎版本。
• GlobalClusterArn – UTF-8 字符串。
全局数据库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GlobalClusterIdentifier— UTF-8 字符串，长度不少于 1 个字节或超过 255 个字节，与正则表达式匹
配：'[A-Zaz] [A-Za-Za-za-za-za-za-za-za-za-za
包含用户提供的全局数据库集群的全局数据库集群标识符。此标识符是识别全局数据库的唯一键。
• GlobalClusterMembers— 数组？数组。 GlobalClusterMember— 一个结构。
属于全局数据库的所有数据库集群的集群 ARN 和实例 ARN 的列表。
• GlobalClusterResourceId – UTF-8 字符串。
全局数据库的不可变标识符，在所有区域中都是唯一的。此标识符位于 CloudTrail 每次访问数据库集群的
KMS 密钥时，记录条目。
• Status – UTF-8 字符串。
指定此全局数据库的当前状态。
• StorageEncrypted – 布尔值。
全局数据库的存储加密设置。
GlobalCluster 用作下列对象的响应元素：
• CreateGlobalCluster (p. 856)
• ModifyGlobalCluster (p. 859)
• DeleteGlobalCluster (p. 858)
• RemoveFromGlobalCluster (p. 864)
• FailoverGlobalCluster (p. 862)

CreateGlobalCluster （动作）
此 API 的 Amazon CLI 名称为：create-global-cluster，而 Python 的名字
是：create_global_cluster.
创建分布在多个Amazon 区域中的 Neptune 全局数据库。全局数据库包含一个具有读写功能的主集群和只读
辅助集群通过 Neptune 存储子系统执行的高速复制从主集群接收数据。
您可以创建最初为空的全局数据库，然后向其中添加主集群和辅助集群在创建操作期间指定一个现有
Neptune 集群作为全局数据库的主集群的辅助集群作为全局数据库的主集群使用。
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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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baseName（在 CLI 中：--database-name，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database_name） – UTF-8
字符串。
新全局数据库的名称（最多 64 个字母和数字字符。
• DeletionProtection（在 CLI 中：--deletion-protection，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eletion_protection） – Boolean.
新全局数据库的删除保护设置。在启用删除保护时，无法删除全局数据库。
• Engine（在 CLI 中：--engine，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engine） – UTF-8 字符串。
要在全局数据库中使用的数据库引擎的名称。
有效值：neptune
• EngineVersion（在 CLI 中：--engine-version，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engine_version） –
UTF-8 字符串。
全局数据库要使用的 Neptune 引擎版本。
有效值：1.2.0.0或以上。
• Global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global-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global_cluster_identifier） –对于是必需：UTF-8 字符串，长度不少于 1 个字节或超过 255
个字节，与正则表达式匹配：'[A-Zaz] [A-Za-Za-za-za-za-za-za-za-za-za
新全局数据库集群的集群标识符。
• SourceDB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source-db-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source_db_cluster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可选) 要用作新全局数据库的主集群Neptune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StorageEncrypted（在 CLI 中：--storage-encrypted，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storage_encrypted） – Boolean.
新全局数据库集群的存储加密设置。
响应
包含 Amazon Neptune 全局数据库的详细信息。
此用作的响应元素the section called “CreateGlobalCluster” (p. 856)、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GlobalClusters” (p. 861)、the section called “ModifyGlobalCluster” (p. 859)、the section
called “DeleteGlobalCluster” (p. 858)、the section called “FailoverGlobalCluster” (p. 862), 和the section
called “RemoveFromGlobalCluster” (p. 864)行动。
• DeletionProtection（在 CLI 中：--deletion-protection，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eletion_protection） – Boolean.
全局数据库的删除保护设置。
• Engine（在 CLI 中：--engine，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engine） – UTF-8 字符串。
全局数据库使用的 Neptune 数据库引擎 ("neptune")。
• EngineVersion（在 CLI 中：--engine-version，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engine_version） –
UTF-8 字符串。
全局数据库使用的 Neptune 引擎版本。
• GlobalClusterArn（在 CLI 中：--global-cluster-arn，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global_cluster_arn） – UTF-8 字符串。
全局数据库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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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bal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global-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global_cluster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长度不少于 1 个字节或超过 255 个字节，与
正则表达式匹配：'[A-Zaz] [A-Za-Za-za-za-za-za-za-za-za-za
包含用户提供的全局数据库集群的全局数据库集群标识符。此标识符是识别全局数据库的唯一键。
• GlobalClusterMembers（在 CLI 中：--global-cluster-member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global_cluster_members） — 数组？数组。 GlobalClusterMember— 一个结构。
属于全局数据库的所有数据库集群的集群 ARN 和实例 ARN 的列表。
• GlobalClusterResourceId（在 CLI 中：--global-cluster-resource-id，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global_cluster_resource_id） – UTF-8 字符串。
全局数据库的不可变标识符，在所有区域中都是唯一的。此标识符位于 CloudTrail 每次访问数据库集群的
KMS 密钥时，记录条目。
• Status（在 CLI 中：--status，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status） – UTF-8 字符串。
指定此全局数据库的当前状态。
• StorageEncrypted（在 CLI 中：--storage-encrypted，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storage_encrypted） – Boolean.
全局数据库的存储加密设置。

错误
• GlobalClusterAlreadyExistsFault (p. 981)
• GlobalClusterQuotaExceededFault (p. 981)
• 无效数据库ClusterStateFault (p. 983)
• DBClusterNotFoundFault (p. 974)

DeleteGlobalCluster （动作）
此 API 的 Amazon CLI 名称为：delete-global-cluster，而 Python 的名字
是：delete_global_cluster.
删除全局数据库。必须先断开或删除主群集和所有辅助群集。
请求
• Global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global-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global_cluster_identifier） –对于是必需：UTF-8 字符串，长度不少于 1 个字节或超过 255
个字节，与正则表达式匹配：'[A-Zaz] [A-Za-Za-za-za-za-za-za-za-za-za
要删除的全局数据库集群的集群集群集群的集群集群的集群
响应
包含 Amazon Neptune 全局数据库的详细信息。
此用作的响应元素the section called “CreateGlobalCluster” (p. 856)、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GlobalClusters” (p. 861)、the section called “ModifyGlobalCluster” (p. 859)、the section
called “DeleteGlobalCluster” (p. 858)、the section called “FailoverGlobalCluster” (p. 862), 和the section
called “RemoveFromGlobalCluster” (p. 864)行动。
• DeletionProtection（在 CLI 中：--deletion-protection，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eletion_protection） – Boo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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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数据库的删除保护设置。
• Engine（在 CLI 中：--engine，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engine） – UTF-8 字符串。
全局数据库使用的 Neptune 数据库引擎 ("neptune")。
• EngineVersion（在 CLI 中：--engine-version，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engine_version） –
UTF-8 字符串。
全局数据库使用的 Neptune 引擎版本。
• GlobalClusterArn（在 CLI 中：--global-cluster-arn，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global_cluster_arn） – UTF-8 字符串。
全局数据库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Global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global-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global_cluster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长度不少于 1 个字节或超过 255 个字节，与
正则表达式匹配：'[A-Zaz] [A-Za-Za-za-za-za-za-za-za-za-za
包含用户提供的全局数据库集群的全局数据库集群标识符。此标识符是识别全局数据库的唯一键。
• GlobalClusterMembers（在 CLI 中：--global-cluster-member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global_cluster_members） — 数组？数组。 GlobalClusterMember— 一个结构。
属于全局数据库的所有数据库集群的集群 ARN 和实例 ARN 的列表。
• GlobalClusterResourceId（在 CLI 中：--global-cluster-resource-id，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global_cluster_resource_id） – UTF-8 字符串。
全局数据库的不可变标识符，在所有区域中都是唯一的。此标识符位于 CloudTrail 每次访问数据库集群的
KMS 密钥时，记录条目。
• Status（在 CLI 中：--status，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status） – UTF-8 字符串。
指定此全局数据库的当前状态。
• StorageEncrypted（在 CLI 中：--storage-encrypted，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storage_encrypted） – Boolean.
全局数据库的存储加密设置。

错误
• GlobalClusterNotFoundFault (p. 981)
• InvalidGlobalClusterStateFault (p. 985)

ModifyGlobalCluster （动作）
此 API 的 Amazon CLI 名称为：modify-global-cluster，而 Python 的名字
是：modify_global_cluster.
修改 Amazon Neptune 全局集群的设置。您可通过在请求中指定这些参数及其新值，更改一个或多个数据库
配置参数。
请求
• AllowMajorVersionUpgrade（在 CLI 中：--allow-major-version-upgrade，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allow_major_version_upgrade） – Boolean.
指示是否允许主要版本升级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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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如果指定了值，则必须允许主要版本升级EngineVersion参数是不同于数据库集群当前版本的主
要版本。
如果您升级全局数据库的主版本，集群和数据库实例参数组将设置为新版本的默认参数组，因此您需要在
完成升级后应用任何自定义参数组。
• DeletionProtection（在 CLI 中：--deletion-protection，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eletion_protection） – Boolean.
指示全局数据库是否启用了删除保护。在启用删除保护时，无法删除全局数据库。
• EngineVersion（在 CLI 中：--engine-version，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engine_version） –
UTF-8 字符串。
要升级到的数据库引擎的版本号。更改此参数将导致中断。更改在下个维护时段内应用，除
非ApplyImmediately已启用。
要列出所有可用的Neptune 引擎版本，请使用以下命令：

Example
aws neptune describe-db-engine-versions \
--engine neptune \
--query '*[]|[?SupportsGlobalDatabases == 'true'].[EngineVersion]'

• Global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global-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global_cluster_identifier） –对于是必需：UTF-8 字符串，长度不少于 1 个字节或超过 255
个字节，与正则表达式匹配：'[A-Zaz] [A-Za-Za-za-za-za-za-za-za-za-za
要修改的全局集群的数据库集群的数据库集群的数据库集群标识符。此参数不区分大小写。
约束：必须匹配现有全局数据库集群的标识符。
• NewGlobal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new-global-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new_global_cluster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长度不少于 1 个字节或超过 255 个字
节，与正则表达式匹配：'[A-Zaz] [A-Za-Za-za-za-za-za-za-za-za-za
要分配给全局数据库的新群集标识符。此值以一个小写字符串存储。
约束：
• 必须包含 1 到 63 个字母、数字或连字符。
• 第一个字符必须是字母。
• 不能以连字符结束或包含两个连续连字符
示例：my-cluster2
响应
包含 Amazon Neptune 全局数据库的详细信息。
此用作的响应元素the section called “CreateGlobalCluster” (p. 856)、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GlobalClusters” (p. 861)、the section called “ModifyGlobalCluster” (p. 859)、the section
called “DeleteGlobalCluster” (p. 858)、the section called “FailoverGlobalCluster” (p. 862), 和the section
called “RemoveFromGlobalCluster” (p. 864)行动。
• DeletionProtection（在 CLI 中：--deletion-protection，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eletion_protection） – Boolean.
全局数据库的删除保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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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ine（在 CLI 中：--engine，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engine） – UTF-8 字符串。
全局数据库使用的 Neptune 数据库引擎 ("neptune")。
• EngineVersion（在 CLI 中：--engine-version，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engine_version） –
UTF-8 字符串。
全局数据库使用的 Neptune 引擎版本。
• GlobalClusterArn（在 CLI 中：--global-cluster-arn，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global_cluster_arn） – UTF-8 字符串。
全局数据库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Global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global-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global_cluster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长度不少于 1 个字节或超过 255 个字节，与
正则表达式匹配：'[A-Zaz] [A-Za-Za-za-za-za-za-za-za-za-za
包含用户提供的全局数据库集群的全局数据库集群标识符。此标识符是识别全局数据库的唯一键。
• GlobalClusterMembers（在 CLI 中：--global-cluster-member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global_cluster_members） — 数组？数组。 GlobalClusterMember— 一个结构。
属于全局数据库的所有数据库集群的集群 ARN 和实例 ARN 的列表。
• GlobalClusterResourceId（在 CLI 中：--global-cluster-resource-id，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global_cluster_resource_id） – UTF-8 字符串。
全局数据库的不可变标识符，在所有区域中都是唯一的。此标识符位于 CloudTrail 每次访问数据库集群的
KMS 密钥时，记录条目。
• Status（在 CLI 中：--status，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status） – UTF-8 字符串。
指定此全局数据库的当前状态。
• StorageEncrypted（在 CLI 中：--storage-encrypted，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storage_encrypted） – Boolean.
全局数据库的存储加密设置。

错误
• GlobalClusterNotFoundFault (p. 981)
• InvalidGlobalClusterStateFault (p. 985)

DescribeGlobalClusters （动作）
此 API 的 Amazon CLI 名称为：describe-global-clusters，而 Python 的名字
是：describe_global_clusters.
返回有关 Neptune 全局数据库集群的信息。此 API 支持分页。
请求
• Global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global-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global_cluster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长度不少于 1 个字节或超过 255 个字节，与
正则表达式匹配：'[A-Zaz] [A-Za-Za-za-za-za-za-za-za-za-za
用户提供的数据库集群标识符。如果指定了此参数，则只返回有关指定数据库集群的信息。此参数不区分
大小写。
约束：如果提供，必须匹配现有 DB 集群的数据库集群的数据库集群的数据库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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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er（在 CLI 中：--marker，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marker） – UTF-8 字符串。
(可选) 由上一次调用返回的分页标记。DescribeGlobalClusters. 如果指定此参数，则响应仅包含标
记之外的记录，最大数量为指定的数字MaxRecords.
• MaxRecords（在 CLI 中：--max-records，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max_records） – 数字
(integer)。
包括在响应中的最大记录数。如果存在的记录多于指定的记录MaxRecords值，则响应中包含分页标记标
记，您可以使用该标记检索其余结果。
默认值：100
约束：最低为 20，最高为 100。
响应
• GlobalClusters（在 CLI 中：--global-clusters，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global_clusters） —
数组？数组。GlobalCluster (p. 855) GlobalClusterMember 对象。
此请求返回的全局集群和实例列表。
• Marker（在 CLI 中：--marker，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marker） – UTF-8 字符串。
分页标记。如果在响应中返回此参数，则会有更多记录可用，这些记录可以通过一个或多个额外调用来检
索DescribeGlobalClusters.

错误
• GlobalClusterNotFoundFault (p. 981)

FailoverGlobalCluster （动作）
此 API 的 Amazon CLI 名称为：failover-global-cluster，而 Python 的名字
是：failover_global_cluster.
启动 Neptune 全局数据库的故障转移过程。
Neptune 全局数据库的故障转移将其中一个辅助只读数据库集群提升为主数据库集群，并将主数据库集群降
级为辅助（只读）数据库集群。换句话说，当前主数据库集群和所选目标辅助数据库集群的角色被切换。选
定的辅助数据库集群假定对 Neptune 全局数据库具有完全的读/写能力。

Note
此操作适用仅限到Neptune 全局数据库。此操作仅适用于运行状况良好、Neptune 数据库集群运行
状况良好、没有区域范围中断的 Neptune 全局数据库，用于测试灾难恢复方案或重新配置全局数据
库拓扑。
请求
• Global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global-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global_cluster_identifier） –对于是必需：UTF-8 字符串，长度不少于 1 个字节或超过 255
个字节，与正则表达式匹配：'[A-Zaz] [A-Za-Za-za-za-za-za-za-za-za-za
应进行故障转移的 Neptune 全局数据库的标识符。标识符是创建 Neptune 全局数据库时用户分配的唯一
密钥。换句话说，这是要进行故障转移的全局数据库的名称。
约束：必须匹配现有 Neptune 全局数据库的标识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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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rgetDb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target-db-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target_db_cluster_identifier） –对于是必需：UTF-8 字符串。
要提升为全局数据库的主数据库集群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响应
包含 Amazon Neptune 全局数据库的详细信息。
此用作的响应元素the section called “CreateGlobalCluster” (p. 856)、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GlobalClusters” (p. 861)、the section called “ModifyGlobalCluster” (p. 859)、the section
called “DeleteGlobalCluster” (p. 858)、the section called “FailoverGlobalCluster” (p. 862), 和the section
called “RemoveFromGlobalCluster” (p. 864)行动。
• DeletionProtection（在 CLI 中：--deletion-protection，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eletion_protection） – Boolean.
全局数据库的删除保护设置。
• Engine（在 CLI 中：--engine，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engine） – UTF-8 字符串。
全局数据库使用的 Neptune 数据库引擎 ("neptune")。
• EngineVersion（在 CLI 中：--engine-version，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engine_version） –
UTF-8 字符串。
全局数据库使用的 Neptune 引擎版本。
• GlobalClusterArn（在 CLI 中：--global-cluster-arn，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global_cluster_arn） – UTF-8 字符串。
全局数据库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Global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global-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global_cluster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长度不少于 1 个字节或超过 255 个字节，与
正则表达式匹配：'[A-Zaz] [A-Za-Za-za-za-za-za-za-za-za-za
包含用户提供的全局数据库集群的全局数据库集群标识符。此标识符是识别全局数据库的唯一键。
• GlobalClusterMembers（在 CLI 中：--global-cluster-member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global_cluster_members） — 数组？数组。 GlobalClusterMember— 一个结构。
属于全局数据库的所有数据库集群的集群 ARN 和实例 ARN 的列表。
• GlobalClusterResourceId（在 CLI 中：--global-cluster-resource-id，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global_cluster_resource_id） – UTF-8 字符串。
全局数据库的不可变标识符，在所有区域中都是唯一的。此标识符位于 CloudTrail 每次访问数据库集群的
KMS 密钥时，记录条目。
• Status（在 CLI 中：--status，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status） – UTF-8 字符串。
指定此全局数据库的当前状态。
• StorageEncrypted（在 CLI 中：--storage-encrypted，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storage_encrypted） – Boolean.
全局数据库的存储加密设置。

错误
• GlobalClusterNotFoundFault (p. 981)
• InvalidGlobalClusterStateFault (p. 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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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效数据库ClusterStateFault (p. 983)
• DBClusterNotFoundFault (p. 974)

RemoveFromGlobalCluster （动作）
此 API 的 Amazon CLI 名称为：remove-from-global-cluster，而 Python 的名字
是：remove_from_global_cluster.
将 Neptune 数据库集群与 Neptune 全局数据库分离。辅助群集变为具有读写功能的普通独立群集，而不是
只读，并且不再接收来自主群集的数据。
请求
• Db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b_cluster_identifier） –对于是必需：UTF-8 字符串。
Amazon 资源名称 (ARN)，用于标识要与 Neptune 全局数据库集群分离的集群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Global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global-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global_cluster_identifier） –对于是必需：UTF-8 字符串，长度不少于 1 个字节或超过 255
个字节，与正则表达式匹配：'[A-Zaz] [A-Za-Za-za-za-za-za-za-za-za-za
要从中分离指定的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 Neptune 全局数据库的标识符。
响应
包含 Amazon Neptune 全局数据库的详细信息。
此用作的响应元素the section called “CreateGlobalCluster” (p. 856)、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GlobalClusters” (p. 861)、the section called “ModifyGlobalCluster” (p. 859)、the section
called “DeleteGlobalCluster” (p. 858)、the section called “FailoverGlobalCluster” (p. 862), 和the section
called “RemoveFromGlobalCluster” (p. 864)行动。
• DeletionProtection（在 CLI 中：--deletion-protection，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deletion_protection） – Boolean.
全局数据库的删除保护设置。
• Engine（在 CLI 中：--engine，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engine） – UTF-8 字符串。
全局数据库使用的 Neptune 数据库引擎 ("neptune")。
• EngineVersion（在 CLI 中：--engine-version，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engine_version） –
UTF-8 字符串。
全局数据库使用的 Neptune 引擎版本。
• GlobalClusterArn（在 CLI 中：--global-cluster-arn，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global_cluster_arn） – UTF-8 字符串。
全局数据库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Global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global-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global_cluster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长度不少于 1 个字节或超过 255 个字节，与
正则表达式匹配：'[A-Zaz] [A-Za-Za-za-za-za-za-za-za-za-za
包含用户提供的全局数据库集群的全局数据库集群标识符。此标识符是识别全局数据库的唯一键。
• GlobalClusterMembers（在 CLI 中：--global-cluster-members，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global_cluster_members） — 数组？数组。 GlobalClusterMember— 一个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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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全局数据库的所有数据库集群的集群 ARN 和实例 ARN 的列表。
• GlobalClusterResourceId（在 CLI 中：--global-cluster-resource-id，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global_cluster_resource_id） – UTF-8 字符串。
全局数据库的不可变标识符，在所有区域中都是唯一的。此标识符位于 CloudTrail 每次访问数据库集群的
KMS 密钥时，记录条目。
• Status（在 CLI 中：--status，或者在 Python 中使用：status） – UTF-8 字符串。
指定此全局数据库的当前状态。
• StorageEncrypted（在 CLI 中：--storage-encrypted，或者在 Python 中使
用：storage_encrypted） – Boolean.
全局数据库的存储加密设置。

错误
• GlobalClusterNotFoundFault (p. 981)
• InvalidGlobalClusterStateFault (p. 985)
• DBClusterNotFoundFault (p. 974)

Neptune 实例 API
结构：
• DBInstance（结构） (p. 865)
• DBInstanceStatusInfo （结构） (p. 868)
• OrderabledBInstanceOption （结构） (p. 869)
• ValidDBInstanceModificationsMessage （结构） (p. 870)
操作:
• CreateDBInstance（操作） (p. 870)
• DeleteDBInstance（操作） (p. 879)
• ModifyDBInstance（操作） (p. 883)
• RebootDBInstance（操作） (p. 891)
• DescribeDBInstances（操作） (p. 895)
• DescribeOrderableDBInstanceOptions （动作） (p. 897)
• DescribeValidDBInstanceModifications （动作） (p. 898)

DBInstance（结构）
包含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详细信息。
此数据类型用作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DBInstances” (p. 895) 操作中的响应元素。

字段
• AutoMinorVersionUpgrade – 布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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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自动应用次要版本补丁。
• AvailabilityZone – UTF-8 字符串。
指定数据库实例所在可用区域的名称。
• BackupRetentionPeriod – 数字 (integer)。
指定自动数据库快照的保留天数。
• CACertificate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此数据库实例的 CA 证书的标识符。
• CopyTagsToSnapshot – 布尔值。
指定是否将标签从数据库实例复制到数据库实例的快照。
• DBCluster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如果数据库实例属于某个数据库集群，则包含数据库实例所属的数据库集群的名称。
• DBInstanceArn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实例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DBInstanceClass – UTF-8 字符串。
包含数据库实例的计算和内存容量级别名称。
• DBInstance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包含用户提供的数据库标识符。此标识符是标识数据库实例的唯一密钥。
• DbInstancePort – 数字 (integer)。
指定数据库实例侦听的端口。如果数据库实例属于某个数据库集群，则此端口可能不同于数据库集群的端
口。
• DBInstanceStatus – UTF-8 字符串。
指定此数据库的当前状态。
• DbiResourceId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实例在 Amazon 区域中唯一的不可变标识符。此标识符在亚马逊上找到 CloudTrail 每次访问数据库
实例的 Amazon KMS 密钥时的日志条目。
• DBName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名称。
• DBParameterGroups— 数组DBParameterGroupStatus (p. 900)DBParameterGroup 对象。
提供应用到此数据库实例的数据库参数组的列表。
• DBSecurityGroups— 数组DBSecurityGroupMembership (p. 969)DBSecurityGroup 对象。
提供仅包含 DBSecurityGroup.Name 和 DBSecurityGroup.Status 子元素的数据库安全组元素的列
表。
• DBSubnetGroup – 一个 DBSubnetGroup (p. 917) 对象。
指定与数据库实例关联的子网组的信息，包括名称、描述和子网组中的子网。
• DeletionProtection – 布尔值。
指示数据库实例是否已启用删除保护。在启用删除保护时，无法删除实例。请参阅删除数据库实例。
• DomainMemberships – DomainMembership (p. 969) DomainMembership 对象的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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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支持
• EnabledCloudwatchLogsExports – UTF-8 字符串数组。
此数据库实例配置为导出到的日志类型的列表 CloudWatch日志。
• Endpoint – 一个 Endpoint (p. 970) 对象。
指定连接终端节点。
• Engine – UTF-8 字符串。
提供要用于此数据库实例的数据库引擎的名称。
• EngineVersion – UTF-8 字符串。
指示数据库引擎版本。
• EnhancedMonitoringResourceArn – UTF-8 字符串。
亚马逊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CloudWatch 记录接收数据库实例的增强监控指标数据的 Logs。
• 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Enabled – 布尔值。
如果 Amazon Id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身份验证已启用，则为
• InstanceCreateTime – 时间戳。
提供创建数据库实例的日期和时间。
• Iops – 数字 (integer)。
指定预配置的 IOPS（每秒 I/O 操作数）值。
• KmsKeyId – UTF-8 字符串。
不支持：数据库实例的加密由数据库集群管理。
• LatestRestorableTime – 时间戳。
指定数据库可以使用的最新还原时间 point-in-time还还还还
• LicenseModel – UTF-8 字符串。
该数据库实例的许可模式信息。
• MonitoringInterval – 数字 (integer)。
收集数据库实例的增强监控指标的时间点之间的间隔，以秒为单位。
• MonitoringRoleArn – UTF-8 字符串。
允许 Neptune 将增强监控指标发送到 Amazon 的 IAM 角色的 ARN。 CloudWatch 日志。
• MultiAZ – 布尔值。
指定数据库实例是否为多可用区部署。
• PendingModifiedValues – 一个 PendingModifiedValues (p. 962) 对象。
指定对数据库实例的更改待处理。仅在更改待处理时包含此元素。特定更改由子元素标识。
• PreferredBackupWindow – UTF-8 字符串。
指定在启用自动备份时，自动执行备份的日常时间范围，如 BackupRetentionPeriod 所规定。
• PreferredMaintenanceWindow – UTF-8 字符串。
指定可进行系统维护的每周时间范围（采用通用协调时间 (UTC)）。
• PromotionTier – 数字 (int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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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值指定在现有主实例发生故障后将只读副本提升为主实例的顺序。
• PubliclyAccessible – 布尔值。
此标记不应再使用。
• ReadReplicaDBClusterIdentifiers— 数组 ReadReplicaDBClusterIdentifier— UTF-8 字符串。
包含一个或多个数据集集群（作为此数据库实例只读副本的集群）的标识符。
• ReadReplicaDBInstanceIdentifiers— 数组 ReadReplicaDBInstanceIdentifier— UTF-8 字符串。
包含一个或多个与此数据库实例关联的只读副本的标识符。
• ReadReplicaSourceDBInstance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包含源数据库实例（在此数据库实例是只读副本时）的标识符。
• SecondaryAvailabilityZone – UTF-8 字符串。
如果存在，则指定带多可用区支持的数据库实例辅助可用区的名称。
• StatusInfos— 数组DBInstanceStatusInfo (p. 868)DBInstanceStatusInfo 对象。
只读副本的状态。如果实例不是只读副本，则此项空白。
• StorageEncrypted – 布尔值。
不支持：数据库实例的加密由数据库集群管理。
• StorageType – UTF-8 字符串。
指定与数据库实例关联的存储类型。
• TdeCredentialArn – UTF-8 字符串。
来自密钥存储的 ARN，实例通过它进行关联用于 TDE 加密。
• Timezone – UTF-8 字符串。
不支持。
• VpcSecurityGroups – VpcSecurityGroupMembership (p. 971) VpcSecurityGroupMembership 对象的数
组。
提供数据库实例所属的 VPC 安全组元素的列表。
DBInstance 用作下列对象的响应元素：
• CreateDBInstance (p. 870)
• DeleteDBInstance (p. 879)
• ModifyDBInstance (p. 883)
• RebootDBInstance (p. 891)

DBInstanceStatusInfo （结构）
提供数据库实例状态信息的列表。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实例出现错误时，错误的详细信息。如果实例未处于出错状态，则此值为空白。
• Normal – 布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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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值，如果实例正常运行则为 true，如果实例处于错误状态则为 false。
• Status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实例的状态。为了一个 StatusType 的只读副本中，该值可以为 replicating、error、stopped 或
terminated。
• StatusType – UTF-8 字符串。
此值当前是“只读复制”。

OrderabledBInstanceOption （结构）
包含数据库实例的可用选项列表。
此数据类型用作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OrderableDBInstanceOptions” (p. 897) 操作中的响应元素。

字段
• AvailabilityZones – AvailabilityZone (p. 969) AvailabilityZone 对象的数组。
数据库实例的可用区域列表。
• DBInstanceClass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实例的数据库实例类。
• Engine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实例的引擎类型。
• EngineVersion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实例的引擎版本。
• LicenseModel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实例的许可模式
• MaxIopsPerDbInstance – 数字 (integer)。
数据库实例的最大总预配置 IOPS。
• MaxIopsPerGib – 数字 (double)。
数据库实例每 Gib 的最大预配置 IOPS。
• MaxStorageSize – 数字 (integer)。
数据库实例的最大存储大小。
• MinIopsPerDbInstance – 数字 (integer)。
数据库实例的最小总预配置 IOPS。
• MinIopsPerGib – 数字 (double)。
数据库实例每 Gib 的最小预配置 IOPS。
• MinStorageSize – 数字 (integer)。
数据库实例的最小存储大小。
• MultiAZCapable – 布尔值。
指示数据库实例是否有多可用区。
• ReadReplicaCapable – 布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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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数据库实例是否可以有只读副本。
• StorageType – UTF-8 字符串。
指示数据库实例的存储类型。
• SupportsEnhancedMonitoring – 布尔值。
指示数据库实例是否支持增强监控（间隔从 1 到 60 秒）。
• SupportsGlobalDatabases – 布尔值。
一个值，指示是否可以将 Neptune 全局数据库与其他数据库引擎属性的特定组合结合使用。
• Supports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 – 布尔值。
指示数据库实例是否支持 IAM 数据库身份验证。
• SupportsIops – 布尔值。
指示数据库实例是否支持预配置的 IOPS。
• SupportsStorageEncryption – 布尔值。
指示数据库实例是否支持加密存储。
• Vpc – 布尔值。
指示数据库实例是否在 VPC 中。

ValidDBInstanceModificationsMessage （结构）
有关您可对数据库实例进行的有效更改的信息。包含对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ValidDBInstanceModifications” (p. 898) 操作的成功调用的结果。您可在调用 the section called
“ModifyDBInstance” (p. 883) 时使用此信息。

字段
• Storage— 数组 ValidStorageOptions— 一个结构。
数据库实例的有效存储选项。
ValidDBInstanceModificationsMessage 用作下列对象的响应元素：
• DescribeValidDBInstanceModifications (p. 898)

CreateDBInstance（操作）
此 API 的 Amazon CLI 名称为：create-db-instance，而 Python 的名字
是：create_db_instance.
创建新的数据库实例。
请求
• AutoMinorVersionUpgrade（在 CLI 中：--auto-minor-version-upgrade，或者在 Python
中：auto_minor_version_upgrade） – Boolean.
指示在维护时段期间，将对该数据库实例自动应用次要引擎升级。
默认值：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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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ailabilityZone（在 CLI 中：--availability-zone，或者在 Python 中：availability_zone） –
UTF-8 字符串。
在其中创建了数据库实例的 EC2 可用区
默认值：终端节点的 Amazon 区域中系统随机选择的可用区。
示例：us-east-1d
约束：这些区域有： AvailabilityZone 如果 MultiAZ 参数设为，则不能指定true. 指定的可用区必须与当前
终端节点位于相同 Amazon 区域中。
• BackupRetentionPeriod（在 CLI 中：--backup-retention-period，或者在 Python
中：backup_retention_period） – 数字 (integer)。
自动备份的保留天数。
不适用。自动备份保留期由数据库集群管理。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CreateDBCluster” (p. 820)。
默认值：1
约束：
• 值必须介于 0 到 35 之间
• 如果数据库实例是只读副本的源，则不能设置为 0。
• CopyTagsToSnapshot（在 CLI 中：--copy-tags-to-snapshot，或者在 Python
中：copy_tags_to_snapshot） – Boolean.
如果为 true，则将数据库实例的所有标签复制到数据库实例的快照中，否则为 false。默认为 false。
• DB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实例所属的数据库集群的标识符。
有关创建数据库集群的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CreateDBCluster” (p. 820)。
类型: 字符串
• DBInstanceClass（在 CLI 中：--db-instance-class，或者在 Python 中：db_instance_class）
–必需：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实例的计算和内存容量，例如，db.m4.large。并非所有数据库实例类在所有 Amazon 区域中都
可用。
• DBInstanceIdentifier（在 CLI 中：--db-instance-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db_instance_identifier） –必需：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实例标识符。该参数作为一个小写字符串存储。
约束：
• 必须包含 1 到 63 个字母、数字或连字符。
• 第一个字符必须是字母。
• 不能以连字符结束或包含两个连续连字符。
示例：mydbinstance
• DBName（在 CLI 中：--db-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name） – UTF-8 字符串。
不支持。
• DBParameterGroupName（在 CLI 中：--db-parameter-group-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parameter_group_name） – UTF-8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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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与此数据库实例关联的数据库参数组的名称。如果省略此参数，则默认值 DBParameterGroup ，因为使
用了指定的引擎。
约束：
• 必须为 1 到 255 个字母、数字或连字符。
• 第一个字符必须是字母
• 不能以连字符结束或包含两个连续连字符
• DBSecurityGroups（在 CLI 中：--db-security-groups，或者在 Python
中：db_security_groups） — DB数组SecurityGroupName— UTF-8 字符串。
要与此数据库实例关联的数据库安全组的列表。
默认值：数据库引擎的默认数据库安全组。
• DBSubnetGroupName（在 CLI 中：--db-subnet-group-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subnet_group_name） – UTF-8 字符串。
与此数据库实例关联的数据库子网组。
如果不存在数据库子网组，则该实例为非 VPC 数据库实例。
• DeletionProtection（在 CLI 中：--deletion-protection，或者在 Python
中：deletion_protection） – Boolean.
指示数据库实例是否已启用删除保护的值。在启用删除保护时，无法删除数据库。默认情况下，将禁用删
除保护。请参阅删除数据库实例。
可以删除数据库集群中的数据库实例，即使在其父数据库集群中启用了删除保护也是如此。
• Domain（在 CLI 中：--domain，或者在 Python 中：domain） – UTF-8 字符串。
指定在其中创建实例的 Active Directory 域。
• DomainIAMRoleName（在 CLI 中：--domain-iam-role-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omain_iam_role_name） – UTF-8 字符串。
指定在对 Directory Service 进行 API 调用时使用的 IAM 角色的名称。
• EnableCloudwatchLogsExports（在 CLI 中：--enable-cloudwatch-logs-exports，或者在 Python
中：enable_cloudwatch_logs_exports） – 一个 UTF-8 字符串数组。
需要启用以导出到的日志类型的列表 CloudWatch日志。
• Enable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在 CLI 中：--enable-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或者
在 Python 中：enable_iam_database_authentication） – Boolean.
不受 Neptune 支持（忽略）。
• Engine（在 CLI 中：--engine，或者在 Python 中：engine） –必需：UTF-8 字符串。
要用于此实例的数据库引擎的名称。
有效值：neptune
• EngineVersion（在 CLI 中：--engine-version，或者在 Python 中：engine_version） – UTF-8 字
符串。
要使用的数据库引擎的版本号。目前，设置此参数不起作用。
• Iops（在 CLI 中：--iops，或者在 Python 中：iops） – 数字 (integer)。
最初为数据库实例分配的预配置 IOPS（每秒输入/输出操作数）量。
• KmsKeyId（在 CLI 中：--kms-key-id，或者在 Python 中：kms_key_id） – UTF-8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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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数据库实例的 Amazon KMS 密钥标识符。
KMS 密钥标识符是 KMS 加密密钥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如果您创建数据库实例时使用的 Amazon
账户，是拥有加密新数据库实例所用 KMS 加密密钥的同一个账户，则您可以使用 KMS 密钥别名，而不用
KMS 加密密钥的 ARN。
不适用。KMS 密钥标识符由数据库集群管理。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CreateDBCluster” (p. 820)。
如果 StorageEncrypted 参数为 true，并且您没有为 KmsKeyId 参数指定值，则 Amazon Neptune 将
使用您的默认加密密钥。Amazon KMS 将为您的亚马逊账户创建默认加密密钥。您的亚马逊账户在每个亚
马逊区域都有一个不同的默认加密密钥。
• LicenseModel（在 CLI 中：--license-model，或者在 Python 中：license_model） – UTF-8 字符
串。
该数据库实例的许可模式信息。
有效值：license-included |bring-your-own-license |general-public-license
• MonitoringInterval（在 CLI 中：--monitoring-interval，或者在 Python
中：monitoring_interval） – 数字 (integer)。
收集数据库实例的增强监控指标的时间点之间的间隔，以秒为单位。要禁用收集增强监控指标，请指定
0。默认值为 0。
如果指定 MonitoringRoleArn，则您还必须将 MonitoringInterval 设置为 0 以外的值。
有效值：0, 1, 5, 10, 15, 30, 60
• MonitoringRoleArn（在 CLI 中：--monitoring-role-arn，或者在 Python
中：monitoring_role_arn） – UTF-8 字符串。
允许 Neptune 将增强监控指标发送到 Amazon 的 IAM 角色的 ARN。 CloudWatch 日志。例
如，arn:aws:iam:123456789012:role/emaccess。
如果 MonitoringInterval 设置为 0 以外的值，则您必须提供 MonitoringRoleArn 值。
• MultiAZ（在 CLI 中：--multi-az，或者在 Python 中：multi_az） – Boolean.
指定数据库实例是否为多可用区部署。您不能设置 AvailabilityZone 参数，如果MultiAZ 参数设为 true，则
返回。
• Port（在 CLI 中：--port，或者在 Python 中：port） – 数字 (integer)。
数据库实例接受连接的端口编号。
不适用。端口由数据库集群管理。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CreateDBCluster” (p. 820)。
默认值：8182
类型: 整数
• PreferredBackupWindow（在 CLI 中：--preferred-backup-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preferred_backup_window） – UTF-8 字符串。
创建自动备份的每日时间范围。
不适用。每天创建自动备份的时间范围由数据库集群管理。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CreateDBCluster” (p. 820)。
• PreferredMaintenanceWindow（在 CLI 中：--preferred-maintenance-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preferred_maintenance_window） – UTF-8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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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可以进行系统维护的时间范围（采用通用协调时间 (UTC)）。
格式：ddd:hh24:mi-ddd:hh24:mi
默认值是从每个 Amazon 区域 8 小时的时间段中随机选择的 30 分钟时段 (随机选取周中的某天进行)。
有效天天天: Mon、Tue、Wed、Thu、Fri、Sat、Sat、Sun
约束：至少为 30 分钟的时段。
• PromotionTier（在 CLI 中：--promotion-tier，或者在 Python 中：promotion_tier） – 数字
(integer)。
该值指定在现有主实例发生故障后将只读副本提升为主实例的顺序。
默认值：1
有效值: 0-15
• PubliclyAccessible（在 CLI 中：--publicly-accessible，或者在 Python
中：publicly_accessible） – Boolean.
此标记不应再使用。
• StorageEncrypted（在 CLI 中：--storage-encrypted，或者在 Python 中：storage_encrypted）
– Boolean.
指定是否已对数据库实例加密。
不适用。数据库实例的加密由数据库集群管理。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CreateDBCluster” (p. 820)。
原定设置值：false
• StorageType（在 CLI 中：--storage-type，或者在 Python 中：storage_type） – UTF-8 字符串。
指定要与数据库实例关联的存储类型。
不适用。存储由数据库集群管理。
• Tags（在 CLI 中：--tags，或者在 Python 中：tags） — 数组标签 (p. 964)标记对象。
分配到新实例的标签。
• TdeCredentialArn（在 CLI 中：--tde-credential-arn，或者在 Python
中：tde_credential_arn） – UTF-8 字符串。
来自密钥存储的 ARN，实例通过它进行关联用于 TDE 加密。
• TdeCredentialPassword（在 CLI 中：--tde-credential-password，或者在 Python
中：tde_credential_password） – UTF-8 字符串。
密钥存储中指定 ARN 的密码，以便访问设备。
• Timezone（在 CLI 中：--timezone，或者在 Python 中：timezone）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实例的时区。
• VpcSecurityGroupIds（在 CLI 中：--vpc-security-group-ids，或者在 Python
中：vpc_security_group_ids） — 数组 VpcSecurityGroupId— UTF-8 字符串。
要与此数据库实例关联的 EC2 VPC 安全组的列表。
不适用。关联的 EC2 VPC 安全组列表由数据库集群管理。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CreateDBCluster” (p.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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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值：数据库子网组的 VPC 的默认 EC2 VPC 安全组。
响应
包含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详细信息。
此数据类型用作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DBInstances” (p. 895) 操作中的响应元素。
• AutoMinorVersionUpgrade（在 CLI 中：--auto-minor-version-upgrade，或者在 Python
中：auto_minor_version_upgrade） – Boolean.
指示自动应用次要版本补丁。
• AvailabilityZone（在 CLI 中：--availability-zone，或者在 Python 中：availability_zone） –
UTF-8 字符串。
指定数据库实例所在可用区域的名称。
• BackupRetentionPeriod（在 CLI 中：--backup-retention-period，或者在 Python
中：backup_retention_period） – 数字 (integer)。
指定自动数据库快照的保留天数。
• CACertificateIdentifier（在 CLI 中：--ca-certificate-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ca_certificate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此数据库实例的 CA 证书的标识符。
• CopyTagsToSnapshot（在 CLI 中：--copy-tags-to-snapshot，或者在 Python
中：copy_tags_to_snapshot） – Boolean.
指定是否将标签从数据库实例复制到数据库实例的快照。
• DB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如果数据库实例属于某个数据库集群，则包含数据库实例所属的数据库集群的名称。
• DBInstanceArn（在 CLI 中：--db-instance-arn，或者在 Python 中：db_instance_arn）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实例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DBInstanceClass（在 CLI 中：--db-instance-class，或者在 Python 中：db_instance_class）
– UTF-8 字符串。
包含数据库实例的计算和内存容量级别名称。
• DBInstanceIdentifier（在 CLI 中：--db-instance-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db_instance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包含用户提供的数据库标识符。此标识符是标识数据库实例的唯一密钥。
• DbInstancePort（在 CLI 中：--db-instance-port，或者在 Python 中：db_instance_port） – 数
字 (integer)。
指定数据库实例侦听的端口。如果数据库实例属于某个数据库集群，则此端口可能不同于数据库集群的端
口。
• DBInstanceStatus（在 CLI 中：--db-instance-status，或者在 Python
中：db_instance_status） – UTF-8 字符串。
指定此数据库的当前状态。
• DbiResourceId（在 CLI 中：--dbi-resource-id，或者在 Python 中：dbi_resource_id） – UTF-8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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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实例在 Amazon 区域中唯一的不可变标识符。此标识符在亚马逊上找到 CloudTrail 每次访问数据库
实例的 Amazon KMS 密钥时的日志条目。
• DBName（在 CLI 中：--db-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name）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名称。
• DBParameterGroups（在 CLI 中：--db-parameter-groups，或者在 Python
中：db_parameter_groups） — 数组DBParameterGroupStatus (p. 900)DBParameterGroup 对象。
提供应用到此数据库实例的数据库参数组的列表。
• DBSecurityGroups（在 CLI 中：--db-security-groups，或者在 Python
中：db_security_groups） — 数组DBSecurityGroupMembership (p. 969)DBSecurityGroup 对象。
提供仅包含 DBSecurityGroup.Name 和 DBSecurityGroup.Status 子元素的数据库安全组元素的列
表。
• DBSubnetGroup（在 CLI 中：--db-subnet-group，或者在 Python 中：db_subnet_group） —
ADBSubnetGroup (p. 917)对象。
指定与数据库实例关联的子网组的信息，包括名称、描述和子网组中的子网。
• DeletionProtection（在 CLI 中：--deletion-protection，或者在 Python
中：deletion_protection） – Boolean.
指示数据库实例是否已启用删除保护。在启用删除保护时，无法删除实例。请参阅删除数据库实例。
• DomainMemberships（在 CLI 中：--domain-memberships，或者在 Python
中：domain_memberships） — 数组DomainMembership (p. 969) DomainMembership 对象。
不支持
• EnabledCloudwatchLogsExports（在 CLI 中：--enabled-cloudwatch-logs-exports，或者在
Python 中：enabled_cloudwatch_logs_exports） – 一个 UTF-8 字符串数组。
此数据库实例配置为导出到的日志类型的列表 CloudWatch日志。
• Endpoint（在 CLI 中：--endpoint，或者在 Python 中：endpoint） — 一个Endpoint (p. 970)对象。
指定连接终端节点。
• Engine（在 CLI 中：--engine，或者在 Python 中：engine） – UTF-8 字符串。
提供要用于此数据库实例的数据库引擎的名称。
• EngineVersion（在 CLI 中：--engine-version，或者在 Python 中：engine_version） – UTF-8 字
符串。
指示数据库引擎版本。
• EnhancedMonitoringResourceArn（在 CLI 中：--enhanced-monitoring-resource-arn，或者在
Python 中：enhanced_monitoring_resource_arn） – UTF-8 字符串。
亚马逊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CloudWatch 记录接收数据库实例的增强监控指标数据的 Logs。
• 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Enabled（在 CLI 中：--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enabled，或
者在 Python 中：iam_database_authentication_enabled） – Boolean.
如果 Amazon Id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身份验证已启用，则为
• InstanceCreateTime（在 CLI 中：--instance-creat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instance_create_time） – 时间戳.
提供创建数据库实例的日期和时间。
• Iops（在 CLI 中：--iops，或者在 Python 中：iops） – 数字 (integer)。
指定预配置的 IOPS（每秒 I/O 操作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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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msKeyId（在 CLI 中：--kms-key-id，或者在 Python 中：kms_key_id） – UTF-8 字符串。
不支持：数据库实例的加密由数据库集群管理。
• LatestRestorableTime（在 CLI 中：--latest-restorabl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latest_restorable_time） – 时间戳.
指定数据库可以使用的最新还原时间 point-in-time还还还还
• LicenseModel（在 CLI 中：--license-model，或者在 Python 中：license_model） – UTF-8 字符
串。
该数据库实例的许可模式信息。
• MonitoringInterval（在 CLI 中：--monitoring-interval，或者在 Python
中：monitoring_interval） – 数字 (integer)。
收集数据库实例的增强监控指标的时间点之间的间隔，以秒为单位。
• MonitoringRoleArn（在 CLI 中：--monitoring-role-arn，或者在 Python
中：monitoring_role_arn） – UTF-8 字符串。
允许 Neptune 将增强监控指标发送到 Amazon 的 IAM 角色的 ARN。 CloudWatch 日志。
• MultiAZ（在 CLI 中：--multi-az，或者在 Python 中：multi_az） – Boolean.
指定数据库实例是否为多可用区部署。
• PendingModifiedValues（在 CLI 中：--pending-modified-values，或者在 Python
中：pending_modified_values） — APendingModifiedValues (p. 962)对象。
指定对数据库实例的更改待处理。仅在更改待处理时包含此元素。特定更改由子元素标识。
• PreferredBackupWindow（在 CLI 中：--preferred-backup-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preferred_backup_window） – UTF-8 字符串。
指定在启用自动备份时，自动执行备份的日常时间范围，如 BackupRetentionPeriod 所规定。
• PreferredMaintenanceWindow（在 CLI 中：--preferred-maintenance-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preferred_maintenance_window） – UTF-8 字符串。
指定可进行系统维护的每周时间范围（采用通用协调时间 (UTC)）。
• PromotionTier（在 CLI 中：--promotion-tier，或者在 Python 中：promotion_tier） – 数字
(integer)。
该值指定在现有主实例发生故障后将只读副本提升为主实例的顺序。
• PubliclyAccessible（在 CLI 中：--publicly-accessible，或者在 Python
中：publicly_accessible） – Boolean.
此标记不应再使用。
• ReadReplicaDBClusterIdentifiers（在 CLI 中：--read-replica-db-cluster-identifiers，或者
在 Python 中：read_replica_db_cluster_identifiers） — 数组 ReadReplicaDBCluster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包含一个或多个数据集集群（作为此数据库实例只读副本的集群）的标识符。
• ReadReplicaDBInstanceIdentifiers（在 CLI 中：--read-replica-db-instanceidentifiers，或者在 Python 中：read_replica_db_instance_identifiers） — 数组
ReadReplicaDBInstanceIdentifier— UTF-8 字符串。
包含一个或多个与此数据库实例关联的只读副本的标识符。
• ReadReplicaSourceDBInstanceIdentifier（在 CLI 中：--read-replica-source-db-instance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read_replica_source_db_instance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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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源数据库实例（在此数据库实例是只读副本时）的标识符。
• SecondaryAvailabilityZone（在 CLI 中：--secondary-availability-zone，或者在 Python
中：secondary_availability_zone） – UTF-8 字符串。
如果存在，则指定带多可用区支持的数据库实例辅助可用区的名称。
• StatusInfos（在 CLI 中：--status-infos，或者在 Python 中：status_infos） — 数
组DBInstanceStatusInfo (p. 868)DBInstanceStatusInfo 对象。
只读副本的状态。如果实例不是只读副本，则此项空白。
• StorageEncrypted（在 CLI 中：--storage-encrypted，或者在 Python 中：storage_encrypted）
– Boolean.
不支持：数据库实例的加密由数据库集群管理。
• StorageType（在 CLI 中：--storage-type，或者在 Python 中：storage_type） – UTF-8 字符串。
指定与数据库实例关联的存储类型。
• TdeCredentialArn（在 CLI 中：--tde-credential-arn，或者在 Python
中：tde_credential_arn） – UTF-8 字符串。
来自密钥存储的 ARN，实例通过它进行关联用于 TDE 加密。
• Timezone（在 CLI 中：--timezone，或者在 Python 中：timezone） – UTF-8 字符串。
不支持。
• VpcSecurityGroups（在 CLI 中：--vpc-security-groups，或者在 Python
中：vpc_security_groups） — 数组VpcSecurityGroupMembership (p. 971)
VpcSecurityGroupMembership 对象。
提供数据库实例所属的 VPC 安全组元素的列表。

错误
• DBInstanceAlreadyExistsFault (p. 976)
• 不足 DBInstanceCapacityFault (p. 982)
• DBParameterGroupNotFoundFault (p. 977)
• DBSecurityGroupNotFoundFault (p. 978)
• InstanceQuotaExceededFault (p. 981)
• StorageQuotaExceededFault (p. 988)
• DBSubnetGroupNotFoundFault (p. 979)
• DBSubnetGroupDoesNotCoverEnough400 (p. 979)
• 无效数据库ClusterStateFault (p. 983)
• InvalidSubnet (p. 985)
• VPC 无效NetworkStateFault (p. 986)
• ProvisionedIopsNotAvailableInazFaul (p. 986)
• OptionGroupNotFoundFault (p. 986)
• DBClusterNotFoundFault (p. 974)
• StorageTypeNotSupportedFault (p. 988)
• AuthorizationNotFoundFault (p. 973)
• 自杀KeyNotAccessibleFault (p. 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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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mainNotFoundFault (p. 980)

DeleteDBInstance（操作）
此 API 的 Amazon CLI 名称为：delete-db-instance，而 Python 的名字
是：delete_db_instance.
DeleteDBInstance 操作将删除先前预置的数据库实例。删除数据库实例时，会删除该实例的所有自动备份，
且无法恢复。使用 DeleteDBInstance 删除数据库实例时，不删除其手动数据库快照。
如果您请求最终数据库快照，则在创建数据库快照之前，Amazon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状态为
deleting。API 操作 DescribeDBInstance 可用于监控此操作的状态。操作一旦提交就无法取消或恢
复。
请注意，当数据库实例处于 failed、incompatible-restore 或 incompatible-network 的失败状
态时，只有在将 SkipFinalSnapshot 参数设置为 true 时才能删除它。
如果数据库实例是数据库集群中的唯一实例，或者启用了删除保护，则无法删除该实例。
请求
• DBInstanceIdentifier（在 CLI 中：--db-instance-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db_instance_identifier） –必需：UTF-8 字符串。
要删除的数据库实例的数据库实例标识符。该参数不区分大小写。
约束：
• 必须与现有数据库实例的名称匹配。
• FinalDBSnapshotIdentifier（在 CLI 中：--final-db-snapshot-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final_db_snapshot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DBDBSnapshotIdentifier 的新 DBSnapshot 在 SkipFinalSnapshot设置为false.

Note
指定此参数并且设置 SkipFinalShapshot 参数设置为 true 会导致错误。
约束：
• 必须为 1 到 255 个字母或数字。
• 第一个字符必须是字母
• 不能以连字符结束或包含两个连续连字符
• 删除只读副本时无法指定。
• SkipFinalSnapshot（在 CLI 中：--skip-final-snapshot，或者在 Python
中：skip_final_snapshot） – Boolean.
确定删除数据库实例之前是否创建最终数据库快照。如果指定 true，则不创建 DBSnapshot。如果指定
false，则删除数据库实例之前创建一个数据库快照。
请注意，当数据库实例处于 “failed”、“incompatible-restore” 或 “incompatible-network” 的失败状态时，只
能在 SkipFinalSnapshot 参数设置为 “true”。
删除只读副本时指定 true。

Note
finalDBSnapshotIdentifier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则必须指定参数 SkipFinalSnapshot是false.
默认值：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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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包含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详细信息。
此数据类型用作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DBInstances” (p. 895) 操作中的响应元素。
• AutoMinorVersionUpgrade（在 CLI 中：--auto-minor-version-upgrade，或者在 Python
中：auto_minor_version_upgrade） – Boolean.
指示自动应用次要版本补丁。
• AvailabilityZone（在 CLI 中：--availability-zone，或者在 Python 中：availability_zone） –
UTF-8 字符串。
指定数据库实例所在可用区域的名称。
• BackupRetentionPeriod（在 CLI 中：--backup-retention-period，或者在 Python
中：backup_retention_period） – 数字 (integer)。
指定自动数据库快照的保留天数。
• CACertificateIdentifier（在 CLI 中：--ca-certificate-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ca_certificate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此数据库实例的 CA 证书的标识符。
• CopyTagsToSnapshot（在 CLI 中：--copy-tags-to-snapshot，或者在 Python
中：copy_tags_to_snapshot） – Boolean.
指定是否将标签从数据库实例复制到数据库实例的快照。
• DB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如果数据库实例属于某个数据库集群，则包含数据库实例所属的数据库集群的名称。
• DBInstanceArn（在 CLI 中：--db-instance-arn，或者在 Python 中：db_instance_arn）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实例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DBInstanceClass（在 CLI 中：--db-instance-class，或者在 Python 中：db_instance_class）
– UTF-8 字符串。
包含数据库实例的计算和内存容量级别名称。
• DBInstanceIdentifier（在 CLI 中：--db-instance-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db_instance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包含用户提供的数据库标识符。此标识符是标识数据库实例的唯一密钥。
• DbInstancePort（在 CLI 中：--db-instance-port，或者在 Python 中：db_instance_port） – 数
字 (integer)。
指定数据库实例侦听的端口。如果数据库实例属于某个数据库集群，则此端口可能不同于数据库集群的端
口。
• DBInstanceStatus（在 CLI 中：--db-instance-status，或者在 Python
中：db_instance_status） – UTF-8 字符串。
指定此数据库的当前状态。
• DbiResourceId（在 CLI 中：--dbi-resource-id，或者在 Python 中：dbi_resource_id）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实例在 Amazon 区域中唯一的不可变标识符。此标识符在亚马逊上找到 CloudTrail 每次访问数据库
实例的 Amazon KMS 密钥时的日志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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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Name（在 CLI 中：--db-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name）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名称。
• DBParameterGroups（在 CLI 中：--db-parameter-groups，或者在 Python
中：db_parameter_groups） — 数组DBParameterGroupStatus (p. 900)DBParameterGroup 对象。
提供应用到此数据库实例的数据库参数组的列表。
• DBSecurityGroups（在 CLI 中：--db-security-groups，或者在 Python
中：db_security_groups） — 数组DBSecurityGroupMembership (p. 969)DBSecurityGroup 对象。
提供仅包含 DBSecurityGroup.Name 和 DBSecurityGroup.Status 子元素的数据库安全组元素的列
表。
• DBSubnetGroup（在 CLI 中：--db-subnet-group，或者在 Python 中：db_subnet_group） —
ADBSubnetGroup (p. 917)对象。
指定与数据库实例关联的子网组的信息，包括名称、描述和子网组中的子网。
• DeletionProtection（在 CLI 中：--deletion-protection，或者在 Python
中：deletion_protection） – Boolean.
指示数据库实例是否已启用删除保护。在启用删除保护时，无法删除实例。请参阅删除数据库实例。
• DomainMemberships（在 CLI 中：--domain-memberships，或者在 Python
中：domain_memberships） — 数组DomainMembership (p. 969) DomainMembership 对象。
不支持
• EnabledCloudwatchLogsExports（在 CLI 中：--enabled-cloudwatch-logs-exports，或者在
Python 中：enabled_cloudwatch_logs_exports） – 一个 UTF-8 字符串数组。
此数据库实例配置为导出到的日志类型的列表 CloudWatch日志。
• Endpoint（在 CLI 中：--endpoint，或者在 Python 中：endpoint） — 一个Endpoint (p. 970)对象。
指定连接终端节点。
• Engine（在 CLI 中：--engine，或者在 Python 中：engine） – UTF-8 字符串。
提供要用于此数据库实例的数据库引擎的名称。
• EngineVersion（在 CLI 中：--engine-version，或者在 Python 中：engine_version） – UTF-8 字
符串。
指示数据库引擎版本。
• EnhancedMonitoringResourceArn（在 CLI 中：--enhanced-monitoring-resource-arn，或者在
Python 中：enhanced_monitoring_resource_arn） – UTF-8 字符串。
亚马逊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CloudWatch 记录接收数据库实例的增强监控指标数据的 Logs。
• 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Enabled（在 CLI 中：--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enabled，或
者在 Python 中：iam_database_authentication_enabled） – Boolean.
如果 Amazon Id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身份验证已启用，则为
• InstanceCreateTime（在 CLI 中：--instance-creat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instance_create_time） – 时间戳.
提供创建数据库实例的日期和时间。
• Iops（在 CLI 中：--iops，或者在 Python 中：iops） – 数字 (integer)。
指定预配置的 IOPS（每秒 I/O 操作数）值。
• KmsKeyId（在 CLI 中：--kms-key-id，或者在
Python 中：kms_key_id） – UTF-8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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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支持：数据库实例的加密由数据库集群管理。
• LatestRestorableTime（在 CLI 中：--latest-restorabl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latest_restorable_time） – 时间戳.
指定数据库可以使用的最新还原时间 point-in-time还还还还
• LicenseModel（在 CLI 中：--license-model，或者在 Python 中：license_model） – UTF-8 字符
串。
该数据库实例的许可模式信息。
• MonitoringInterval（在 CLI 中：--monitoring-interval，或者在 Python
中：monitoring_interval） – 数字 (integer)。
收集数据库实例的增强监控指标的时间点之间的间隔，以秒为单位。
• MonitoringRoleArn（在 CLI 中：--monitoring-role-arn，或者在 Python
中：monitoring_role_arn） – UTF-8 字符串。
允许 Neptune 将增强监控指标发送到 Amazon 的 IAM 角色的 ARN。 CloudWatch 日志。
• MultiAZ（在 CLI 中：--multi-az，或者在 Python 中：multi_az） – Boolean.
指定数据库实例是否为多可用区部署。
• PendingModifiedValues（在 CLI 中：--pending-modified-values，或者在 Python
中：pending_modified_values） — APendingModifiedValues (p. 962)对象。
指定对数据库实例的更改待处理。仅在更改待处理时包含此元素。特定更改由子元素标识。
• PreferredBackupWindow（在 CLI 中：--preferred-backup-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preferred_backup_window） – UTF-8 字符串。
指定在启用自动备份时，自动执行备份的日常时间范围，如 BackupRetentionPeriod 所规定。
• PreferredMaintenanceWindow（在 CLI 中：--preferred-maintenance-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preferred_maintenance_window） – UTF-8 字符串。
指定可进行系统维护的每周时间范围（采用通用协调时间 (UTC)）。
• PromotionTier（在 CLI 中：--promotion-tier，或者在 Python 中：promotion_tier） – 数字
(integer)。
该值指定在现有主实例发生故障后将只读副本提升为主实例的顺序。
• PubliclyAccessible（在 CLI 中：--publicly-accessible，或者在 Python
中：publicly_accessible） – Boolean.
此标记不应再使用。
• ReadReplicaDBClusterIdentifiers（在 CLI 中：--read-replica-db-cluster-identifiers，或者
在 Python 中：read_replica_db_cluster_identifiers） — 数组 ReadReplicaDBCluster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包含一个或多个数据集集群（作为此数据库实例只读副本的集群）的标识符。
• ReadReplicaDBInstanceIdentifiers（在 CLI 中：--read-replica-db-instanceidentifiers，或者在 Python 中：read_replica_db_instance_identifiers） — 数组
ReadReplicaDBInstanceIdentifier— UTF-8 字符串。
包含一个或多个与此数据库实例关联的只读副本的标识符。
• ReadReplicaSourceDBInstanceIdentifier（在 CLI 中：--read-replica-source-db-instance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read_replica_source_db_instance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包含源数据库实例（在此数据库实例是只读副本时）的标识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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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ondaryAvailabilityZone（在 CLI 中：--secondary-availability-zone，或者在 Python
中：secondary_availability_zone） – UTF-8 字符串。
如果存在，则指定带多可用区支持的数据库实例辅助可用区的名称。
• StatusInfos（在 CLI 中：--status-infos，或者在 Python 中：status_infos） — 数
组DBInstanceStatusInfo (p. 868)DBInstanceStatusInfo 对象。
只读副本的状态。如果实例不是只读副本，则此项空白。
• StorageEncrypted（在 CLI 中：--storage-encrypted，或者在 Python 中：storage_encrypted）
– Boolean.
不支持：数据库实例的加密由数据库集群管理。
• StorageType（在 CLI 中：--storage-type，或者在 Python 中：storage_type） – UTF-8 字符串。
指定与数据库实例关联的存储类型。
• TdeCredentialArn（在 CLI 中：--tde-credential-arn，或者在 Python
中：tde_credential_arn） – UTF-8 字符串。
来自密钥存储的 ARN，实例通过它进行关联用于 TDE 加密。
• Timezone（在 CLI 中：--timezone，或者在 Python 中：timezone） – UTF-8 字符串。
不支持。
• VpcSecurityGroups（在 CLI 中：--vpc-security-groups，或者在 Python
中：vpc_security_groups） — 数组VpcSecurityGroupMembership (p. 971)
VpcSecurityGroupMembership 对象。
提供数据库实例所属的 VPC 安全组元素的列表。

错误
• DBInstanceNotFoundFault (p. 976)
• 无效数据库InstanceStateFault (p. 983)
• DBSnapshotAlreadyExistsFault (p. 978)
• SnapshotQuotaExceededFault (p. 988)
• 无效数据库ClusterStateFault (p. 983)

ModifyDBInstance（操作）
此 API 的 Amazon CLI 名称为：modify-db-instance，而 Python 的名字
是：modify_db_instance.
修改数据库实例的设置。您可通过在请求中指定这些参数以及新值，更改一个或多个数据库配置参数。要了
解您可对数据库实例进行哪些修改，请在调用the section called “ModifyDBInstance” (p. 883)之前调用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ValidDBInstanceModifications” (p. 898)。
请求
• AllowMajorVersionUpgrade（在 CLI 中：--allow-major-version-upgrade，或者在 Python
中：allow_major_version_upgrade） – Boolean.
指示允许主要版本升级。更改此参数不会导致中断，所做更改会尽快以异步方式应用。
• ApplyImmediately（在 CLI 中：--apply-immediately，或者在 Python 中：apply_immediately）
– Boo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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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是否应尽快异步应用此请求中修改及任何待处理修改，无论数据库实例的
PreferredMaintenanceWindow 设置如何。
如果此参数设置为 false，则在下一个维护时段中应用对数据库实例的更改。某些参数更改会导致中断，
在下次调用 the section called “RebootDBInstance” (p. 891) 时或者下次故障重启时应用。
默认值：false
• AutoMinorVersionUpgrade（在 CLI 中：--auto-minor-version-upgrade，或者在 Python
中：auto_minor_version_upgrade） – Boolean.
指示在维护时段期间，将对该数据库实例自动应用次要版本升级。更改此参数不会导致中断（除非在下列
情况中），所做更改会尽快以异步方式应用。如果在维护时段内将此参数设置为 true，有较新的次要版
本可用，并且 Neptune 已启用对该引擎版本的自动修补，则将导致服务中断。
• BackupRetentionPeriod（在 CLI 中：--backup-retention-period，或者在 Python
中：backup_retention_period） – 数字 (integer)。
不适用。自动备份保留期由数据库集群管理。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ModifyDBCluster” (p. 831)。
默认值：使用现有设置
• CACertificateIdentifier（在 CLI 中：--ca-certificate-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ca_certificate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指示需要与实例相关联的证书。
• CloudwatchLogsExportConfiguration（在 CLI 中：--cloudwatch-logs-exportconfiguration，或者在 Python 中：cloudwatch_logs_export_configuration） —
ACloudwatchLogsExportConfiguration (p. 960)对象。
要启用以导出到的日志类型的配置设置 CloudWatch 特定数据库实例或数据库集群的日志。
• CopyTagsToSnapshot（在 CLI 中：--copy-tags-to-snapshot，或者在 Python
中：copy_tags_to_snapshot） – Boolean.
如果为 true，则将数据库实例的所有标签复制到数据库实例的快照中，否则为 false。默认为 false。
• DBInstanceClass（在 CLI 中：--db-instance-class，或者在 Python 中：db_instance_class）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实例的新计算和内存容量，例如，db.m4.large。并非所有数据库实例类在所有 Amazon 区域中
都可用。
如果您修改数据库实例类，则在更改期间会发生中断。更改在下一个维护时段内应用，除非此请求的
ApplyImmediately 指定为 true。
默认值：使用现有设置
• DBInstanceIdentifier（在 CLI 中：--db-instance-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db_instance_identifier） –必需：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实例标识符。此值以一个小写字符串存储。
约束：
• 必须匹配现有 DBInstance 的标识符。
• DBParameterGroupName（在 CLI 中：--db-parameter-group-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parameter_group_name） – UTF-8 字符串。
要应用到数据库实例的数据库参数组的名称。更改此设置不会导致中断。参数组名称本身将立即发生更
改，但在您重新启动实例而不进行故障转移之前，不会应用实际参数更改。在下一个维护时段内，将不自
动重启数据库实例，并且不应用参数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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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值：使用现有设置
约束：数据库参数组必须与此数据库实例位于数据库参数组系列中。
• DBPortNumber（在 CLI 中：--db-port-number，或者在 Python 中：db_port_number） – 数字
(integer)。
数据库实例接受连接的端口编号。
DBPortNumber 参数的值不能与为数据库实例选项组中的选项指定的任何端口值相同。
不论 ApplyImmediately 参数的值如何，在您更改 DBPortNumber 值时，数据库将重启。
默认值：8182
• DBSecurityGroups（在 CLI 中：--db-security-groups，或者在 Python
中：db_security_groups） — DB数组SecurityGroupName— UTF-8 字符串。
在此数据库实例上授权的数据库安全组的列表。更改此设置不会导致中断，所做更改会尽快以异步方式应
用。
约束：
• 如果提供，则必须匹配现有 DBSecurityGroups.
• DBSubnetGroupName（在 CLI 中：--db-subnet-group-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subnet_group_name）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实例的新数据库子网组。您可以使用此参数将数据库实例移动到其他 VPC。
更改子网组将导致更改期间发生中断。更改在下一个维护时段内应用，除非您为 ApplyImmediately 参
数指定 true。
约束：如果提供，则必须匹配现有 DB 的名称SubnetGroup.
示例：mySubnetGroup
• DeletionProtection（在 CLI 中：--deletion-protection，或者在 Python
中：deletion_protection） – Boolean.
指示数据库实例是否已启用删除保护的值。在启用删除保护时，无法删除数据库。默认情况下，将禁用删
除保护。请参阅删除数据库实例。
• Domain（在 CLI 中：--domain，或者在 Python 中：domain） – UTF-8 字符串。
不支持。
• DomainIAMRoleName（在 CLI 中：--domain-iam-role-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omain_iam_role_name） – UTF-8 字符串。
不支持
• Enable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在 CLI 中：--enable-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或者
在 Python 中：enable_iam_database_authentication） – Boolean.
如果为 true，则启用 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账户与数据库账户之间的映射
您可以为以下数据库引擎启用 IAM 数据库身份验证
不适用。将 Amazon IAM 账户映射到数据库集群是由数据库集群管理的。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ModifyDBCluster” (p. 831)。
默认值：false
• EngineVersion（在 CLI 中：--engine-version，或者在 Python 中：engine_version） – UTF-8 字
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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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引擎要升级到的版本号。目前，设置此参数不起作用。要将数据库引擎升级到最新版本，请使用
the section called “ApplyPendingMaintenanceAction” (p. 966) API。
• Iops（在 CLI 中：--iops，或者在 Python 中：iops） – 数字 (integer)。
实例的新预配置 IOPS（每秒 I/O 操作数）值。
更改此设置不会导致中断，除非此请求的 ApplyImmediately 参数设置为 true，否则将在下个维护时
段应用更改。
默认值：使用现有设置
• MonitoringInterval（在 CLI 中：--monitoring-interval，或者在 Python
中：monitoring_interval） – 数字 (integer)。
收集数据库实例的增强监控指标的时间点之间的间隔，以秒为单位。要禁用收集增强监控指标，请指定
0。默认值为 0。
如果指定 MonitoringRoleArn，则您还必须将 MonitoringInterval 设置为 0 以外的值。
有效值：0, 1, 5, 10, 15, 30, 60
• MonitoringRoleArn（在 CLI 中：--monitoring-role-arn，或者在 Python
中：monitoring_role_arn） – UTF-8 字符串。
允许 Neptune 将增强监控指标发送到 Amazon 的 IAM 角色的 ARN。 CloudWatch 日志。例
如，arn:aws:iam:123456789012:role/emaccess。
如果 MonitoringInterval 设置为 0 以外的值，则您必须提供 MonitoringRoleArn 值。
• MultiAZ（在 CLI 中：--multi-az，或者在 Python 中：multi_az） – Boolean.
指定数据库实例是否为多可用区部署。更改此参数不会导致中断，除非此请求的 ApplyImmediately 参
数设置为 true，否则将在下个维护时段应用更改。
• NewDBInstanceIdentifier（在 CLI 中：--new-db-instance-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new_db_instance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重命名数据库实例时数据库实例的新标识符。在更改数据库实例标识符的时候，若将 Apply
Immediately 设置为 true，则实例立即重启；若将 Apply Immediately 设置为 false，则实例将在下
一个维护时段重启。此值以一个小写字符串存储。
约束：
• 必须包含 1 到 63 个字母、数字或连字符。
• 第一个字符必须是字母。
• 不能以连字符结束或包含两个连续连字符。
示例：mydbinstance
• PreferredBackupWindow（在 CLI 中：--preferred-backup-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preferred_backup_window） – UTF-8 字符串。
如果启用自动备份，该属性指定创建自动备份的日常时间范围。
不适用。每天创建自动备份的时间范围由数据库集群管理。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ModifyDBCluster” (p. 831)。
约束：
• 必须采用 hh24:mi-hh24:mi 格式
• 必须采用协调世界时 (UTC)
• 不得与首选维护时段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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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至少为 30 分钟
• PreferredMaintenanceWindow（在 CLI 中：--preferred-maintenance-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preferred_maintenance_window） – UTF-8 字符串。
可进行系统维护的每周时间范围（采用 UTC），这可能导致中断。更改此参数不会导致中断（除非在下
列情况中），所做更改会尽快以异步方式应用。如果有待处理的操作导致服务重启，并且维护时段经过更
改，加入了当前时间，则更改此参数将导致数据库实例重启。如果将此时段移动到当前时间，则当前时间
与时段结束之间必须相隔至少 30 分钟以确保应用待处理的更改。
默认值：使用现有设置
格式：ddd:hh24:mi-ddd:hh24:mi
有效天天天: Mon | Tue | Wed | Fri | Sat | Sat | Sun
约束：必须至少为 30 分钟
• PromotionTier（在 CLI 中：--promotion-tier，或者在 Python 中：promotion_tier） – 数字
(integer)。
该值指定在现有主实例发生故障后将只读副本提升为主实例的顺序。
默认值：1
有效值: 0-15
• PubliclyAccessible（在 CLI 中：--publicly-accessible，或者在 Python
中：publicly_accessible） – Boolean.
此标记不应再使用。
• StorageType（在 CLI 中：--storage-type，或者在 Python 中：storage_type） – UTF-8 字符串。
不支持。
• TdeCredentialArn（在 CLI 中：--tde-credential-arn，或者在 Python
中：tde_credential_arn） – UTF-8 字符串。
来自密钥存储的 ARN，实例通过它进行关联用于 TDE 加密。
• TdeCredentialPassword（在 CLI 中：--tde-credential-password，或者在 Python
中：tde_credential_password） – UTF-8 字符串。
密钥存储中指定 ARN 的密码，以便访问设备。
• VpcSecurityGroupIds（在 CLI 中：--vpc-security-group-ids，或者在 Python
中：vpc_security_group_ids） — 数组 VpcSecurityGroupId— UTF-8 字符串。
在此数据库实例上授权的 EC2 VPC 安全组的列表。此更改会尽快异步应用。
不适用。关联的 EC2 VPC 安全组列表由数据库集群管理。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ModifyDBCluster” (p. 831)。
约束：
• 如果提供，则必须匹配现有 VpcSecurityGroupIds.
响应
包含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详细信息。
此数据类型用作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DBInstances” (p. 895) 操作中的响应元素。
API 版本 2020-12-18
887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ModifyDBInstance

• AutoMinorVersionUpgrade（在 CLI 中：--auto-minor-version-upgrade，或者在 Python
中：auto_minor_version_upgrade） – Boolean.
指示自动应用次要版本补丁。
• AvailabilityZone（在 CLI 中：--availability-zone，或者在 Python 中：availability_zone） –
UTF-8 字符串。
指定数据库实例所在可用区域的名称。
• BackupRetentionPeriod（在 CLI 中：--backup-retention-period，或者在 Python
中：backup_retention_period） – 数字 (integer)。
指定自动数据库快照的保留天数。
• CACertificateIdentifier（在 CLI 中：--ca-certificate-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ca_certificate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此数据库实例的 CA 证书的标识符。
• CopyTagsToSnapshot（在 CLI 中：--copy-tags-to-snapshot，或者在 Python
中：copy_tags_to_snapshot） – Boolean.
指定是否将标签从数据库实例复制到数据库实例的快照。
• DB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如果数据库实例属于某个数据库集群，则包含数据库实例所属的数据库集群的名称。
• DBInstanceArn（在 CLI 中：--db-instance-arn，或者在 Python 中：db_instance_arn）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实例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DBInstanceClass（在 CLI 中：--db-instance-class，或者在 Python 中：db_instance_class）
– UTF-8 字符串。
包含数据库实例的计算和内存容量级别名称。
• DBInstanceIdentifier（在 CLI 中：--db-instance-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db_instance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包含用户提供的数据库标识符。此标识符是标识数据库实例的唯一密钥。
• DbInstancePort（在 CLI 中：--db-instance-port，或者在 Python 中：db_instance_port） – 数
字 (integer)。
指定数据库实例侦听的端口。如果数据库实例属于某个数据库集群，则此端口可能不同于数据库集群的端
口。
• DBInstanceStatus（在 CLI 中：--db-instance-status，或者在 Python
中：db_instance_status） – UTF-8 字符串。
指定此数据库的当前状态。
• DbiResourceId（在 CLI 中：--dbi-resource-id，或者在 Python 中：dbi_resource_id）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实例在 Amazon 区域中唯一的不可变标识符。此标识符在亚马逊上找到 CloudTrail 每次访问数据库
实例的 Amazon KMS 密钥时的日志条目。
• DBName（在 CLI 中：--db-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name）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名称。
• DBParameterGroups（在 CLI 中：--db-parameter-groups，或者在 Python
中：db_parameter_groups） — 数组DBParameterGroupStatus (p. 900)DBParameterGroup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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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应用到此数据库实例的数据库参数组的列表。
• DBSecurityGroups（在 CLI 中：--db-security-groups，或者在 Python
中：db_security_groups） — 数组DBSecurityGroupMembership (p. 969)DBSecurityGroup 对象。
提供仅包含 DBSecurityGroup.Name 和 DBSecurityGroup.Status 子元素的数据库安全组元素的列
表。
• DBSubnetGroup（在 CLI 中：--db-subnet-group，或者在 Python 中：db_subnet_group） —
ADBSubnetGroup (p. 917)对象。
指定与数据库实例关联的子网组的信息，包括名称、描述和子网组中的子网。
• DeletionProtection（在 CLI 中：--deletion-protection，或者在 Python
中：deletion_protection） – Boolean.
指示数据库实例是否已启用删除保护。在启用删除保护时，无法删除实例。请参阅删除数据库实例。
• DomainMemberships（在 CLI 中：--domain-memberships，或者在 Python
中：domain_memberships） — 数组DomainMembership (p. 969) DomainMembership 对象。
不支持
• EnabledCloudwatchLogsExports（在 CLI 中：--enabled-cloudwatch-logs-exports，或者在
Python 中：enabled_cloudwatch_logs_exports） – 一个 UTF-8 字符串数组。
此数据库实例配置为导出到的日志类型的列表 CloudWatch日志。
• Endpoint（在 CLI 中：--endpoint，或者在 Python 中：endpoint） — 一个Endpoint (p. 970)对象。
指定连接终端节点。
• Engine（在 CLI 中：--engine，或者在 Python 中：engine） – UTF-8 字符串。
提供要用于此数据库实例的数据库引擎的名称。
• EngineVersion（在 CLI 中：--engine-version，或者在 Python 中：engine_version） – UTF-8 字
符串。
指示数据库引擎版本。
• EnhancedMonitoringResourceArn（在 CLI 中：--enhanced-monitoring-resource-arn，或者在
Python 中：enhanced_monitoring_resource_arn） – UTF-8 字符串。
亚马逊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CloudWatch 记录接收数据库实例的增强监控指标数据的 Logs。
• 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Enabled（在 CLI 中：--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enabled，或
者在 Python 中：iam_database_authentication_enabled） – Boolean.
如果 Amazon Id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身份验证已启用，则为
• InstanceCreateTime（在 CLI 中：--instance-creat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instance_create_time） – 时间戳.
提供创建数据库实例的日期和时间。
• Iops（在 CLI 中：--iops，或者在 Python 中：iops） – 数字 (integer)。
指定预配置的 IOPS（每秒 I/O 操作数）值。
• KmsKeyId（在 CLI 中：--kms-key-id，或者在 Python 中：kms_key_id） – UTF-8 字符串。
不支持：数据库实例的加密由数据库集群管理。
• LatestRestorableTime（在 CLI 中：--latest-restorabl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latest_restorable_time） – 时间戳.
指定数据库可以使用的最新还原时间 point-in-time还还还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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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censeModel（在 CLI 中：--license-model，或者在 Python 中：license_model） – UTF-8 字符
串。
该数据库实例的许可模式信息。
• MonitoringInterval（在 CLI 中：--monitoring-interval，或者在 Python
中：monitoring_interval） – 数字 (integer)。
收集数据库实例的增强监控指标的时间点之间的间隔，以秒为单位。
• MonitoringRoleArn（在 CLI 中：--monitoring-role-arn，或者在 Python
中：monitoring_role_arn） – UTF-8 字符串。
允许 Neptune 将增强监控指标发送到 Amazon 的 IAM 角色的 ARN。 CloudWatch 日志。
• MultiAZ（在 CLI 中：--multi-az，或者在 Python 中：multi_az） – Boolean.
指定数据库实例是否为多可用区部署。
• PendingModifiedValues（在 CLI 中：--pending-modified-values，或者在 Python
中：pending_modified_values） — APendingModifiedValues (p. 962)对象。
指定对数据库实例的更改待处理。仅在更改待处理时包含此元素。特定更改由子元素标识。
• PreferredBackupWindow（在 CLI 中：--preferred-backup-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preferred_backup_window） – UTF-8 字符串。
指定在启用自动备份时，自动执行备份的日常时间范围，如 BackupRetentionPeriod 所规定。
• PreferredMaintenanceWindow（在 CLI 中：--preferred-maintenance-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preferred_maintenance_window） – UTF-8 字符串。
指定可进行系统维护的每周时间范围（采用通用协调时间 (UTC)）。
• PromotionTier（在 CLI 中：--promotion-tier，或者在 Python 中：promotion_tier） – 数字
(integer)。
该值指定在现有主实例发生故障后将只读副本提升为主实例的顺序。
• PubliclyAccessible（在 CLI 中：--publicly-accessible，或者在 Python
中：publicly_accessible） – Boolean.
此标记不应再使用。
• ReadReplicaDBClusterIdentifiers（在 CLI 中：--read-replica-db-cluster-identifiers，或者
在 Python 中：read_replica_db_cluster_identifiers） — 数组 ReadReplicaDBCluster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包含一个或多个数据集集群（作为此数据库实例只读副本的集群）的标识符。
• ReadReplicaDBInstanceIdentifiers（在 CLI 中：--read-replica-db-instanceidentifiers，或者在 Python 中：read_replica_db_instance_identifiers） — 数组
ReadReplicaDBInstanceIdentifier— UTF-8 字符串。
包含一个或多个与此数据库实例关联的只读副本的标识符。
• ReadReplicaSourceDBInstanceIdentifier（在 CLI 中：--read-replica-source-db-instance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read_replica_source_db_instance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包含源数据库实例（在此数据库实例是只读副本时）的标识符。
• SecondaryAvailabilityZone（在 CLI 中：--secondary-availability-zone，或者在 Python
中：secondary_availability_zone） – UTF-8 字符串。
如果存在，则指定带多可用区支持的数据库实例辅助可用区的名称。
• StatusInfos（在 CLI 中：--status-infos，或者在 Python 中：status_infos） — 数
组DBInstanceStatusInfo (p. 868)DBInstanceStatusInfo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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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读副本的状态。如果实例不是只读副本，则此项空白。
• StorageEncrypted（在 CLI 中：--storage-encrypted，或者在 Python 中：storage_encrypted）
– Boolean.
不支持：数据库实例的加密由数据库集群管理。
• StorageType（在 CLI 中：--storage-type，或者在 Python 中：storage_type） – UTF-8 字符串。
指定与数据库实例关联的存储类型。
• TdeCredentialArn（在 CLI 中：--tde-credential-arn，或者在 Python
中：tde_credential_arn） – UTF-8 字符串。
来自密钥存储的 ARN，实例通过它进行关联用于 TDE 加密。
• Timezone（在 CLI 中：--timezone，或者在 Python 中：timezone） – UTF-8 字符串。
不支持。
• VpcSecurityGroups（在 CLI 中：--vpc-security-groups，或者在 Python
中：vpc_security_groups） — 数组VpcSecurityGroupMembership (p. 971)
VpcSecurityGroupMembership 对象。
提供数据库实例所属的 VPC 安全组元素的列表。

错误
• 无效数据库InstanceStateFault (p. 983)
• 无效数据库SecurityGroupStateFault (p. 983)
• DBInstanceAlreadyExistsFault (p. 976)
• DBInstanceNotFoundFault (p. 976)
• DBSecurityGroupNotFoundFault (p. 978)
• DBParameterGroupNotFoundFault (p. 977)
• 不足 DBInstanceCapacityFault (p. 982)
• StorageQuotaExceededFault (p. 988)
• VPC 无效NetworkStateFault (p. 986)
• ProvisionedIopsNotAvailableInazFaul (p. 986)
• OptionGroupNotFoundFault (p. 986)
• DBUpgradeDependencyFailureFault (p. 980)
• StorageTypeNotSupportedFault (p. 988)
• AuthorizationNotFoundFault (p. 973)
• CertificateNotFoundFault (p. 974)
• DomainNotFoundFault (p. 980)

RebootDBInstance（操作）
此 API 的 Amazon CLI 名称为：reboot-db-instance，而 Python 的名字
是：reboot_db_instance.
您可能需要重启数据库实例，通常是出于维护目的。例如，如果进行某些修改或更改与数据库实例关联的数
据库参数组，您必须重启该实例以使更改生效。
重启数据库实例会重新启动数据库引擎服务。重启数据库实例将导致短暂中断，在此期间，数据库实例状态
将设置为正在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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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 DBInstanceIdentifier（在 CLI 中：--db-instance-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db_instance_identifier） –必需：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实例标识符。该参数作为一个小写字符串存储。
约束：
• 必须匹配现有 DBInstance 的标识符。
• ForceFailover（在 CLI 中：--force-failover，或者在 Python 中：force_failover） – Boolean.
如果为 true，则通过多可用区故障转移进行重启。
约束：您不能指定true如果没有为MultiAZ 配置实例。
响应
包含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实例的详细信息。
此数据类型用作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DBInstances” (p. 895) 操作中的响应元素。
• AutoMinorVersionUpgrade（在 CLI 中：--auto-minor-version-upgrade，或者在 Python
中：auto_minor_version_upgrade） – Boolean.
指示自动应用次要版本补丁。
• AvailabilityZone（在 CLI 中：--availability-zone，或者在 Python 中：availability_zone） –
UTF-8 字符串。
指定数据库实例所在可用区域的名称。
• BackupRetentionPeriod（在 CLI 中：--backup-retention-period，或者在 Python
中：backup_retention_period） – 数字 (integer)。
指定自动数据库快照的保留天数。
• CACertificateIdentifier（在 CLI 中：--ca-certificate-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ca_certificate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此数据库实例的 CA 证书的标识符。
• CopyTagsToSnapshot（在 CLI 中：--copy-tags-to-snapshot，或者在 Python
中：copy_tags_to_snapshot） – Boolean.
指定是否将标签从数据库实例复制到数据库实例的快照。
• DB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如果数据库实例属于某个数据库集群，则包含数据库实例所属的数据库集群的名称。
• DBInstanceArn（在 CLI 中：--db-instance-arn，或者在 Python 中：db_instance_arn）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实例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DBInstanceClass（在 CLI 中：--db-instance-class，或者在 Python 中：db_instance_class）
– UTF-8 字符串。
包含数据库实例的计算和内存容量级别名称。
• DBInstanceIdentifier（在 CLI 中：--db-instance-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db_instance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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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用户提供的数据库标识符。此标识符是标识数据库实例的唯一密钥。
• DbInstancePort（在 CLI 中：--db-instance-port，或者在 Python 中：db_instance_port） – 数
字 (integer)。
指定数据库实例侦听的端口。如果数据库实例属于某个数据库集群，则此端口可能不同于数据库集群的端
口。
• DBInstanceStatus（在 CLI 中：--db-instance-status，或者在 Python
中：db_instance_status） – UTF-8 字符串。
指定此数据库的当前状态。
• DbiResourceId（在 CLI 中：--dbi-resource-id，或者在 Python 中：dbi_resource_id）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实例在 Amazon 区域中唯一的不可变标识符。此标识符在亚马逊上找到 CloudTrail 每次访问数据库
实例的 Amazon KMS 密钥时的日志条目。
• DBName（在 CLI 中：--db-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name）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名称。
• DBParameterGroups（在 CLI 中：--db-parameter-groups，或者在 Python
中：db_parameter_groups） — 数组DBParameterGroupStatus (p. 900)DBParameterGroup 对象。
提供应用到此数据库实例的数据库参数组的列表。
• DBSecurityGroups（在 CLI 中：--db-security-groups，或者在 Python
中：db_security_groups） — 数组DBSecurityGroupMembership (p. 969)DBSecurityGroup 对象。
提供仅包含 DBSecurityGroup.Name 和 DBSecurityGroup.Status 子元素的数据库安全组元素的列
表。
• DBSubnetGroup（在 CLI 中：--db-subnet-group，或者在 Python 中：db_subnet_group） —
ADBSubnetGroup (p. 917)对象。
指定与数据库实例关联的子网组的信息，包括名称、描述和子网组中的子网。
• DeletionProtection（在 CLI 中：--deletion-protection，或者在 Python
中：deletion_protection） – Boolean.
指示数据库实例是否已启用删除保护。在启用删除保护时，无法删除实例。请参阅删除数据库实例。
• DomainMemberships（在 CLI 中：--domain-memberships，或者在 Python
中：domain_memberships） — 数组DomainMembership (p. 969) DomainMembership 对象。
不支持
• EnabledCloudwatchLogsExports（在 CLI 中：--enabled-cloudwatch-logs-exports，或者在
Python 中：enabled_cloudwatch_logs_exports） – 一个 UTF-8 字符串数组。
此数据库实例配置为导出到的日志类型的列表 CloudWatch日志。
• Endpoint（在 CLI 中：--endpoint，或者在 Python 中：endpoint） — 一个Endpoint (p. 970)对象。
指定连接终端节点。
• Engine（在 CLI 中：--engine，或者在 Python 中：engine） – UTF-8 字符串。
提供要用于此数据库实例的数据库引擎的名称。
• EngineVersion（在 CLI 中：--engine-version，或者在 Python 中：engine_version） – UTF-8 字
符串。
指示数据库引擎版本。
• EnhancedMonitoringResourceArn（在 CLI 中：--enhanced-monitoring-resource-arn，或者在
Python 中：enhanced_monitoring_resource_arn） – UTF-8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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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CloudWatch 记录接收数据库实例的增强监控指标数据的 Logs。
• 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Enabled（在 CLI 中：--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enabled，或
者在 Python 中：iam_database_authentication_enabled） – Boolean.
如果 Amazon Id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身份验证已启用，则为
• InstanceCreateTime（在 CLI 中：--instance-creat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instance_create_time） – 时间戳.
提供创建数据库实例的日期和时间。
• Iops（在 CLI 中：--iops，或者在 Python 中：iops） – 数字 (integer)。
指定预配置的 IOPS（每秒 I/O 操作数）值。
• KmsKeyId（在 CLI 中：--kms-key-id，或者在 Python 中：kms_key_id） – UTF-8 字符串。
不支持：数据库实例的加密由数据库集群管理。
• LatestRestorableTime（在 CLI 中：--latest-restorabl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latest_restorable_time） – 时间戳.
指定数据库可以使用的最新还原时间 point-in-time还还还还
• LicenseModel（在 CLI 中：--license-model，或者在 Python 中：license_model） – UTF-8 字符
串。
该数据库实例的许可模式信息。
• MonitoringInterval（在 CLI 中：--monitoring-interval，或者在 Python
中：monitoring_interval） – 数字 (integer)。
收集数据库实例的增强监控指标的时间点之间的间隔，以秒为单位。
• MonitoringRoleArn（在 CLI 中：--monitoring-role-arn，或者在 Python
中：monitoring_role_arn） – UTF-8 字符串。
允许 Neptune 将增强监控指标发送到 Amazon 的 IAM 角色的 ARN。 CloudWatch 日志。
• MultiAZ（在 CLI 中：--multi-az，或者在 Python 中：multi_az） – Boolean.
指定数据库实例是否为多可用区部署。
• PendingModifiedValues（在 CLI 中：--pending-modified-values，或者在 Python
中：pending_modified_values） — APendingModifiedValues (p. 962)对象。
指定对数据库实例的更改待处理。仅在更改待处理时包含此元素。特定更改由子元素标识。
• PreferredBackupWindow（在 CLI 中：--preferred-backup-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preferred_backup_window） – UTF-8 字符串。
指定在启用自动备份时，自动执行备份的日常时间范围，如 BackupRetentionPeriod 所规定。
• PreferredMaintenanceWindow（在 CLI 中：--preferred-maintenance-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preferred_maintenance_window） – UTF-8 字符串。
指定可进行系统维护的每周时间范围（采用通用协调时间 (UTC)）。
• PromotionTier（在 CLI 中：--promotion-tier，或者在 Python 中：promotion_tier） – 数字
(integer)。
该值指定在现有主实例发生故障后将只读副本提升为主实例的顺序。
• PubliclyAccessible（在 CLI 中：--publicly-accessible，或者在 Python
中：publicly_accessible） – Boolean.
此标记不应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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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ReplicaDBClusterIdentifiers（在 CLI 中：--read-replica-db-cluster-identifiers，或者
在 Python 中：read_replica_db_cluster_identifiers） — 数组 ReadReplicaDBCluster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包含一个或多个数据集集群（作为此数据库实例只读副本的集群）的标识符。
• ReadReplicaDBInstanceIdentifiers（在 CLI 中：--read-replica-db-instanceidentifiers，或者在 Python 中：read_replica_db_instance_identifiers） — 数组
ReadReplicaDBInstanceIdentifier— UTF-8 字符串。
包含一个或多个与此数据库实例关联的只读副本的标识符。
• ReadReplicaSourceDBInstanceIdentifier（在 CLI 中：--read-replica-source-db-instance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read_replica_source_db_instance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包含源数据库实例（在此数据库实例是只读副本时）的标识符。
• SecondaryAvailabilityZone（在 CLI 中：--secondary-availability-zone，或者在 Python
中：secondary_availability_zone） – UTF-8 字符串。
如果存在，则指定带多可用区支持的数据库实例辅助可用区的名称。
• StatusInfos（在 CLI 中：--status-infos，或者在 Python 中：status_infos） — 数
组DBInstanceStatusInfo (p. 868)DBInstanceStatusInfo 对象。
只读副本的状态。如果实例不是只读副本，则此项空白。
• StorageEncrypted（在 CLI 中：--storage-encrypted，或者在 Python 中：storage_encrypted）
– Boolean.
不支持：数据库实例的加密由数据库集群管理。
• StorageType（在 CLI 中：--storage-type，或者在 Python 中：storage_type） – UTF-8 字符串。
指定与数据库实例关联的存储类型。
• TdeCredentialArn（在 CLI 中：--tde-credential-arn，或者在 Python
中：tde_credential_arn） – UTF-8 字符串。
来自密钥存储的 ARN，实例通过它进行关联用于 TDE 加密。
• Timezone（在 CLI 中：--timezone，或者在 Python 中：timezone） – UTF-8 字符串。
不支持。
• VpcSecurityGroups（在 CLI 中：--vpc-security-groups，或者在 Python
中：vpc_security_groups） — 数组VpcSecurityGroupMembership (p. 971)
VpcSecurityGroupMembership 对象。
提供数据库实例所属的 VPC 安全组元素的列表。

错误
• 无效数据库InstanceStateFault (p. 983)
• DBInstanceNotFoundFault (p. 976)

DescribeDBInstances（操作）
此 API 的 Amazon CLI 名称为：describe-db-instances，而 Python 的名字
是：describe_db_instances.
返回有关预配置的实例的信息，并支持分页。
API 版本 202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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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此操作还可以返回 Amazon RDS 实例和 Amazon DocDB 实例的信息。
请求
• DBInstanceIdentifier（在 CLI 中：--db-instance-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db_instance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用户提供的实例标识符。如果指定了此参数，则只返回特定数据库实例的信息。该参数不区分大小写。
约束：
• 如果提供，必须匹配现有 DBInstance 的标识符。
• Filters（在 CLI 中：--filters，或者在 Python 中：filters） — 数组筛选条件 (p. 970)筛选对象。
筛选条件指定要描述的一个或多个数据库实例。
支持的筛选条件：
• db-cluster-id - 接受数据库集群标识符和数据库集群 Amazon 资源名称 (ARN)。该结果列表仅包括
与这些 ARN 所标识数据库集群关联的数据库实例的相关信息。
• engine - 接受引擎名称（例如 neptune），并将结果列表限制为由该引擎创建的数据库实例。
例如，要从 Amazon CLI 调用此 API 并进行筛选，以便仅返回 Neptune 数据库实例，您可以使用以下命
令：

Example
aws neptune describe-db-instances \
--filters Name=engine,Values=neptune

• Marker（在 CLI 中：--marker，或者在 Python 中：marker） – UTF-8 字符串。
由之前的 DescribeDBInstances 请求提供的可选分页标记。如果指定此参数，则响应仅包含标记之外
的记录，最大数量为 MaxRecords 指定的值。
• MaxRecords（在 CLI 中：--max-records，或者在 Python 中：max_records） – 数字 (integer)。
包括在响应中的最大记录数。如果存在的记录数超过了指定的MaxRecords 值，则在响应中包含称为标记
的分页记号，以便检索剩余的结果。
默认值：100
约束：最低为 20，最高为 100。
响应
• DBInstances（在 CLI 中：--db-instances，或者在 Python 中：db_instances） — 数
组DBInstance (p. 865)DDBInstste。
the section called “DBInstance” (p. 865) 实例的列表。
• Marker（在 CLI 中：--marker，或者在 Python 中：marker） – UTF-8 字符串。
由之前的请求提供的可选分页标记。如果指定此参数，则响应仅包含标记之外的记录，最大数量为
MaxRecords 指定的值。

错误
• DBInstanceNotFoundFault (p. 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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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OrderableDBInstanceOptions （动作）
此 API 的 Amazon CLI 名称为：describe-orderable-db-instance-options，而 Python 的名
字是：describe_orderable_db_instance_options.
返回指定引擎的可订购数据库实例选项的列表。
请求
• DBInstanceClass（在 CLI 中：--db-instance-class，或者在 Python 中：db_instance_class）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实例类筛选值。指定此参数以只显示与指定数据库实例类匹配的可用产品。
• Engine（在 CLI 中：--engine，或者在 Python 中：engine） –必需：UTF-8 字符串。
为其检索数据库实例选项的引擎的名称。
• EngineVersion（在 CLI 中：--engine-version，或者在 Python 中：engine_version） – UTF-8 字
符串。
引擎版本筛选值。指定此参数以只显示与指定引擎版本匹配的可用产品。
• Filters（在 CLI 中：--filters，或者在 Python 中：filters） — 数组筛选条件 (p. 970)筛选对象。
当前不支持此参数。
• LicenseModel（在 CLI 中：--license-model，或者在 Python 中：license_model） – UTF-8 字符
串。
许可模式筛选值。指定此参数以只显示与指定许可模式匹配的可用产品。
• Marker（在 CLI 中：--marker，或者在 Python 中：marker） – UTF-8 字符串。
由之前的用户提供的可选分页标记 DescribeOrderableDBInstanceOptions请求. 如果指定此参数，则响应
仅包含标记之外的记录，最大数量为 MaxRecords 指定的值。
• MaxRecords（在 CLI 中：--max-records，或者在 Python 中：max_records） – 数字 (integer)。
包括在响应中的最大记录数。如果存在的记录数超过了指定的MaxRecords 值，则在响应中包含称为标记
的分页记号，以便检索剩余的结果。
默认值：100
约束：最低为 20，最高为 100。
• Vpc（在 CLI 中：--vpc，或者在 Python 中：vpc） – Boolean.
VPC 筛选值。指定此参数以只显示可用的 VPC 或非 VPC 产品。
响应
• Marker（在 CLI 中：--marker，或者在 Python 中：marker） – UTF-8 字符串。
由之前的 OrderableDB 提供的可选分页标记InstanceOptions请求. 如果指定此参数，则响应仅包含标记之
外的记录，最大数量为 MaxRecords 指定的值。
• OrderableDBInstanceOptions（在 CLI 中：--orderable-db-instanceoptions，或者在 Python 中：orderable_db_instance_options） — 数
组OrderabledBInstanceOption (p. 869)OrderabledBInstanceOption 对象。
一个 the section called “OrderabledBInstanceOption” (p. 869) 结构，其中包含有关数据库实例可订购选
项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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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ValidDBInstanceModifications （动作）
此 API 的 Amazon CLI 名称为：describe-valid-db-instance-modifications，而 Python 的
名字是：describe_valid_db_instance_modifications.
您可以调用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ValidDBInstanceModifications” (p. 898) 来了解可以对数据库实例
进行哪些修改。您可在调用 the section called “ModifyDBInstance” (p. 883) 时使用此信息。
请求
• DBInstanceIdentifier（在 CLI 中：--db-instance-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db_instance_identifier） –必需：UTF-8 字符串。
客户标识符或数据库实例的 ARN。
响应
有关您可对数据库实例进行的有效更改的信息。包含对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ValidDBInstanceModifications” (p. 898) 操作的成功调用的结果。您可在调用 the section called
“ModifyDBInstance” (p. 883) 时使用此信息。
• Storage（在 CLI 中：--storage，或者在 Python 中：storage） — 数组 ValidStorageOptions— 一个
结构。
数据库实例的有效存储选项。

错误
• DBInstanceNotFoundFault (p. 976)
• 无效数据库InstanceStateFault (p. 983)

Neptune 参数 API
结构：
• 参数（结构） (p. 899)
• DBParameterGroup（结构） (p. 899)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结构） (p. 900)
• DBParameterGroupStatus（结构） (p. 900)
操作:
• CopyDBParameterGroup（操作） (p. 901)
• CopyDBClusterParameterGroup（操作） (p. 902)
• CreateDBParameterGroup（操作） (p. 903)
• CreateDBClusterParameterGroup（操作） (p. 905)
• DeleteDBParameterGroup（操作） (p. 906)
• DeleteDBClusterParameterGroup（操作） (p. 907)
• ModifyDBParameterGroup（操作） (p. 907)
• ModifyDBClusterParameterGroup（操作） (p. 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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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tDBParameterGroup（操作） (p. 909)
• ResetDBClusterParameterGroup（操作） (p. 910)
• DescribeDBParameters（操作） (p. 911)
• DescribeDBParameterGroups（操作） (p. 912)
• 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s（操作） (p. 913)
• 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Groups（操作） (p. 914)
• DescribeEngineDefaultParameters（操作） (p. 914)
• DescribeEngineDefaultClusterParameters（操作） (p. 915)

参数（结构）
指定参数。

字段
• AllowedValues – UTF-8 字符串。
指定参数值的有效范围。
• ApplyMethod – UTF-8 字符串（有效值：immediate="" | pending-reboot=""）。
指示何时应用参数更新。
• ApplyType – UTF-8 字符串。
指定引擎特定的参数类型。
• DataType – UTF-8 字符串。
指定参数的有效数据类型。
• Description – UTF-8 字符串。
提供参数的说明。
• IsModifiable – 布尔值。
指示参数可以修改 (true) 还是不能修改 (false)。一些参数具有安全或操作影响，会阻止更改这些参数。
• MinimumEngineVersion – UTF-8 字符串。
参数可以应用到的最早引擎版本。
• ParameterName – UTF-8 字符串。
指定参数的名称。
• ParameterValue – UTF-8 字符串。
指定参数的值。
• Source – UTF-8 字符串。
指示参数值的源。

DBParameterGroup（结构）
包含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参数组的详细信息。
此数据类型用作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DBParameterGroups” (p. 912) 操作中的响应元素。
API 版本 202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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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 DBParameterGroupArn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参数组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DBParameterGroupFamily – UTF-8 字符串。
提供此数据库参数组兼容的数据库参数组系列的名称。
• DBParameterGroupName – UTF-8 字符串。
提供数据库参数组的名称。
• Description – UTF-8 字符串。
为此数据库参数组提供客户指定的描述。
DBParameterGroup 用作下列对象的响应元素：
• CopyDBParameterGroup (p. 901)
• CreateDBParameterGroup (p. 903)

DBClusterParameterGroup（结构）
包含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的详细信息。
此数据类型用作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Groups” (p. 914) 操作中的响应元素。

字段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Arn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 – UTF-8 字符串。
提供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的名称。
• DBParameterGroupFamily – UTF-8 字符串。
提供此数据库集群参数组兼容的数据库参数组系列的名称。
• Description – UTF-8 字符串。
为此数据库集群参数组提供客户指定的描述。
DBClusterParameterGroup 用作下列对象的响应元素：
• CopyDBClusterParameterGroup (p. 902)
• CreateDBClusterParameterGroup (p. 905)

DBParameterGroupStatus（结构）
数据库参数组的状态。
此数据类型用作下列操作中的响应元素：
• the section called “CreateDBInstance” (p. 870)
API 版本 2020-12-18
900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CopyDBParameterGroup

• the section called “DeleteDBInstance” (p. 879)
• the section called “ModifyDBInstance” (p. 883)
• the section called “RebootDBInstance” (p. 891)

字段
• DBParameterGroupName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参数组的名称。
• ParameterApplyStatus – UTF-8 字符串。
参数更新的状态。

CopyDBParameterGroup（操作）
此 API 的 Amazon CLI 名称为：copy-db-parameter-group，Python 的名字
是：copy_db_parameter_group.
复制指定的数据库参数组。
请求
• SourceDBParameterGroupIdentifier（在 CLI 中：--source-db-parameter-group-identifier，
或者在 Python 中：source_db_parameter_group_identifier） –：必需 UTF-8 字符串。
源数据库参数组的标识符或 ARN。有关创建 ARN 的信息，请参阅构造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约束：
• 必须指定有效的数据库参数组。
• 必须指定有效的数据库参数组标识符，例如 my-db-param-group，或者有效的 ARN。
• Tags（在 CLI 中：--tags，或者在 Python 中：tags） — 数组标签 (p. 964)标记对象。
要分配给复制数据库参数组的标签。
• TargetDBParameterGroupDescription（在 CLI 中：--target-db-parameter-groupdescription，或者在 Python 中：target_db_parameter_group_description） –：必需 UTF-8
字符串。
复制的数据库参数组的描述。
• TargetDBParameterGroupIdentifier（在 CLI 中：--target-db-parameter-group-identifier，或
者在 Python 中：target_db_parameter_group_identifier） –：必需 UTF-8 字符串。
复制的数据库参数组的标识符。
约束：
• 不能为 null 或空。
• 必须包含 1 到 255 个字母、数字或连字符。
• 第一个字符必须是字母。
• 不能以连字符结束或包含两个连续连字符。
示例：my-db-parameter-group
响应
包含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参数组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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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数据类型用作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DBParameterGroups” (p. 912) 操作中的响应元素。
• DBParameterGroupArn（在 CLI 中：--db-parameter-group-arn，或者在 Python
中：db_parameter_group_arn）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参数组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DBParameterGroupFamily（在 CLI 中：--db-parameter-group-family，或者在 Python
中：db_parameter_group_family） – UTF-8 字符串。
提供此数据库参数组兼容的数据库参数组系列的名称。
• DBParameterGroupName（在 CLI 中：--db-parameter-group-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parameter_group_name） – UTF-8 字符串。
提供数据库参数组的名称。
• Description（在 CLI 中：--description，或者在 Python 中：description） – UTF-8 字符串。
为此数据库参数组提供客户指定的描述。

错误
• DBParameterGroupNotFoundFault (p. 977)
• DBParameterGroupAlreadyExistsFault (p. 977)
• DBParameterGroupQuotaExceededFault (p. 977)

CopyDBClusterParameterGroup（操作）
此 API 的 Amazon CLI 名称为：copy-db-cluster-parameter-group，Python 的名字
是：copy_db_cluster_parameter_group.
复制指定的数据库集群参数组。
请求
• SourceDBClusterParameterGroupIdentifier（在 CLI 中：--sourcedb-cluster-parameter-group-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source_db_cluster_parameter_group_identifier） –：必需 UTF-8 字符串。
源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的标识符或 Amazon 资源名称 (ARN)。有关创建 ARN 的信息，请参阅构造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约束：
• 必须指定有效的数据库集群参数组。
• 如果源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与副本位于相同 Amazon 区域中，则指定有效的数据库参数组标识符，例
如。my-db-cluster-param-group或有效的 ARN。
• 如果源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与副本位于不同的 Amazon 区域中，则指定有效的数据库集群参数组 ARN，例
如。arn:aws:rds:us-east-1:123456789012:cluster-pg:custom-cluster-group1.
• Tags（在 CLI 中：--tags，或者在 Python 中：tags） — 数组标签 (p. 964)标记对象。
要分配给复制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的标签。
• TargetDBClusterParameterGroupDescription（在 CLI 中：--targetdb-cluster-parameter-group-description，或者在 Python
中：target_db_cluster_parameter_group_description） –：必需 UTF-8 字符串。
复制的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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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rgetDBClusterParameterGroupIdentifier（在 CLI 中：--target-db-cluster-parameter-group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target_db_cluster_parameter_group_identifier） –：必
需 UTF-8 字符串。
复制的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的标识符。
约束：
• 不能为 null 或空
• 必须包含 1 到 255 个字母、数字或连字符
• 第一个字符必须是字母
• 不能以连字符结束或包含两个连续连字符
示例：my-cluster-param-group1
响应
包含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的详细信息。
此数据类型用作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Groups” (p. 914) 操作中的响应元素。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Arn（在 CLI 中：--db-cluster-parameter-group-arn，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parameter_group_arn）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在 CLI 中：--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parameter_group_name） – UTF-8 字符串。
提供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的名称。
• DBParameterGroupFamily（在 CLI 中：--db-parameter-group-family，或者在 Python
中：db_parameter_group_family） – UTF-8 字符串。
提供此数据库集群参数组兼容的数据库参数组系列的名称。
• Description（在 CLI 中：--description，或者在 Python 中：description） – UTF-8 字符串。
为此数据库集群参数组提供客户指定的描述。

错误
• DBParameterGroupNotFoundFault (p. 977)
• DBParameterGroupQuotaExceededFault (p. 977)
• DBParameterGroupAlreadyExistsFault (p. 977)

CreateDBParameterGroup（操作）
此 API 的 Amazon CLI 名称为：create-db-parameter-group，Python 的名字
是：create_db_parameter_group.
创建新的数据库参数组。
最初创建数据库参数组时，使用的是数据库实例所用数据库引擎的默认参数。要向任何参数提供自定义
值，您必须在创建之后使用 ModifyDBParameterGroup 对其进行修改。创建数据库参数组后，您需要使用
ModifyDBInstance 将它关联到数据库实例。将新数据库参数组关联到正在运行的数据库实例时，您需要重新
启动数据库实例而不进行故障转移，以使新数据库参数组和关联设置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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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创建数据库参数组之后，您应至少等待 5 分钟，再创建使用该数据库参数组作为默认参数组的
第一个数据库实例。这样，在将参数组用作新数据库实例的默认设置之前，Amazon Neptune
可以完成全部创建操作。这对于在为数据库实例创建默认数据库时十分关键的参数 (例如，由
character_set_database 参数定义的默认数据库字符集) 非常重要。您可以使用 Amazon
Neptune 控制台的 Parameter Groups (参数组) 选项或使用 DescribeDBParameters 命令来验证是
否已创建或修改数据库参数组。
请求
• DBParameterGroupFamily（在 CLI 中：--db-parameter-group-family，或者在 Python
中：db_parameter_group_family） –：必需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参数组系列名称。数据库参数组能且仅能与一个数据库参数组系列关联，只能应用到运行数据库引
擎且引擎版本与该数据库参数组系列兼容的数据库实例上。
• DBParameterGroupName（在 CLI 中：--db-parameter-group-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parameter_group_name） –：必需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参数组的名称。
约束：
• 必须为 1 到 255 个字母、数字或连字符。
• 第一个字符必须是字母
• 不能以连字符结束或包含两个连续连字符

Note
此值以一个小写字符串存储。
• Description（在 CLI 中：--description，或者在 Python 中：description） –：必需 UTF-8 字符
串。
数据库参数组的描述。
• Tags（在 CLI 中：--tags，或者在 Python 中：tags） — 数组标签 (p. 964)标记对象。
要分配给新数据库参数组的标签。
响应
包含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参数组的详细信息。
此数据类型用作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DBParameterGroups” (p. 912) 操作中的响应元素。
• DBParameterGroupArn（在 CLI 中：--db-parameter-group-arn，或者在 Python
中：db_parameter_group_arn）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参数组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DBParameterGroupFamily（在 CLI 中：--db-parameter-group-family，或者在 Python
中：db_parameter_group_family） – UTF-8 字符串。
提供此数据库参数组兼容的数据库参数组系列的名称。
• DBParameterGroupName（在 CLI 中：--db-parameter-group-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parameter_group_name） – UTF-8 字符串。
提供数据库参数组的名称。
• Description（在 CLI 中：--description，或者在 Python 中：description） – UTF-8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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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数据库参数组提供客户指定的描述。

错误
• DBParameterGroupQuotaExceededFault (p. 977)
• DBParameterGroupAlreadyExistsFault (p. 977)

CreateDBClusterParameterGroup（操作）
此 API 的 Amazon CLI 名称为：create-db-cluster-parameter-group，Python 的名字
是：create_db_cluster_parameter_group.
创建新的数据库集群参数组。
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中的参数应用到数据库集群中的所有实例。
最初创建数据库集群参数组时，使用的是数据库集群中实例所用数据库引擎的默认参数。
为了提供针对任何参数的自定义值，您必须在创建缓存参数组之后使用the section called
“ModifyDBClusterParameterGroup” (p. 908)对其进行修改。创建数据库集群参数组后，您需要使用the
section called “ModifyDBCluster” (p. 831)将它关联到数据库集群。将新数据库集群参数组关联到正在运行
的数据库集群时，您需要重新启动数据库集群中的数据库实例而不进行故障转移，以使新数据库集群参数组
和关联设置生效。

Important
创建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之后，您应至少等待 5 分钟，再创建使用该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作为
默认参数组的第一个数据库集群。这样，在将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用作新数据库集群的默认
设置之前，Amazon Neptune 可以完成全部创建操作。这对于在为数据库集群创建默认数
据库时十分关键的参数（例如，由 character_set_database 参数定义的默认数据库字
符集）非常重要。您可以使用参数组的选项Amazon Neptune 控制台或者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s” (p. 913)命令来验证是否已创建或修改数据库集群参数组。
请求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在 CLI 中：--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parameter_group_name） –：必需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的名称。
约束：
• 必须与现有 DBClusterParameterGroup 的名称匹配。

Note
此值以一个小写字符串存储。
• DBParameterGroupFamily（在 CLI 中：--db-parameter-group-family，或者在 Python
中：db_parameter_group_family） –：必需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系列名称。数据库集群参数组能且仅能与一个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系列关联，只能应用到
运行数据库引擎且引擎版本与该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系列兼容的数据库集群上。
• Description（在 CLI 中：--description，或者在 Python 中：description） –：必需 UTF-8 字符
串。
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的描述。
• Tags（在 CLI 中：--tags，或者在 Python 中：tags） — 数组标签 (p. 964)标记对象。
要分配给新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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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包含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的详细信息。
此数据类型用作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Groups” (p. 914) 操作中的响应元素。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Arn（在 CLI 中：--db-cluster-parameter-group-arn，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parameter_group_arn）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在 CLI 中：--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parameter_group_name） – UTF-8 字符串。
提供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的名称。
• DBParameterGroupFamily（在 CLI 中：--db-parameter-group-family，或者在 Python
中：db_parameter_group_family） – UTF-8 字符串。
提供此数据库集群参数组兼容的数据库参数组系列的名称。
• Description（在 CLI 中：--description，或者在 Python 中：description） – UTF-8 字符串。
为此数据库集群参数组提供客户指定的描述。

错误
• DBParameterGroupQuotaExceededFault (p. 977)
• DBParameterGroupAlreadyExistsFault (p. 977)

DeleteDBParameterGroup（操作）
此 API 的 Amazon CLI 名称为：delete-db-parameter-group，Python 的名字
是：delete_db_parameter_group.
删除指定的 DBParameterGroup。要添加的 DBParameterGroup 不能与任何数据库实例关联。
请求
• DBParameterGroupName（在 CLI 中：--db-parameter-group-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parameter_group_name） –：必需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参数组的名称。
约束：
• 必须是现有数据库参数组的名称
• 您无法删除默认数据库参数组
• 不能与任何数据库实例关联

响应
• 无响应参数。

错误
• 无效数据库ParameterGroupStateFault (p. 983)
• DBParameterGroupNotFoundFault (p. 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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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eDBClusterParameterGroup（操作）
此 API 的 Amazon CLI 名称为：delete-db-cluster-parameter-group，Python 的名字
是：delete_db_cluster_parameter_group.
删除指定的数据库集群参数组。要添加的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不能与任何数据库集群关联。
请求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在 CLI 中：--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parameter_group_name） –：必需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的名称。
约束：
• 必须是现有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的名称。
• 您无法删除默认的数据库集群参数组。
• 不能与任何数据库集群关联。

响应
• 无响应参数。

错误
• 无效数据库ParameterGroupStateFault (p. 983)
• DBParameterGroupNotFoundFault (p. 977)

ModifyDBParameterGroup（操作）
此 API 的 Amazon CLI 名称为：modify-db-parameter-group，Python 的名字
是：modify_db_parameter_group.
修改数据库参数组的参数。要修改多个参数，请提交以下对象的列
表：ParameterName、ParameterValue 和 ApplyMethod。在单个请求中，最多可以修改 20 个参数。

Note
对动态参数所做的更改将立即应用。对静态参数所做的更改需要在重启（不执行故障转移）与参数
组关联的数据库实例后才生效。

Important
修改数据库参数组之后，您应至少等待 5 分钟，再创建使用该数据库参数组作为默认参数组的
第一个数据库实例。这样，在将参数组用作新数据库实例的默认设置之前，Amazon Neptune
可以完成全部修改操作。这对于在为数据库实例创建默认数据库时十分关键的参数 (例如，由
character_set_database 参数定义的默认数据库字符集) 非常重要。您可以使用 Amazon
Neptune 控制台的 Parameter Groups (参数组) 选项或使用 DescribeDBParameters 命令来验证是
否已创建或修改数据库参数组。
请求
• DBParameterGroupName（在 CLI 中：--db-parameter-group-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parameter_group_name） –：必需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参数组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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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
• 如果提供，必须与现有 DBParameterGroup 的名称匹配。
• Parameters（在 CLI 中：--parameters，或者在 Python 中：parameters） –：必需 数组参
数 (p. 899)参数对象。
参数名称、值以及参数更新应用方法的数组。必须至少提供一个参数名称、值和应用方法；后续参数是可
选的。在单个请求中，最多可以修改 20 个参数。
有效值（对于应用方法）：immediate | pending-reboot

Note
您只能使用具有动态参数的即时值。您可以为动态参数和静态参数使用等待重启值，在您重启数
据库实例而不进行故障转移时应用更改。
响应
• DBParameterGroupName（在 CLI 中：--db-parameter-group-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parameter_group_name） – UTF-8 字符串。
提供数据库参数组的名称。

错误
• DBParameterGroupNotFoundFault (p. 977)
• 无效数据库ParameterGroupStateFault (p. 983)

ModifyDBClusterParameterGroup（操作）
此 API 的 Amazon CLI 名称为：modify-db-cluster-parameter-group，Python 的名字
是：modify_db_cluster_parameter_group.
修改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的参数。要修改多个参数，请提交以下对象的列
表：ParameterName、ParameterValue 和 ApplyMethod。在单个请求中，最多可以修改 20 个参数。

Note
对动态参数所做的更改将立即应用。对静态参数所做的更改需要在重启（不执行故障转移）与参数
组关联的数据库集群后才生效。

Important
创建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之后，您应至少等待 5 分钟，再创建使用该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作为默认
参数组的第一个数据库集群。这样，在将参数组用作新数据库集群的默认设置之前，Amazon
Neptune 可以完成全部创建操作。这对于在为数据库集群创建默认数据库时十分关键的参
数（例如，由 character_set_database 参数定义的默认数据库字符集）非常重要。您
可以使用 Amazon Neptune 控制台的 Parameter Groups (参数组) 选项或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s” (p. 913)命令来验证是否已创建或修改数据库集群参数组。
请求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在 CLI 中：--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parameter_group_name） –：必需 UTF-8 字符串。
要修改的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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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eters（在 CLI 中：--parameters，或者在 Python 中：parameters） –：必需 数组参
数 (p. 899)参数对象。
要修改的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中的参数列表。
响应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在 CLI 中：--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parameter_group_name）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的名称。
约束：
• 必须为 1 到 255 个字母或数字。
• 第一个字符必须是字母
• 不能以连字符结束或包含两个连续连字符

Note
此值以一个小写字符串存储。

错误
• DBParameterGroupNotFoundFault (p. 977)
• 无效数据库ParameterGroupStateFault (p. 983)

ResetDBParameterGroup（操作）
此 API 的 Amazon CLI 名称为：reset-db-parameter-group，Python 的名字
是：reset_db_parameter_group.
将数据库参数组的参数修改为引擎/系统默认值。要重置特定参数，请提供以下内容的列
表：ParameterName 和 ApplyMethod。要重置整个数据库参数组，请指定 DBParameterGroup 名称和
ResetAllParameters 参数。重置整个组时，动态参数立即更新，静态参数设置为 pending-reboot 以
便在下次数据库实例重新启动或 RebootDBInstance 请求时生效。
请求
• DBParameterGroupName（在 CLI 中：--db-parameter-group-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parameter_group_name） –：必需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参数组的名称。
约束：
• 必须与现有 DBParameterGroup 的名称匹配。
• Parameters（在 CLI 中：--parameters，或者在 Python 中：parameters） — 数组参数 (p. 899)参
数对象。
要重置整个数据库参数组，请指定 DBParameterGroup 名称和 ResetAllParameters 参数。要重置特
定参数，请提供以下内容的列表：ParameterName 和 ApplyMethod。在单个请求中，最多可以修改 20
个参数。
有效值（对于应用方法）：pending-reboot
• ResetAllParameters（在 CLI 中：--reset-all-parameters，或者在 Python
中：reset_all_parameters） – Boo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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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将数据库参数组中的所有参数重置为默认值 (true) 还是不重置 (false)。
默认值：true
响应
• DBParameterGroupName（在 CLI 中：--db-parameter-group-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parameter_group_name） – UTF-8 字符串。
提供数据库参数组的名称。

错误
• 无效数据库ParameterGroupStateFault (p. 983)
• DBParameterGroupNotFoundFault (p. 977)

ResetDBClusterParameterGroup（操作）
此 API 的 Amazon CLI 名称为：reset-db-cluster-parameter-group，Python 的名字
是：reset_db_cluster_parameter_group.
将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的参数修改为默认值。要重置特定参数，请提交以下内容的列表：ParameterName
和 ApplyMethod。要重置整个数据库集群参数组，请指定 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 和
ResetAllParameters 参数。
重置整个组时，动态参数立即更新，静态参数设置为 pending-reboot 以便在下次数据库实例重新启动或
the section called “RebootDBInstance” (p. 891) 请求时生效。对于数据库集群中您希望将更新的静态参数
应用到的每个数据库实例，您必须调用 the section called “RebootDBInstance” (p. 891)。
请求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在 CLI 中：--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parameter_group_name） –：必需 UTF-8 字符串。
要重置的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的名称。
• Parameters（在 CLI 中：--parameters，或者在 Python 中：parameters） — 数组参数 (p. 899)参
数对象。
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中要重置为默认值的参数名称列表。如果 ResetAllParameters 参数设置为 true，
则无法使用此参数。
• ResetAllParameters（在 CLI 中：--reset-all-parameters，或者在 Python
中：reset_all_parameters） – Boolean.
值设置为 true 可将数据库集群参数组中的所有参数重置为其默认值，否则为 false。如果为
Parameters 参数指定了参数名称列表，您无法使用此参数。
响应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在 CLI 中：--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parameter_group_name）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的名称。
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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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为 1 到 255 个字母或数字。
• 第一个字符必须是字母
• 不能以连字符结束或包含两个连续连字符

Note
此值以一个小写字符串存储。

错误
• 无效数据库ParameterGroupStateFault (p. 983)
• DBParameterGroupNotFoundFault (p. 977)

DescribeDBParameters（操作）
此 API 的 Amazon CLI 名称为：describe-db-parameters，Python 的名字
是：describe_db_parameters.
返回特定数据库参数组的详细参数列表。
请求
• DBParameterGroupName（在 CLI 中：--db-parameter-group-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parameter_group_name） –：必需 UTF-8 字符串。
要返回其详细信息的特定数据库参数组的名称。
约束：
• 如果提供，必须与现有 DBParameterGroup 的名称匹配。
• Filters（在 CLI 中：--filters，或者在 Python 中：filters） — 数组筛选条件 (p. 970)过滤对象。
当前不支持此参数。
• Marker（在 CLI 中：--marker，或者在 Python 中：marker） – UTF-8 字符串。
由之前的 DescribeDBParameters 请求提供的可选分页标记。如果指定此参数，则响应仅包含标记之外
的记录，最大数量为 MaxRecords 指定的值。
• MaxRecords（在 CLI 中：--max-records，或者在 Python 中：max_records） – 数字 (integer)。
包括在响应中的最大记录数。如果存在的记录数超过了指定的MaxRecords 值，则在响应中包含称为标记
的分页记号，以便检索剩余的结果。
默认值：100
约束：最低为 20，最高为 100。
• Source（在 CLI 中：--source，或者在 Python 中：source） – UTF-8 字符串。
要返回的参数类型。
默认值：返回所有参数类型
有效值：user | system | engine-default
响应
• Marker（在 CLI 中：--marker，或者在 Python 中：marker） – UTF-8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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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之前的请求提供的可选分页标记。如果指定此参数，则响应仅包含标记之外的记录，最大数量为
MaxRecords 指定的值。
• Parameters（在 CLI 中：--parameters，或者在 Python 中：parameters） — 数组参数 (p. 899)参
数对象。
the section called “参数” (p. 899) 值的列表。

错误
• DBParameterGroupNotFoundFault (p. 977)

DescribeDBParameterGroups（操作）
此 API 的 Amazon CLI 名称为：describe-db-parameter-groups，Python 的名字
是：describe_db_parameter_groups.
返回 DBParameterGroup 描述的列表。如果指定了 DBParameterGroupName，则列表中只包含指定数据
库参数组的描述。
请求
• DBParameterGroupName（在 CLI 中：--db-parameter-group-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parameter_group_name） – UTF-8 字符串。
要返回其详细信息的特定数据库参数组的名称。
约束：
• 如果提供，必须与现有 DBClusterParameterGroup 的名称匹配。
• Filters（在 CLI 中：--filters，或者在 Python 中：filters） — 数组筛选条件 (p. 970)过滤对象。
当前不支持此参数。
• Marker（在 CLI 中：--marker，或者在 Python 中：marker） – UTF-8 字符串。
由之前的 DescribeDBParameterGroups 请求提供的可选分页标记。如果指定此参数，则响应仅包含标
记之外的记录，最大数量为 MaxRecords 指定的值。
• MaxRecords（在 CLI 中：--max-records，或者在 Python 中：max_records） – 数字 (integer)。
包括在响应中的最大记录数。如果存在的记录数超过了指定的MaxRecords 值，则在响应中包含称为标记
的分页记号，以便检索剩余的结果。
默认值：100
约束：最低为 20，最高为 100。
响应
• DBParameterGroups（在 CLI 中：--db-parameter-groups，或者在 Python
中：db_parameter_groups） — 数组DBParameterGroup (p. 899)dbParameterGroup 对象。
the section called “DBParameterGroup” (p. 899) 实例的列表。
• Marker（在 CLI 中：--marker，或者在 Python 中：marker） – UTF-8 字符串。
由之前的请求提供的可选分页标记。如果指定此参数，则响应仅包含标记之外的记录，最大数量为
MaxRecords 指定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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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
• DBParameterGroupNotFoundFault (p. 977)

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s（操作）
此 API 的 Amazon CLI 名称为：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s，Python 的名字
是：describe_db_cluster_parameters.
返回特定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的详细参数列表。
请求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在 CLI 中：--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parameter_group_name） –：必需 UTF-8 字符串。
要返回其参数详细信息的特定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的名称。
约束：
• 如果提供，必须与现有 DBClusterParameterGroup 的名称匹配。
• Filters（在 CLI 中：--filters，或者在 Python 中：filters） — 数组筛选条件 (p. 970)过滤对象。
当前不支持此参数。
• Marker（在 CLI 中：--marker，或者在 Python 中：marker） – UTF-8 字符串。
由之前的 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s 请求提供的可选分页标记。如果指定此参数，则响应仅包
含标记之外的记录，最大数量为 MaxRecords 指定的值。
• MaxRecords（在 CLI 中：--max-records，或者在 Python 中：max_records） – 数字 (integer)。
包括在响应中的最大记录数。如果存在的记录数超过了指定的MaxRecords 值，则在响应中包含称为标记
的分页记号，以便检索剩余的结果。
默认值：100
约束：最低为 20，最高为 100。
• Source（在 CLI 中：--source，或者在 Python 中：source） – UTF-8 字符串。
指示仅返回特定源的参数的值。参数源可以是 engine、service 或 customer。
响应
• Marker（在 CLI 中：--marker，或者在 Python 中：marker） – UTF-8 字符串。
由之前的 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s 请求提供的可选分页标记。如果指定此参数，则响应仅包含标记
之外的记录，最大数量为 MaxRecords 指定的值。
• Parameters（在 CLI 中：--parameters，或者在 Python 中：parameters） — 数组参数 (p. 899)参
数对象。
提供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的参数列表。

错误
• DBParameterGroupNotFoundFault (p. 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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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Groups（操作）
此 API 的 Amazon CLI 名称为：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groups，Python 的名字
是：describe_db_cluster_parameter_groups.
返回 DBClusterParameterGroup 描述的列表。如果指定了 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 参数，
则列表中只包含指定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的描述。
请求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在 CLI 中：--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parameter_group_name） – UTF-8 字符串。
要返回其详细信息的特定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的名称。
约束：
• 如果提供，必须与现有 DBClusterParameterGroup 的名称匹配。
• Filters（在 CLI 中：--filters，或者在 Python 中：filters） — 数组筛选条件 (p. 970)过滤对象。
当前不支持此参数。
• Marker（在 CLI 中：--marker，或者在 Python 中：marker） – UTF-8 字符串。
由之前的 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Groups 请求提供的可选分页标记。如果指定此参数，则响
应仅包含标记之外的记录，最大数量为 MaxRecords 指定的值。
• MaxRecords（在 CLI 中：--max-records，或者在 Python 中：max_records） – 数字 (integer)。
包括在响应中的最大记录数。如果存在的记录数超过了指定的MaxRecords 值，则在响应中包含称为标记
的分页记号，以便检索剩余的结果。
默认值：100
约束：最低为 20，最高为 100。
响应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s（在 CLI 中：--db-cluster-parameter-groups，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parameter_groups） — 数组DBClusterParameterGroup (p. 900)dbCluster
ParameterGroup 对象。
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的列表。
• Marker（在 CLI 中：--marker，或者在 Python 中：marker） – UTF-8 字符串。
由之前的 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Groups 请求提供的可选分页标记。如果指定此参数，则响
应仅包含标记之外的记录，最大数量为 MaxRecords 指定的值。

错误
• DBParameterGroupNotFoundFault (p. 977)

DescribeEngineDefaultParameters（操作）
此 API 的 Amazon CLI 名称为：describe-engine-default-parameters，Python 的名字
是：describe_engine_default_parameters.
返回指定数据库引擎的默认引擎和系统参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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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 DBParameterGroupFamily（在 CLI 中：--db-parameter-group-family，或者在 Python
中：db_parameter_group_family） –：必需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参数组系列的名称。
• Filters（在 CLI 中：--filters，或者在 Python 中：filters） — 数组筛选条件 (p. 970)过滤对象。
当前不支持。
• Marker（在 CLI 中：--marker，或者在 Python 中：marker） – UTF-8 字符串。
由之前的 DescribeEngineDefaultParameters 请求提供的可选分页标记。如果指定此参数，则响应
仅包含标记之外的记录，最大数量为 MaxRecords 指定的值。
• MaxRecords（在 CLI 中：--max-records，或者在 Python 中：max_records） – 数字 (integer)。
包括在响应中的最大记录数。如果存在的记录数超过了指定的MaxRecords 值，则在响应中包含称为标记
的分页记号，以便检索剩余的结果。
默认值：100
约束：最低为 20，最高为 100。
响应
包含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EngineDefaultParameters” (p. 914) 操作的成功调用的结果。
• DBParameterGroupFamily（在 CLI 中：--db-parameter-group-family，或者在 Python
中：db_parameter_group_family） – UTF-8 字符串。
指定引擎默认参数应用到的数据库参数组系列的名称。
• Marker（在 CLI 中：--marker，或者在 Python 中：marker） – UTF-8 字符串。
由之前的 EngineDefaults 请求提供的可选分页标记。如果指定此参数，则响应仅包含标记之外的记录，最
大数量为 MaxRecords 指定的值。
• Parameters（在 CLI 中：--parameters，或者在 Python 中：parameters） — 数组参数 (p. 899)参
数对象。
包含引擎默认参数的列表。

DescribeEngineDefaultClusterParameters（操作）
此 API 的 Amazon CLI 名称为：describe-engine-default-cluster-parameters，Python 的
名字是：describe_engine_default_cluster_parameters.
返回集群数据库引擎的默认引擎和系统参数信息。
请求
• DBParameterGroupFamily（在 CLI 中：--db-parameter-group-family，或者在 Python
中：db_parameter_group_family） –：必需 UTF-8 字符串。
要返回其引擎参数信息的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系列的名称。
• Filters（在 CLI 中：--filters，或者在 Python 中：filters） — 数组筛选条件 (p. 970)过滤对象。
当前不支持此参数。
• Marker（在 CLI 中：--marker，或者在 Python 中：marker） – UTF-8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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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之前的 DescribeEngineDefaultClusterParameters 请求提供的可选分页标记。如果指定此参
数，则响应仅包含标记之外的记录，最大数量为 MaxRecords 指定的值。
• MaxRecords（在 CLI 中：--max-records，或者在 Python 中：max_records） – 数字 (integer)。
包括在响应中的最大记录数。如果存在的记录数超过了指定的MaxRecords 值，则在响应中包含称为标记
的分页记号，以便检索剩余的结果。
默认值：100
约束：最低为 20，最高为 100。
响应
包含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EngineDefaultParameters” (p. 914) 操作的成功调用的结果。
• DBParameterGroupFamily（在 CLI 中：--db-parameter-group-family，或者在 Python
中：db_parameter_group_family） – UTF-8 字符串。
指定引擎默认参数应用到的数据库参数组系列的名称。
• Marker（在 CLI 中：--marker，或者在 Python 中：marker） – UTF-8 字符串。
由之前的 EngineDefaults 请求提供的可选分页标记。如果指定此参数，则响应仅包含标记之外的记录，最
大数量为 MaxRecords 指定的值。
• Parameters（在 CLI 中：--parameters，或者在 Python 中：parameters） — 数组参数 (p. 899)参
数对象。
包含引擎默认参数的列表。

Neptune 子网 API
结构：
• 子网（结构） (p. 916)
• DBSubnetGroup（结构） (p. 917)
操作:
• CreateDBSubnetGroup（操作） (p. 917)
• DeleteDBSubnetGroup（操作） (p. 919)
• ModifyDBSubnetGroup（操作） (p. 919)
• DescribeDBSubnetGroups（操作） (p. 920)

子网（结构）
指定一个子网。
此数据类型用作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DBSubnetGroups” (p. 920) 操作中的响应元素。

字段
• SubnetAvailabilityZone – 一个 AvailabilityZone (p. 969)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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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子网所在的 EC2 可用区。
• Subnet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指定子网的标识符。
• SubnetStatus – UTF-8 字符串。
指定子网的状态。

DBSubnetGroup（结构）
包含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子网组的详细信息。
此数据类型用作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DBSubnetGroups” (p. 920) 操作中的响应元素。

字段
• DBSubnetGroupArn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子网组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DBSubnetGroupDescription – UTF-8 字符串。
提供数据库子网组的描述。
• DBSubnetGroupName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子网组的名称。
• SubnetGroupStatus – UTF-8 字符串。
提供数据库子网组的状态。
• Subnets— 数组子网 (p. 916)子网对象。
包含 the section called “子网” (p. 916) 元素的列表。
• VpcId – UTF-8 字符串。
提供数据库子网组的 VpcId。
DBSubnetGroup 用作下列对象的响应元素：
• CreateDBSubnetGroup (p. 917)
• ModifyDBSubnetGroup (p. 919)

CreateDBSubnetGroup（操作）
此 API 的亚马逊 CLI 名称为：create-db-subnet-group，Python 的名字
是：create_db_subnet_group.
创建新的数据库子网组。数据库子网组必须在亚马逊区域的至少两个可用区中包含一个子网。
请求
• DBSubnetGroupDescription（在 CLI 中：--db-subnet-group-description，或者在 Python
中：db_subnet_group_description） –：必填项：UTF-8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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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子网组的描述。
• DBSubnetGroupName（在 CLI 中：--db-subnet-group-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subnet_group_name） –：必填项：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子网组的名称。此值以一个小写字符串存储。
约束：必须包含不超过 255 个字母、数字、句点、下划线、空格或连字符。不能是默认值。
示例：mySubnetgroup
• SubnetIds（在 CLI 中：--subnet-ids，或者在 Python 中：subnet_ids） –：必填
项：Subnet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数组。
数据库子网组的 EC2 子网 ID。
• Tags（在 CLI 中：--tags，或者在 Python 中：tags） — 数组标签 (p. 964)标记对象。
要分配给新数据库子网组的标签。
响应
包含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子网组的详细信息。
此数据类型用作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DBSubnetGroups” (p. 920) 操作中的响应元素。
• DBSubnetGroupArn（在 CLI 中：--db-subnet-group-arn，或者在 Python
中：db_subnet_group_arn）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子网组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DBSubnetGroupDescription（在 CLI 中：--db-subnet-group-description，或者在 Python
中：db_subnet_group_description） – UTF-8 字符串。
提供数据库子网组的描述。
• DBSubnetGroupName（在 CLI 中：--db-subnet-group-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subnet_group_name）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子网组的名称。
• SubnetGroupStatus（在 CLI 中：--subnet-group-status，或者在 Python
中：subnet_group_status） – UTF-8 字符串。
提供数据库子网组的状态。
• Subnets（在 CLI 中：--subnets，或者在 Python 中：subnets） — 数组子网 (p. 916)子网对象。
包含 the section called “子网” (p. 916) 元素的列表。
• VpcId（在 CLI 中：--vpc-id，或者在 Python 中：vpc_id） – UTF-8 字符串。
提供数据库子网组的 VpcId。

错误
• DBSubnetGroupAlreadyExistsFault (p. 979)
• DBSubnetGroupQuotaExceededFault (p. 980)
• DBSubnetQuotaExceededFault (p. 980)
• DBSubnetGroupDoesNotCoverEnough400 (p. 979)
• InvalidSubnet (p. 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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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eDBSubnetGroup（操作）
此 API 的亚马逊 CLI 名称为：delete-db-subnet-group，Python 的名字
是：delete_db_subnet_group.
删除数据库子网组。

Note
指定的数据库子网组不得与任何数据库实例关联。
请求
• DBSubnetGroupName（在 CLI 中：--db-subnet-group-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subnet_group_name） –：必填项：UTF-8 字符串。
要删除的数据库子网组的名称。

Note
您不能删除默认子网组。
约束：
约束：必须与现有 DBSubnetGroup 的名称匹配。不能是默认值。
示例：mySubnetgroup

响应
• 无响应参数。

错误
• 无效数据库SubnetGroupStateFault (p. 984)
• 无效数据库SubnetStateFault (p. 984)
• DBSubnetGroupNotFoundFault (p. 979)

ModifyDBSubnetGroup（操作）
此 API 的亚马逊 CLI 名称为：modify-db-subnet-group，Python 的名字
是：modify_db_subnet_group.
修改现有的数据库子网组。数据库子网组必须在亚马逊区域的至少两个可用区中包含一个子网。
请求
• DBSubnetGroupDescription（在 CLI 中：--db-subnet-group-description，或者在 Python
中：db_subnet_group_description）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子网组的描述。
• DBSubnetGroupName（在 CLI 中：--db-subnet-group-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subnet_group_name） –：必填项：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子网组的名称。此值以一个小写字符串存储。您不能修改默认子网组。
API 版本 2020-12-18
919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DescribeDBSubnetGroups

约束：必须与现有 DBSubnetGroup 的名称匹配。不能是默认值。
示例：mySubnetgroup
• SubnetIds（在 CLI 中：--subnet-ids，或者在 Python 中：subnet_ids） –：必填
项：Subnet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数组。
数据库子网组的 EC2 子网 ID。
响应
包含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子网组的详细信息。
此数据类型用作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DBSubnetGroups” (p. 920) 操作中的响应元素。
• DBSubnetGroupArn（在 CLI 中：--db-subnet-group-arn，或者在 Python
中：db_subnet_group_arn）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子网组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DBSubnetGroupDescription（在 CLI 中：--db-subnet-group-description，或者在 Python
中：db_subnet_group_description） – UTF-8 字符串。
提供数据库子网组的描述。
• DBSubnetGroupName（在 CLI 中：--db-subnet-group-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subnet_group_name）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子网组的名称。
• SubnetGroupStatus（在 CLI 中：--subnet-group-status，或者在 Python
中：subnet_group_status） – UTF-8 字符串。
提供数据库子网组的状态。
• Subnets（在 CLI 中：--subnets，或者在 Python 中：subnets） — 数组子网 (p. 916)子网对象。
包含 the section called “子网” (p. 916) 元素的列表。
• VpcId（在 CLI 中：--vpc-id，或者在 Python 中：vpc_id） – UTF-8 字符串。
提供数据库子网组的 VpcId。

错误
• DBSubnetGroupNotFoundFault (p. 979)
• DBSubnetQuotaExceededFault (p. 980)
• SubnetAlreadyInUse (p. 989)
• DBSubnetGroupDoesNotCoverEnough400 (p. 979)
• InvalidSubnet (p. 985)

DescribeDBSubnetGroups（操作）
此 API 的亚马逊 CLI 名称为：describe-db-subnet-groups，Python 的名字
是：describe_db_subnet_groups.
返回 DBSubnetGroup 描述的列表。如果指定了 DBSubnetGroupName，则列表中只包含指定
DBSubnetGroup 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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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查看 CIDR 范围概览，请访问 Wikipedia Tutorial。
请求
• DBSubnetGroupName（在 CLI 中：--db-subnet-group-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subnet_group_name） – UTF-8 字符串。
要为其返回详细信息的数据库子网组的名称。
• Filters（在 CLI 中：--filters，或者在 Python 中：filters） — 数组筛选条件 (p. 970)过滤对象。
当前不支持此参数。
• Marker（在 CLI 中：--marker，或者在 Python 中：marker） – UTF-8 字符串。
由之前的 DescribeDBSubnetGroups 请求提供的可选分页标记。如果指定此参数，则响应仅包含标记之外
的记录，最大数量为 MaxRecords 指定的值。
• MaxRecords（在 CLI 中：--max-records，或者在 Python 中：max_records） – 数字 (integer)。
包括在响应中的最大记录数。如果存在的记录数超过了指定的MaxRecords 值，则在响应中包含称为标记
的分页记号，以便检索剩余的结果。
默认值：100
约束：最低为 20，最高为 100。
响应
• DBSubnetGroups（在 CLI 中：--db-subnet-groups，或者在 Python 中：db_subnet_groups） —
数组DBSubnetGroup (p. 917)dbSubnetGroup 对象。
the section called “DBSubnetGroup” (p. 917) 实例的列表。
• Marker（在 CLI 中：--marker，或者在 Python 中：marker） – UTF-8 字符串。
由之前的请求提供的可选分页标记。如果指定此参数，则响应仅包含标记之外的记录，最大数量为
MaxRecords 指定的值。

错误
• DBSubnetGroupNotFoundFault (p. 979)

Neptune 快照 API
结构：
• DBClusterSnapshot（结构） (p. 922)
• 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结构） (p. 923)
• 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sResult（结构） (p. 924)
操作:
• CreateDBClusterSnapshot（操作） (p. 924)
• DeleteDBClusterSnapshot（操作） (p. 926)
• CopyDBClusterSnapshot（操作） (p. 928)
• Modify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操作） (p. 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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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toreDBClusterFromSnapshot（操作） (p. 932)
• RestoreDBClusterToPointInTime（操作） (p. 938)
• DescribeDBClusterSnapshots（操作） (p. 944)
• Describe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s（操作） (p. 946)

DBClusterSnapshot（结构）
包含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快照的详细信息
此数据类型用作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DBClusterSnapshots” (p. 944) 操作中的响应元素。

字段
• AllocatedStorage – 数字 (integer)。
指定分配的存储大小（以 GiB 为单位）。
• AvailabilityZones— 一个 AvailabilityZone 的数组 — UTF-8 字符串。
提供数据库集群快照中的实例可以还原到的 EC2 可用区列表。
• ClusterCreateTime – 时间戳。
指定创建数据库集群的时间，采用通用协调时间 (UTC)。
• DBCluster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指定从中创建了此数据库集群快照的数据库集群的标识符。
• DBClusterSnapshotArn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快照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指定数据库集群快照的标识符。必须与现有快照的标识符匹配。
在使用 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 还原数据库集群后，您必须为该数据库集群的任何将来更新
指定相同的 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当您为更新指定此属性时，不会再次从快照还原数据库
群集，并且数据库中的数据也不会更改。
不过，如果您不指定 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则会创建空数据库集群，并删除原始数据库集
群。如果指定的属性与以前的快照还原属性不同，则从 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 指定的快照
中还原数据库集群，并删除原始数据库集群。
• Engine – UTF-8 字符串。
指定数据库引擎的名称。
• EngineVersion – UTF-8 字符串。
提供此数据库集群快照的数据库引擎的版本。
• 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Enabled – 布尔值。
如果启用了 Amazon Identity on Access Management (IAM) 账户与数据库账户之间的映射，则为 true；否
则为 false。
• KmsKeyId – UTF-8 字符串。
如果StorageEncrypted如果为 true，则为加密数据库集群快照的 Amazon KMS 密钥标识符。
• LicenseModel – UTF-8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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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此数据库集群快照的许可模式信息。
• PercentProgress – 数字 (integer)。
指定估计的已传输数据百分比。
• Port – 数字 (integer)。
指定获取快照时数据库集群侦听的端口。
• SnapshotCreateTime – 时间戳。
提供获取快照的时间，以通用协调时 (UTC) 表示。
• SnapshotType – UTF-8 字符串。
提供数据库集群快照的类型。
• SourceDBClusterSnapshotArn – UTF-8 字符串。
如果数据库集群快照复制自源数据库集群快照，则为源数据库集群快照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否则
为 null 值。
• Status – UTF-8 字符串。
指定此数据库集群快照的状态。
• StorageEncrypted – 布尔值。
指定是否加密数据库集群快照。
• VpcId – UTF-8 字符串。
提供与数据库集群快照关联的 VPC ID。
DBClusterSnapshot 用作下列对象的响应元素：
• CreateDBClusterSnapshot (p. 924)
• CopyDBClusterSnapshot (p. 928)
• DeleteDBClusterSnapshot (p. 926)

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结构）
包含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属性的名称和值。
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属性用于授权其他 Amazon 账户还原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Modify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 (p. 931) API 操作。

字段
• AttributeName – UTF-8 字符串。
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属性的名称。
名为的属性restore指有权复制或还原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的亚马逊账户列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Modify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 (p. 931) API 操作。
• AttributeValues— AttributeValue 的数组 — UTF-8 字符串。
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属性的值。
如果AttributeName字段设置为restore，则此元素返回已授权复制或还原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的亚马
逊账户的 ID 列表。如果值为all则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为公有，可供任意 Amazon 账户复制或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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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sResult（结构）
包含成功调用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s” (p. 946) API 操作的结果。
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属性用于授权其他 Amazon 账户复制或还原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 the section called “Modify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 (p. 931) API 操作。

字段
• 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s— 数组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 (p. 923)dbClusterSnapShot 属性对
象。
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的属性和值的列表。
• 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属性应用到的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的标识符。
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sResult 用作下列对象的响应元素：
• Describe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s (p. 946)
• Modify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 (p. 931)

CreateDBClusterSnapshot（操作）
此 API 的 Amazon CLI 名称为：create-db-cluster-snapshot，Python 的名字
是：create_db_cluster_snapshot.
创建数据库集群的快照。
请求
• DB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identifier） –：必需 UTF-8 字符串。
要为其创建快照的数据库集群的标识符。此参数不区分大小写。
约束：
• 必须匹配现有 DBCluster 的标识符。
示例：my-cluster1
• 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snapshot_identifier） –：必需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快照的标识符。该参数作为一个小写字符串存储。
约束：
• 必须包含 1 到 63 个字母、数字或连字符。
• 第一个字符必须是字母。
• 不能以连字符结束或包含两个连续连字符。
示例：my-cluster1-snapshot1
• Tags（在 CLI 中：--tags，或者在 Python 中：tags） — 数组标签 (p. 964)标记对象。
要分配给数据库集群快照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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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包含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快照的详细信息
此数据类型用作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DBClusterSnapshots” (p. 944) 操作中的响应元素。
• AllocatedStorage（在 CLI 中：--allocated-storage，或者在 Python 中：allocated_storage）
– 数字 (integer)。
指定分配的存储大小（以 GiB 为单位）。
• AvailabilityZones（在 CLI 中：--availability-zones，或者在 Python
中：availability_zones） — 一个 AvailabilityZone 的数组 — UTF-8 字符串。
提供数据库集群快照中的实例可以还原到的 EC2 可用区列表。
• ClusterCreateTime（在 CLI 中：--cluster-creat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cluster_create_time） – 时间戳.
指定创建数据库集群的时间，采用通用协调时间 (UTC)。
• DB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指定从中创建了此数据库集群快照的数据库集群的标识符。
• DBClusterSnapshotArn（在 CLI 中：--db-cluster-snapshot-arn，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snapshot_arn）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快照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snapshot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指定数据库集群快照的标识符。必须与现有快照的标识符匹配。
在使用 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 还原数据库集群后，您必须为该数据库集群的任何将来更新
指定相同的 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当您为更新指定此属性时，不会再次从快照还原数据库
群集，并且数据库中的数据也不会更改。
不过，如果您不指定 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则会创建空数据库集群，并删除原始数据库集
群。如果指定的属性与以前的快照还原属性不同，则从 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 指定的快照
中还原数据库集群，并删除原始数据库集群。
• Engine（在 CLI 中：--engine，或者在 Python 中：engine） – UTF-8 字符串。
指定数据库引擎的名称。
• EngineVersion（在 CLI 中：--engine-version，或者在 Python 中：engine_version） – UTF-8 字
符串。
提供此数据库集群快照的数据库引擎的版本。
• 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Enabled（在 CLI 中：--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enabled，或
者在 Python 中：iam_database_authentication_enabled） – Boolean.
如果启用了 Amazon Identity on Access Management (IAM) 账户与数据库账户之间的映射，则为 true；否
则为 false。
• KmsKeyId（在 CLI 中：--kms-key-id，或者在 Python 中：kms_key_id） – UTF-8 字符串。
如果StorageEncrypted如果为 true，则为加密数据库集群快照的 Amazon KMS 密钥标识符。
• LicenseModel（在 CLI 中：--license-model，或者在 Python 中：license_model） – UTF-8 字符
串。
提供此数据库集群快照的许可模式信息。
API 版本 202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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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centProgress（在 CLI 中：--percent-progress，或者在 Python 中：percent_progress） –
数字 (integer)。
指定估计的已传输数据百分比。
• Port（在 CLI 中：--port，或者在 Python 中：port） – 数字 (integer)。
指定获取快照时数据库集群侦听的端口。
• SnapshotCreateTime（在 CLI 中：--snapshot-creat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snapshot_create_time） – 时间戳.
提供获取快照的时间，以通用协调时 (UTC) 表示。
• SnapshotType（在 CLI 中：--snapshot-type，或者在 Python 中：snapshot_type） – UTF-8 字符
串。
提供数据库集群快照的类型。
• SourceDBClusterSnapshotArn（在 CLI 中：--source-db-cluster-snapshot-arn，或者在 Python
中：source_db_cluster_snapshot_arn） – UTF-8 字符串。
如果数据库集群快照复制自源数据库集群快照，则为源数据库集群快照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否则
为 null 值。
• Status（在 CLI 中：--status，或者在 Python 中：status） – UTF-8 字符串。
指定此数据库集群快照的状态。
• StorageEncrypted（在 CLI 中：--storage-encrypted，或者在 Python 中：storage_encrypted）
– Boolean.
指定是否加密数据库集群快照。
• VpcId（在 CLI 中：--vpc-id，或者在 Python 中：vpc_id） – UTF-8 字符串。
提供与数据库集群快照关联的 VPC ID。

错误
• DBClusterSnapshotAlreadyExistsFault (p. 976)
• 无效数据库ClusterStateFault (p. 983)
• DBClusterNotFoundFault (p. 974)
• SnapshotQuotaExceededFault (p. 988)
• 无效数据库ClusterSnapshotStateFault (p. 982)

DeleteDBClusterSnapshot（操作）
此 API 的 Amazon CLI 名称为：delete-db-cluster-snapshot，Python 的名字
是：delete_db_cluster_snapshot.
删除数据库集群快照。如果正在复制快照，则复制操作将会终止。

Note
只有处于 available 状态的数据库集群快照才能删除。
请求
• 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snapshot_identifier） –：必需 UTF-8 字符串。
API 版本 202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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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删除的数据库集群快照的标识符。
约束：必须是中现有数据库集群快照的名称available状态。
响应
包含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快照的详细信息
此数据类型用作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DBClusterSnapshots” (p. 944) 操作中的响应元素。
• AllocatedStorage（在 CLI 中：--allocated-storage，或者在 Python 中：allocated_storage）
– 数字 (integer)。
指定分配的存储大小（以 GiB 为单位）。
• AvailabilityZones（在 CLI 中：--availability-zones，或者在 Python
中：availability_zones） — 一个 AvailabilityZone 的数组 — UTF-8 字符串。
提供数据库集群快照中的实例可以还原到的 EC2 可用区列表。
• ClusterCreateTime（在 CLI 中：--cluster-creat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cluster_create_time） – 时间戳.
指定创建数据库集群的时间，采用通用协调时间 (UTC)。
• DB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指定从中创建了此数据库集群快照的数据库集群的标识符。
• DBClusterSnapshotArn（在 CLI 中：--db-cluster-snapshot-arn，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snapshot_arn）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快照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snapshot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指定数据库集群快照的标识符。必须与现有快照的标识符匹配。
在使用 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 还原数据库集群后，您必须为该数据库集群的任何将来更新
指定相同的 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当您为更新指定此属性时，不会再次从快照还原数据库
群集，并且数据库中的数据也不会更改。
不过，如果您不指定 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则会创建空数据库集群，并删除原始数据库集
群。如果指定的属性与以前的快照还原属性不同，则从 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 指定的快照
中还原数据库集群，并删除原始数据库集群。
• Engine（在 CLI 中：--engine，或者在 Python 中：engine） – UTF-8 字符串。
指定数据库引擎的名称。
• EngineVersion（在 CLI 中：--engine-version，或者在 Python 中：engine_version） – UTF-8 字
符串。
提供此数据库集群快照的数据库引擎的版本。
• 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Enabled（在 CLI 中：--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enabled，或
者在 Python 中：iam_database_authentication_enabled） – Boolean.
如果启用了 Amazon Identity in Access Management (IAM) 账户与数据库账户之间的映射，则为 true；否
则为 false。
• KmsKeyId（在 CLI 中：--kms-key-id，或者在 Python 中：kms_key_id） – UTF-8 字符串。
API 版本 202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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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StorageEncrypted如果为 true，则为加密数据库集群快照的 Amazon KMS 密钥标识符。
• LicenseModel（在 CLI 中：--license-model，或者在 Python 中：license_model） – UTF-8 字符
串。
提供此数据库集群快照的许可模式信息。
• PercentProgress（在 CLI 中：--percent-progress，或者在 Python 中：percent_progress） –
数字 (integer)。
指定估计的已传输数据百分比。
• Port（在 CLI 中：--port，或者在 Python 中：port） – 数字 (integer)。
指定获取快照时数据库集群侦听的端口。
• SnapshotCreateTime（在 CLI 中：--snapshot-creat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snapshot_create_time） – 时间戳.
提供获取快照的时间，以通用协调时 (UTC) 表示。
• SnapshotType（在 CLI 中：--snapshot-type，或者在 Python 中：snapshot_type） – UTF-8 字符
串。
提供数据库集群快照的类型。
• SourceDBClusterSnapshotArn（在 CLI 中：--source-db-cluster-snapshot-arn，或者在 Python
中：source_db_cluster_snapshot_arn） – UTF-8 字符串。
如果数据库集群快照复制自源数据库集群快照，则为源数据库集群快照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否则
为 null 值。
• Status（在 CLI 中：--status，或者在 Python 中：status） – UTF-8 字符串。
指定此数据库集群快照的状态。
• StorageEncrypted（在 CLI 中：--storage-encrypted，或者在 Python 中：storage_encrypted）
– Boolean.
指定是否加密数据库集群快照。
• VpcId（在 CLI 中：--vpc-id，或者在 Python 中：vpc_id） – UTF-8 字符串。
提供与数据库集群快照关联的 VPC ID。

错误
• 无效数据库ClusterSnapshotStateFault (p. 982)
• DBClusterSnapshotNotFoundFault (p. 976)

CopyDBClusterSnapshot（操作）
此 API 的 Amazon CLI 名称为：copy-db-cluster-snapshot，Python 的名字
是：copy_db_cluster_snapshot.
复制数据库集群的快照。
要从共享的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复制数据库集群快照，Source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 必须为
共享数据库集群快照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请求
API 版本 202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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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yTags（在 CLI 中：--copy-tags，或者在 Python 中：copy_tags） – Boolean.
如果为 true，则将源数据库集群快照的所有标签复制到目标数据库集群快照；否则为 false。默认为
false。
• KmsKeyId（在 CLI 中：--kms-key-id，或者在 Python 中：kms_key_id） – UTF-8 字符串。
加密数据库集群快照的 Amazon KMS 密钥 ID。KMS 密钥 ID 是 Amazon 资源名称 (ARN)、KMS 密钥标
识符或 KMS 加密密钥的 KMS 密钥别名。
如果您从 Amazon 账户复制加密的数据库集群快照，则可以为指定值KmsKeyId用新的 KMS 加密密钥加
密副本。如果您不为 KmsKeyId 指定值，则使用与源数据库集群快照相同的 KMS 密钥来加密数据库集群
快照的副本。
如果您复制从其他 Amazon 账户共享的加密数据库集群快照，则必须为指定值KmsKeyId.
KMS 加密密钥特定于创建它时所在的亚马逊区域，您无法使用另一个亚马逊区域的加密密钥。
您无法在复制时加密未加密的数据库集群快照。如果您尝试复制未加密的数据库集群快照并为 KmsKeyId
参数指定值，则会返回错误。
• PreSignedUrl（在 CLI 中：--pre-signed-url，或者在 Python 中：pre_signed_url） – UTF-8 字
符串。
当前不支持。
• Source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在 CLI 中：--source-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
或者在 Python 中：source_db_cluster_snapshot_identifier） –：必需 UTF-8 字符串。
要复制的数据库集群快照的标识符。此参数不区分大小写。
约束：
• 必须指定处于“available”状态的有效系统快照。
• 指定有效的数据库快照标识符。
示例：my-cluster-snapshot1
• Tags（在 CLI 中：--tags，或者在 Python 中：tags） — 数组标签 (p. 964)标记对象。
分配到新数据库集群快照副本的标签。
• Target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在 CLI 中：--target-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
或者在 Python 中：target_db_cluster_snapshot_identifier） –：必需 UTF-8 字符串。
要从源数据库集群快照创建的新数据库集群快照标识符。此参数不区分大小写。
约束：
• 必须包含 1 到 63 个字母、数字或连字符。
• 第一个字符必须是字母。
• 不能以连字符结束或包含两个连续连字符。
示例：my-cluster-snapshot2
响应
包含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快照的详细信息
此数据类型用作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DBClusterSnapshots” (p. 944) 操作中的响应元素。
• AllocatedStorage（在 CLI 中：--allocated-storage，或者在 Python 中：allocated_storage）
API 版本 2020-12-18
– 数字 (int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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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分配的存储大小（以 GiB 为单位）。
• AvailabilityZones（在 CLI 中：--availability-zones，或者在 Python
中：availability_zones） — 一个 AvailabilityZone 的数组 — UTF-8 字符串。
提供数据库集群快照中的实例可以还原到的 EC2 可用区列表。
• ClusterCreateTime（在 CLI 中：--cluster-creat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cluster_create_time） – 时间戳.
指定创建数据库集群的时间，采用通用协调时间 (UTC)。
• DB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指定从中创建了此数据库集群快照的数据库集群的标识符。
• DBClusterSnapshotArn（在 CLI 中：--db-cluster-snapshot-arn，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snapshot_arn）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快照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snapshot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指定数据库集群快照的标识符。必须与现有快照的标识符匹配。
在使用 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 还原数据库集群后，您必须为该数据库集群的任何将来更新
指定相同的 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当您为更新指定此属性时，不会再次从快照还原数据库
群集，并且数据库中的数据也不会更改。
不过，如果您不指定 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则会创建空数据库集群，并删除原始数据库集
群。如果指定的属性与以前的快照还原属性不同，则从 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 指定的快照
中还原数据库集群，并删除原始数据库集群。
• Engine（在 CLI 中：--engine，或者在 Python 中：engine） – UTF-8 字符串。
指定数据库引擎的名称。
• EngineVersion（在 CLI 中：--engine-version，或者在 Python 中：engine_version） – UTF-8 字
符串。
提供此数据库集群快照的数据库引擎的版本。
• 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Enabled（在 CLI 中：--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enabled，或
者在 Python 中：iam_database_authentication_enabled） – Boolean.
如果启用了 Amazon Identity on Access Management (IAM) 账户与数据库账户之间的映射，则为 true；否
则为 false。
• KmsKeyId（在 CLI 中：--kms-key-id，或者在 Python 中：kms_key_id） – UTF-8 字符串。
如果StorageEncrypted如果为 true，则为加密数据库集群快照的 Amazon KMS 密钥标识符。
• LicenseModel（在 CLI 中：--license-model，或者在 Python 中：license_model） – UTF-8 字符
串。
提供此数据库集群快照的许可模式信息。
• PercentProgress（在 CLI 中：--percent-progress，或者在 Python 中：percent_progress） –
数字 (integer)。
指定估计的已传输数据百分比。
• Port（在 CLI 中：--port，或者在 Python 中：port） – 数字 (integer)。
指定获取快照时数据库集群侦听的端口。
API 版本 202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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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apshotCreateTime（在 CLI 中：--snapshot-creat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snapshot_create_time） – 时间戳.
提供获取快照的时间，以通用协调时 (UTC) 表示。
• SnapshotType（在 CLI 中：--snapshot-type，或者在 Python 中：snapshot_type） – UTF-8 字符
串。
提供数据库集群快照的类型。
• SourceDBClusterSnapshotArn（在 CLI 中：--source-db-cluster-snapshot-arn，或者在 Python
中：source_db_cluster_snapshot_arn） – UTF-8 字符串。
如果数据库集群快照复制自源数据库集群快照，则为源数据库集群快照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否则
为 null 值。
• Status（在 CLI 中：--status，或者在 Python 中：status） – UTF-8 字符串。
指定此数据库集群快照的状态。
• StorageEncrypted（在 CLI 中：--storage-encrypted，或者在 Python 中：storage_encrypted）
– Boolean.
指定是否加密数据库集群快照。
• VpcId（在 CLI 中：--vpc-id，或者在 Python 中：vpc_id） – UTF-8 字符串。
提供与数据库集群快照关联的 VPC ID。

错误
• DBClusterSnapshotAlreadyExistsFault (p. 976)
• DBClusterSnapshotNotFoundFault (p. 976)
• 无效数据库ClusterStateFault (p. 983)
• 无效数据库ClusterSnapshotStateFault (p. 982)
• SnapshotQuotaExceededFault (p. 988)
• 自杀KeyNotAccessibleFault (p. 986)

Modify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操作）
此 API 的 Amazon CLI 名称为：modify-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Python 的名字
是：modify_db_cluster_snapshot_attribute.
向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添加属性和值，或者从中删除属性和值。
要与其他 Amazon 账户共享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请指定restore作为AttributeName然后使
用ValuesToAdd参数添加有权还原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的 Amazon 账户的 ID 列表。使用该值all以公开手
动数据库集群快照，这意味着所有 Amazon 账户都可以复制或还原它。不要添加all如果任何手动数据库集
群快照包含您不想向所有亚马逊账户公开的私有信息，则为值。如果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已加密，则可以共
享它，但只能通过为ValuesToAdd参数。在这种情况下，您不能使用 all 作为该参数的值。
要查看哪些 Amazon 账户有权复制或还原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或者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为公有还是私有，
请使用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s” (p. 946)API 操作。
请求
• AttributeName（在 CLI 中：--attribute-name，或者在 Python 中：attribute_name） –：必需
UTF-8 字符串。
API 版本 202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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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修改的数据库集群快照属性的名称。
要管理其他 Amazon 账户复制或还原数据库集群快照的授权，请将此值设置为restore.
• 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snapshot_identifier） –：必需 UTF-8 字符串。
要修改其属性的数据库集群快照的标识符。
• ValuesToAdd（在 CLI 中：--values-to-add，或者在 Python 中：values_to_add） —
AttributeValue 的数组 — UTF-8 字符串。
要添加到 AttributeName 所指定属性中的数据库集群快照属性的列表。
要授权其他亚马逊账户复制或还原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请设置此列表，在其中包含一个或多个亚马逊账
户 ID，或者all使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可由任意 Amazon 账户还原。不要添加all如果任何手动数据库集
群快照包含您不想向所有亚马逊账户公开的私有信息，则为值。
• ValuesToRemove（在 CLI 中：--values-to-remove，或者在 Python 中：values_to_remove） —
AttributeValue 的数组 — UTF-8 字符串。
要从 AttributeName 所指定属性中删除的数据库集群快照属性的列表。
要删除其他亚马逊账户复制或还原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的授权，请设置此列表，在其中包含一个或多个亚
马逊账户标识符，或者all删除对任何亚马逊账户复制或还原数据库集群快照的授权。如果你指定all，一
个亚马逊账户，其账户 ID 已明确添加到restore属性仍可以复制或还原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
响应
包含成功调用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s” (p. 946) API 操作的结果。
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属性用于授权其他 Amazon 账户复制或还原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 the section called “Modify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 (p. 931) API 操作。
• 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s（在 CLI 中：--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s，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snapshot_attributes） — 数
组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 (p. 923)dbClusterSnapShot 属性对象。
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的属性和值的列表。
• 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snapshot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属性应用到的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的标识符。

错误
• DBClusterSnapshotNotFoundFault (p. 976)
• 无效数据库ClusterSnapshotStateFault (p. 982)
• SharedSnapshotQuotaExceededFault (p. 988)

RestoreDBClusterFromSnapshot（操作）
此 API 的 Amazon CLI 名称为：restore-db-cluster-from-snapshot，Python 的名字
是：restore_db_cluster_from_snapshot.
从数据库快照或数据库集群快照创建新的数据库集群。
API 版本 202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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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指定数据库快照，则使用默认配置和默认安全组，从源数据库快照创建目标数据库集群。
如果指定数据库集群快照，则使用具有与原始源数据库集群相同配置的源数据库集群恢复点，创建目标数据
库集群，不同之处在于新数据库集群在默认安全组中创建。
请求
• AvailabilityZones（在 CLI 中：--availability-zones，或者在 Python
中：availability_zones） — 一个 AvailabilityZone 的数组 — UTF-8 字符串。
提供可在其中创建所还原数据库集群的实例的 EC2 可用区列表。
• CopyTagsToSnapshot（在 CLI 中：--copy-tags-to-snapshot，或者在 Python
中：copy_tags_to_snapshot） – Boolean.
如果设置为true，标签将复制到已创建的还原数据库集群的任何快照中。
• DatabaseName（在 CLI 中：--database-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atabase_name） – UTF-8 字
符串。
不支持。
• DB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identifier） –：必需 UTF-8 字符串。
从数据库快照或数据库集群快照创建的数据库集群的名称。该参数不区分大小写。
约束：
• 必须包含 1 到 63 个字母、数字或连字符
• 第一个字符必须是字母
• 不能以连字符结束或包含两个连续连字符
示例：my-snapshot-id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在 CLI 中：--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parameter_group_name） – UTF-8 字符串。
要与新数据库集群关联的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的名称。
约束：
• 如果提供，必须与现有 DBClusterParameterGroup 的名称匹配。
• DBSubnetGroupName（在 CLI 中：--db-subnet-group-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subnet_group_name） – UTF-8 字符串。
用于新数据库集群的数据库子网组的名称。
约束：如果提供，则必须与现有 DBSubnetGroup 的名称匹配。
示例：mySubnetgroup
• DeletionProtection（在 CLI 中：--deletion-protection，或者在 Python
中：deletion_protection） – Boolean.
一个值，指示数据库集群是否已启用删除保护。在启用删除保护时，无法删除数据库。默认情况下，将禁
用删除保护。
• EnableCloudwatchLogsExports（在 CLI 中：--enable-cloudwatch-logs-exports，或者在 Python
中：enable_cloudwatch_logs_exports） – 一个 UTF-8 字符串数组。
要导出到 Amazon CloudWatch Logs 的已还原数据库集群的日志列表。
• Enable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在 CLI 中：--enable-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或者
在 Python 中：enable_iam_database_authentication） – Boolean.
API 版本 202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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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为 true，则启用 Amazon Identity in Access Management (IAM) 账户与数据库账户之间的映射；否则
为 false。
默认值：false
• Engine（在 CLI 中：--engine，或者在 Python 中：engine） –：必需 UTF-8 字符串。
要用于新数据库集群的数据库引擎。
默认值：与源相同
约束：必须与源的引擎兼容
• EngineVersion（在 CLI 中：--engine-version，或者在 Python 中：engine_version） – UTF-8 字
符串。
要用于新数据库集群的数据库引擎的版本。
• KmsKeyId（在 CLI 中：--kms-key-id，或者在 Python 中：kms_key_id） – UTF-8 字符串。
从数据库快照或数据库集群快照还原加密数据库集群时使用的 Amazon KMS 密钥标识符。
KMS 密钥标识符是 KMS 加密密钥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如果您还原数据库集群时使用的 Amazon
账户，是拥有加密新数据库集群所用 KMS 加密密钥的同一个账户，则您可以使用 KMS 密钥别名来取代
KMS 加密密钥的 ARN。
如果您未指定 KmsKeyId 参数的值，则会出现以下情况：
• 如果 SnapshotIdentifier 中的数据库快照或数据库集群快照已加密，将使用用于加密数据库快照或
数据库集群快照的同一 KMS 密钥加密还原的数据库集群。
• 如果 SnapshotIdentifier 中的数据库快照或数据库集群快照未加密，还原的数据库集群也不会加
密。
• Port（在 CLI 中：--port，或者在 Python 中：port） – 数字 (integer)。
新数据库集群用于接受连接的端口号。
约束：值必须为1150-65535
默认值：与原始数据库集群相同的端口。
• SnapshotIdentifier（在 CLI 中：--snapshot-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snapshot_identifier） –：必需 UTF-8 字符串。
要从中进行还原的数据库快照或数据库集群快照的标识符。
您可以使用名称或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指定数据库集群快照。但是，您只能使用 ARN 指定数据库快
照。
约束：
• 必须与现有快照的标识符匹配。
• Tags（在 CLI 中：--tags，或者在 Python 中：tags） — 数组标签 (p. 964)标记对象。
要分配给所还原数据库集群的标签。
• VpcSecurityGroupIds（在 CLI 中：--vpc-security-group-ids，或者在 Python
中：vpc_security_group_ids） — VpcSecurityGroupId — 一个 UTF-8 字符串数组。
新数据库集群所属的 VPC 安全组的列表。
响应
包含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详细信息。
API 版本 202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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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数据类型用作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DBClusters” (p. 854) 操作中的响应元素。
• AllocatedStorage（在 CLI 中：--allocated-storage，或者在 Python 中：allocated_storage）
– 数字 (integer)。
AllocatedStorage 始终返回 1，因为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存储大小不固定，而是会根据需要自动调
整。
• AssociatedRoles（在 CLI 中：--associated-roles，或者在 Python 中：associated_roles） —
数组DBClusterRole (p. 820)dbClusterRole 对象。
提供与数据库集群关联的 Amazon Identity in Access Management (IAM) 角色的列表。与数据库集群关联
的 IAM 角色授予数据库集群代表您访问其他 Amazon 服务的权限。
• AutomaticRestartTime（在 CLI 中：--automatic-restart-time，或者在 Python
中：automatic_restart_time） – 时间戳.
数据库集群将自动重新启动的时间。
• AvailabilityZones（在 CLI 中：--availability-zones，或者在 Python
中：availability_zones） — 一个 AvailabilityZone 的数组 — UTF-8 字符串。
提供可在其上创建数据库集群中实例的 EC2 可用区的列表。
• BacktrackConsumedChangeRecords（在 CLI 中：--backtrack-consumed-change-records，或者
在 Python 中：backtrack_consumed_change_records） – 数字 (long)。
不受 Neptune 支持。
• BacktrackWindow（在 CLI 中：--backtrack-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backtrack_window） –
数字 (long)。
不受 Neptune 支持。
• BackupRetentionPeriod（在 CLI 中：--backup-retention-period，或者在 Python
中：backup_retention_period） – 数字 (integer)。
指定自动数据库快照的保留天数。
• Capacity（在 CLI 中：--capacity，或者在 Python 中：capacity） – 数字 (integer)。
不受 Neptune 支持。
• CloneGroupId（在 CLI 中：--clone-group-id，或者在 Python 中：clone_group_id） – UTF-8 字
符串。
标识数据库集群与之关联的克隆组。
• ClusterCreateTime（在 CLI 中：--cluster-creat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cluster_create_time） – 时间戳.
指定创建数据库集群的时间，采用通用协调时间 (UTC)。
• CopyTagsToSnapshot（在 CLI 中：--copy-tags-to-snapshot，或者在 Python
中：copy_tags_to_snapshot） – Boolean.
如果设置为true，标签将复制到所创建的数据库集群的任何快照中。
• CrossAccountClone（在 CLI 中：--cross-account-clone，或者在 Python
中：cross_account_clone） – Boolean.
如果设置为true，可以跨账户克隆数据库集群。
• DatabaseName（在 CLI 中：--database-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atabase_name） – UTF-8 字
符串。
包含此数据库集群在创建时提供的初始数据库的名称（如果在创建数据库集群时指定了初始数据库）。在
数据库集群的使用期间会始终返回同一名称。
API 版本 202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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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ClusterArn（在 CLI 中：--db-cluster-arn，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arn） – UTF-8 字
符串。
数据库集群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DB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包含用户提供的数据库集群标识符。此标识符是识别数据库集群的唯一键。
• DBClusterMembers（在 CLI 中：--db-cluster-members，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members） — 数组DBClusterMember (p. 820)dbClusterMember 对象。
提供组成数据库集群的实例的列表。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在 CLI 中：--db-cluster-parameter-group，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parameter_group） – UTF-8 字符串。
指定数据库集群的数据库集群参数组名称。
• DbClusterResourceId（在 CLI 中：--db-cluster-resource-id，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resource_id）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在 Amazon 区域中唯一的不可变标识符。只要访问了用户数据库集群的 Amazon KMS 密钥，
就可在 Amazon CloudTrail 日志条目中找到此标识符。
• DBSubnetGroup（在 CLI 中：--db-subnet-group，或者在 Python 中：db_subnet_group） –
UTF-8 字符串。
指定与数据库集群关联的子网组的信息，包括名称、描述和子网组中的子网。
• DeletionProtection（在 CLI 中：--deletion-protection，或者在 Python
中：deletion_protection） – Boolean.
指示数据库集群是否已启用删除保护。在启用删除保护时，无法删除数据库。
• EarliestBacktrackTime（在 CLI 中：--earliest-backtrack-time，或者在 Python
中：earliest_backtrack_time） – 时间戳.
不受 Neptune 支持。
• EarliestRestorableTime（在 CLI 中：--earliest-restorabl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earliest_restorable_time） – 时间戳.
指定数据库可以使用时间点还原的最早还原时间。
• EnabledCloudwatchLogsExports（在 CLI 中：--enabled-cloudwatch-logs-exports，或者在
Python 中：enabled_cloudwatch_logs_exports） – 一个 UTF-8 字符串数组。
此数据库集群配置为导出到 CloudWatch Logs 的日志类型的列表。
• Endpoint（在 CLI 中：--endpoint，或者在 Python 中：endpoint） – UTF-8 字符串。
指定数据库集群的主实例的连接终端节点。
• Engine（在 CLI 中：--engine，或者在 Python 中：engine） – UTF-8 字符串。
提供要用于此数据库集群的数据库引擎的名称。
• EngineVersion（在 CLI 中：--engine-version，或者在 Python 中：engine_version） – UTF-8 字
符串。
指示数据库引擎版本。
• HostedZoneId（在 CLI 中：--hosted-zone-id，或者在 Python 中：hosted_zone_id） – UTF-8 字
符串。
指定在您创建托管区域时 Amazon Route 53 分配的 ID。
API 版本 202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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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Enabled（在 CLI 中：--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enabled，或
者在 Python 中：iam_database_authentication_enabled） – Boolean.
如果启用了 Amazon Identity on Access Management (IAM) 账户与数据库账户之间的映射，则为 true；否
则为 false。
• KmsKeyId（在 CLI 中：--kms-key-id，或者在 Python 中：kms_key_id） – UTF-8 字符串。
如果StorageEncrypted如果为 true，则为加密数据库集群的 Amazon KMS 密钥标识符。
• LatestRestorableTime（在 CLI 中：--latest-restorabl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latest_restorable_time） – 时间戳.
指定数据库可以使用时间点还原的最新还原时间。
• MultiAZ（在 CLI 中：--multi-az，或者在 Python 中：multi_az） – Boolean.
指定数据库集群是否在多个可用区中有实例。
• PendingModifiedValues（在 CLI 中：--pending-modified-values，或者在 Python
中：pending_modified_values） — AClusterPendingModifiedValues (p. 820)对象。
不受 Neptune 支持。
• PercentProgress（在 CLI 中：--percent-progress，或者在 Python 中：percent_progress） –
UTF-8 字符串。
指定操作的进度百分比。
• Port（在 CLI 中：--port，或者在 Python 中：port） – 数字 (integer)。
指定数据库引擎侦听的端口。
• PreferredBackupWindow（在 CLI 中：--preferred-backup-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preferred_backup_window） – UTF-8 字符串。
指定在启用自动备份时，自动执行备份的日常时间范围，如 BackupRetentionPeriod 所规定。
• PreferredMaintenanceWindow（在 CLI 中：--preferred-maintenance-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preferred_maintenance_window） – UTF-8 字符串。
指定可进行系统维护的每周时间范围（采用通用协调时间 (UTC)）。
• ReaderEndpoint（在 CLI 中：--reader-endpoint，或者在 Python 中：reader_endpoint）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的读取器终端节点。数据库集群的读取器终端节点跨数据库集群中可用的只读副本，实现连接
的负载均衡。当客户端请求与读取器终端节点的新连接时，Neptune 将在数据库集群中的只读副本之间分
配连接请求。该功能可帮助跨数据库集群中的多个只读副本平衡读取工作负载。
如果发生了故障转移并且连接到的只读副本将提升到主实例，则将删除您的连接。要继续向集群中的其他
只读副本发送读取工作负载，您可以随后重新连接到读取器终端节点。
• ReadReplicaIdentifiers（在 CLI 中：--read-replica-identifiers，或者在 Python
中：read_replica_identifiers） — ReadReplicaIdentifier 的数组 — UTF-8 字符串。
包含一个或多个与此数据库集群关联的只读副本的标识符。
• ReplicationSourceIdentifier（在 CLI 中：--replication-source-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replication_source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不受 Neptune 支持。
• ReplicationType（在 CLI 中：--replication-type，或者在 Python 中：replication_type） –
UTF-8 字符串。
不受 Neptune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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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us（在 CLI 中：--status，或者在 Python 中：status） – UTF-8 字符串。
指定此数据库集群的当前状态。
• StorageEncrypted（在 CLI 中：--storage-encrypted，或者在 Python 中：storage_encrypted）
– Boolean.
指定数据库集群是否已加密。
• VpcSecurityGroups（在 CLI 中：--vpc-security-groups，或者在 Python
中：vpc_security_groups） — 数
组VpcSecurityGroupMembership (p. 971)VpcSecurityGroupMembership 对象。
提供数据库集群所属的 VPC 安全组的列表。

错误
• DBClusterAlreadyExistsFault (p. 974)
• DBClusterQuotaExceededFault (p. 975)
• StorageQuotaExceededFault (p. 988)
• DBSubnetGroupNotFoundFault (p. 979)
• DBSnapshotNotFoundFault (p. 978)
• DBClusterSnapshotNotFoundFault (p. 976)
• 不足 DBClusterCapacityFault (p. 982)
• InsufficientStorageClusterCapacityFault (p. 982)
• 无效数据库SnapshotStateFault (p. 984)
• 无效数据库ClusterSnapshotStateFault (p. 982)
• StorageQuotaExceededFault (p. 988)
• VPC 无效NetworkStateFault (p. 986)
• InvalidRestoreFault (p. 985)
• DBSubnetGroupNotFoundFault (p. 979)
• InvalidSubnet (p. 985)
• OptionGroupNotFoundFault (p. 986)
• 自杀KeyNotAccessibleFault (p. 986)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NotFoundFault (p. 974)

RestoreDBClusterToPointInTime（操作）
此 API 的 Amazon CLI 名称为：restore-db-cluster-to-point-in-time，Python 的名字
是：restore_db_cluster_to_point_in_time.
将数据库集群还原到任意时间点。用户可以还原到 LatestRestorableTime 之前最多
BackupRetentionPeriod 天的任意时间点。使用具有与原始数据库集群相同配置的源数据库集群创建目
标数据库集群，不同之处在于新数据库集群在默认数据库安全组中创建。

Note
此操作仅还原数据库集群，而不还原该数据库集群的数据库实例。您必须调用the
section called “CreateDBInstance” (p. 870)操作为还原的数据库集群创建数据库实
例，并在 DBClusterIdentifier 中指定还原的数据库集群的标识符。只有在完成
RestoreDBClusterToPointInTime 操作并且数据库集群可用后，您才能创建数据库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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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 DB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identifier） –：必需 UTF-8 字符串。
要创建的新数据库集群的名称。
约束：
• 必须包含 1 到 63 个字母、数字或连字符
• 第一个字符必须是字母
• 不能以连字符结束或包含两个连续连字符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在 CLI 中：--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parameter_group_name） – UTF-8 字符串。
要与新数据库集群关联的数据库集群参数组的名称。
约束：
• 如果提供，必须与现有 DBClusterParameterGroup 的名称匹配。
• DBSubnetGroupName（在 CLI 中：--db-subnet-group-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b_subnet_group_name） – UTF-8 字符串。
要用于新数据库集群的数据库子网组名称。
约束：如果提供，则必须与现有 DBSubnetGroup 的名称匹配。
示例：mySubnetgroup
• DeletionProtection（在 CLI 中：--deletion-protection，或者在 Python
中：deletion_protection） – Boolean.
一个值，指示数据库集群是否已启用删除保护。在启用删除保护时，无法删除数据库。默认情况下，将禁
用删除保护。
• EnableCloudwatchLogsExports（在 CLI 中：--enable-cloudwatch-logs-exports，或者在 Python
中：enable_cloudwatch_logs_exports） – 一个 UTF-8 字符串数组。
要导出到 CloudWatch Logs 的已还原数据库集群的日志列表。
• Enable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在 CLI 中：--enable-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或者
在 Python 中：enable_iam_database_authentication） – Boolean.
如果为 true，则启用 Amazon Identity in Access Management (IAM) 账户与数据库账户之间的映射；否则
为 false。
默认值：false
• KmsKeyId（在 CLI 中：--kms-key-id，或者在 Python 中：kms_key_id） – UTF-8 字符串。
从加密数据库集群快照还原加密数据库集群时使用的 Amazon KMS 密钥标识符。
KMS 密钥标识符是 KMS 加密密钥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如果您还原数据库集群时使用的 Amazon
账户，是拥有加密新数据库集群所用 KMS 加密密钥的同一个账户，则您可以使用 KMS 密钥别名来取代
KMS 加密密钥的 ARN。
您可以还原到新数据库集群，并使用与加密源数据库集群所用密钥不同的 KMS 密钥，加密新数据库集
群。新数据库集群使用由 KmsKeyId 参数确定的 KMS 密钥加密。
如果您未指定 KmsKeyId 参数的值，则会出现以下情况：
• 如果数据库集群已加密，将使用用于加密源数据库集群的同一 KMS 密钥加密还原的数据库集群。
API 版本 202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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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DBClusterIdentifier 引用未加密的数据库集群，则将拒绝恢复请求。
• Port（在 CLI 中：--port，或者在 Python 中：port） – 数字 (integer)。
新数据库集群用于接受连接的端口号。
约束：值必须为1150-65535
默认值：与原始数据库集群相同的端口。
• RestoreToTime（在 CLI 中：--restore-to-time，或者在 Python 中：restore_to_time） – 时间
戳.
要将数据库集群还原到的日期和时间。
有效值: 值必须为通用协调时间 (UTC) 格式的时间
约束：
• 必须在数据库实例的最新可还原时间之前
• 如果未提供 UseLatestRestorableTime 参数，则必须指定
• 如果 UseLatestRestorableTime 参数为 true，则无法指定
• 如果 RestoreType 参数为 copy-on-write，则无法指定
示例：2015-03-07T23:45:00Z
• RestoreType（在 CLI 中：--restore-type，或者在 Python 中：restore_type） – UTF-8 字符串。
要执行的还原类型。可以指定以下值之一：
• full-copy – 新数据库集群作为源数据库集群的完整副本还原。
• copy-on-write – 新数据库集群作为源数据库集群的克隆还原。
如果您没有指定 RestoreType 值，则新数据库集群作为源数据库集群的完整副本还原。
• SourceDB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source-db-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source_db_cluster_identifier） –：必需 UTF-8 字符串。
要从中还原的源数据库集群的标识符。
约束：
• 必须匹配现有 DBCluster 的标识符。
• Tags（在 CLI 中：--tags，或者在 Python 中：tags） — 数组标签 (p. 964)标记对象。
要应用到所还原数据库集群的标签。
• UseLatestRestorableTime（在 CLI 中：--use-latest-restorabl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use_latest_restorable_time） – Boolean.
值设置为 true 时，将数据库集群还原到最新可还原的备份时间，否则为 false。
默认值：false
约束：如果如果无法指定RestoreToTime提供了参数。
• VpcSecurityGroupIds（在 CLI 中：--vpc-security-group-ids，或者在 Python
中：vpc_security_group_ids） — VpcSecurityGroupId — 一个 UTF-8 字符串数组。
新数据库集群所属的 VPC 安全组的列表。
响应
包含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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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数据类型用作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DBClusters” (p. 854) 操作中的响应元素。
• AllocatedStorage（在 CLI 中：--allocated-storage，或者在 Python 中：allocated_storage）
– 数字 (integer)。
AllocatedStorage 始终返回 1，因为 Neptune 数据库集群存储大小不固定，而是会根据需要自动调
整。
• AssociatedRoles（在 CLI 中：--associated-roles，或者在 Python 中：associated_roles） —
数组DBClusterRole (p. 820)dbClusterRole 对象。
提供与数据库集群关联的 Amazon Identity in Access Management (IAM) 角色的列表。与数据库集群关联
的 IAM 角色授予数据库集群代表您访问其他 Amazon 服务的权限。
• AutomaticRestartTime（在 CLI 中：--automatic-restart-time，或者在 Python
中：automatic_restart_time） – 时间戳.
数据库集群将自动重新启动的时间。
• AvailabilityZones（在 CLI 中：--availability-zones，或者在 Python
中：availability_zones） — 一个 AvailabilityZone 的数组 — UTF-8 字符串。
提供可在其上创建数据库集群中实例的 EC2 可用区的列表。
• BacktrackConsumedChangeRecords（在 CLI 中：--backtrack-consumed-change-records，或者
在 Python 中：backtrack_consumed_change_records） – 数字 (long)。
不受 Neptune 支持。
• BacktrackWindow（在 CLI 中：--backtrack-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backtrack_window） –
数字 (long)。
不受 Neptune 支持。
• BackupRetentionPeriod（在 CLI 中：--backup-retention-period，或者在 Python
中：backup_retention_period） – 数字 (integer)。
指定自动数据库快照的保留天数。
• Capacity（在 CLI 中：--capacity，或者在 Python 中：capacity） – 数字 (integer)。
不受 Neptune 支持。
• CloneGroupId（在 CLI 中：--clone-group-id，或者在 Python 中：clone_group_id） – UTF-8 字
符串。
标识数据库集群与之关联的克隆组。
• ClusterCreateTime（在 CLI 中：--cluster-creat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cluster_create_time） – 时间戳.
指定创建数据库集群的时间，采用通用协调时间 (UTC)。
• CopyTagsToSnapshot（在 CLI 中：--copy-tags-to-snapshot，或者在 Python
中：copy_tags_to_snapshot） – Boolean.
如果设置为true，标签将复制到所创建的数据库集群的任何快照中。
• CrossAccountClone（在 CLI 中：--cross-account-clone，或者在 Python
中：cross_account_clone） – Boolean.
如果设置为true，可以跨账户克隆数据库集群。
• DatabaseName（在 CLI 中：--database-name，或者在 Python 中：database_name） – UTF-8 字
符串。
包含此数据库集群在创建时提供的初始数据库的名称（如果在创建数据库集群时指定了初始数据库）。在
数据库集群的使用期间会始终返回同一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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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ClusterArn（在 CLI 中：--db-cluster-arn，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arn） – UTF-8 字
符串。
数据库集群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DB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包含用户提供的数据库集群标识符。此标识符是识别数据库集群的唯一键。
• DBClusterMembers（在 CLI 中：--db-cluster-members，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members） — 数组DBClusterMember (p. 820)dbClusterMember 对象。
提供组成数据库集群的实例的列表。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在 CLI 中：--db-cluster-parameter-group，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parameter_group） – UTF-8 字符串。
指定数据库集群的数据库集群参数组名称。
• DbClusterResourceId（在 CLI 中：--db-cluster-resource-id，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resource_id）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在 Amazon 区域中唯一的不可变标识符。只要访问了用户数据库集群的 Amazon KMS 密钥，
就可在 Amazon CloudTrail 日志条目中找到此标识符。
• DBSubnetGroup（在 CLI 中：--db-subnet-group，或者在 Python 中：db_subnet_group） –
UTF-8 字符串。
指定与数据库集群关联的子网组的信息，包括名称、描述和子网组中的子网。
• DeletionProtection（在 CLI 中：--deletion-protection，或者在 Python
中：deletion_protection） – Boolean.
指示数据库集群是否已启用删除保护。在启用删除保护时，无法删除数据库。
• EarliestBacktrackTime（在 CLI 中：--earliest-backtrack-time，或者在 Python
中：earliest_backtrack_time） – 时间戳.
不受 Neptune 支持。
• EarliestRestorableTime（在 CLI 中：--earliest-restorabl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earliest_restorable_time） – 时间戳.
指定数据库可以使用时间点还原的最早还原时间。
• EnabledCloudwatchLogsExports（在 CLI 中：--enabled-cloudwatch-logs-exports，或者在
Python 中：enabled_cloudwatch_logs_exports） – 一个 UTF-8 字符串数组。
此数据库集群配置为导出到 CloudWatch Logs 的日志类型的列表。
• Endpoint（在 CLI 中：--endpoint，或者在 Python 中：endpoint） – UTF-8 字符串。
指定数据库集群的主实例的连接终端节点。
• Engine（在 CLI 中：--engine，或者在 Python 中：engine） – UTF-8 字符串。
提供要用于此数据库集群的数据库引擎的名称。
• EngineVersion（在 CLI 中：--engine-version，或者在 Python 中：engine_version） – UTF-8 字
符串。
指示数据库引擎版本。
• HostedZoneId（在 CLI 中：--hosted-zone-id，或者在 Python 中：hosted_zone_id） – UTF-8 字
符串。
指定在您创建托管区域时 Amazon Route 53 分配的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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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Enabled（在 CLI 中：--iam-database-authentication-enabled，或
者在 Python 中：iam_database_authentication_enabled） – Boolean.
如果启用了 Amazon Identity on Access Management (IAM) 账户与数据库账户之间的映射，则为 true；否
则为 false。
• KmsKeyId（在 CLI 中：--kms-key-id，或者在 Python 中：kms_key_id） – UTF-8 字符串。
如果StorageEncrypted如果为 true，则为加密数据库集群的 Amazon KMS 密钥标识符。
• LatestRestorableTime（在 CLI 中：--latest-restorable-time，或者在 Python
中：latest_restorable_time） – 时间戳.
指定数据库可以使用时间点还原的最新还原时间。
• MultiAZ（在 CLI 中：--multi-az，或者在 Python 中：multi_az） – Boolean.
指定数据库集群是否在多个可用区中有实例。
• PendingModifiedValues（在 CLI 中：--pending-modified-values，或者在 Python
中：pending_modified_values） — AClusterPendingModifiedValues (p. 820)对象。
不受 Neptune 支持。
• PercentProgress（在 CLI 中：--percent-progress，或者在 Python 中：percent_progress） –
UTF-8 字符串。
指定操作的进度百分比。
• Port（在 CLI 中：--port，或者在 Python 中：port） – 数字 (integer)。
指定数据库引擎侦听的端口。
• PreferredBackupWindow（在 CLI 中：--preferred-backup-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preferred_backup_window） – UTF-8 字符串。
指定在启用自动备份时，自动执行备份的日常时间范围，如 BackupRetentionPeriod 所规定。
• PreferredMaintenanceWindow（在 CLI 中：--preferred-maintenance-window，或者在 Python
中：preferred_maintenance_window） – UTF-8 字符串。
指定可进行系统维护的每周时间范围（采用通用协调时间 (UTC)）。
• ReaderEndpoint（在 CLI 中：--reader-endpoint，或者在 Python 中：reader_endpoint）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集群的读取器终端节点。数据库集群的读取器终端节点跨数据库集群中可用的只读副本，实现连接
的负载均衡。当客户端请求与读取器终端节点的新连接时，Neptune 将在数据库集群中的只读副本之间分
配连接请求。该功能可帮助跨数据库集群中的多个只读副本平衡读取工作负载。
如果发生了故障转移并且连接到的只读副本将提升到主实例，则将删除您的连接。要继续向集群中的其他
只读副本发送读取工作负载，您可以随后重新连接到读取器终端节点。
• ReadReplicaIdentifiers（在 CLI 中：--read-replica-identifiers，或者在 Python
中：read_replica_identifiers） — ReadReplicaIdentifier 的数组 — UTF-8 字符串。
包含一个或多个与此数据库集群关联的只读副本的标识符。
• ReplicationSourceIdentifier（在 CLI 中：--replication-source-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replication_source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不受 Neptune 支持。
• ReplicationType（在 CLI 中：--replication-type，或者在 Python 中：replication_type） –
UTF-8 字符串。
不受 Neptune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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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us（在 CLI 中：--status，或者在 Python 中：status） – UTF-8 字符串。
指定此数据库集群的当前状态。
• StorageEncrypted（在 CLI 中：--storage-encrypted，或者在 Python 中：storage_encrypted）
– Boolean.
指定数据库集群是否已加密。
• VpcSecurityGroups（在 CLI 中：--vpc-security-groups，或者在 Python
中：vpc_security_groups） — 数
组VpcSecurityGroupMembership (p. 971)VpcSecurityGroupMembership 对象。
提供数据库集群所属的 VPC 安全组的列表。

错误
• DBClusterAlreadyExistsFault (p. 974)
• DBClusterNotFoundFault (p. 974)
• DBClusterQuotaExceededFault (p. 975)
• DBClusterSnapshotNotFoundFault (p. 976)
• DBSubnetGroupNotFoundFault (p. 979)
• 不足 DBClusterCapacityFault (p. 982)
• InsufficientStorageClusterCapacityFault (p. 982)
• 无效数据库ClusterSnapshotStateFault (p. 982)
• 无效数据库ClusterStateFault (p. 983)
• 无效数据库SnapshotStateFault (p. 984)
• InvalidRestoreFault (p. 985)
• InvalidSubnet (p. 985)
• VPC 无效NetworkStateFault (p. 986)
• 自杀KeyNotAccessibleFault (p. 986)
• OptionGroupNotFoundFault (p. 986)
• StorageQuotaExceededFault (p. 988)
• DBClusterParameterGroupNotFoundFault (p. 974)

DescribeDBClusterSnapshots（操作）
此 API 的 Amazon CLI 名称为：describe-db-cluster-snapshots，Python 的名字
是：describe_db_cluster_snapshots.
返回有关数据库集群快照的信息。此 API 操作支持分页。
请求
• DBCluster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要为其检索数据库集群快照列表的数据库集群的 ID。此参数不能与 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
参数结合使用。此参数不区分大小写。
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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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提供，则必须与现有 DBCluster 的标识符匹配。
• 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snapshot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要描述的特定数据库集群快照标识符。此参数不能与 DBClusterIdentifier 参数结合使用。此值以一
个小写字符串存储。
约束：
• 如果提供，则必须与现有 DBClusterSnapshot 的标识符匹配。
• 如果此标识符用于自动快照，则还必须指定 SnapshotType 参数。
• Filters（在 CLI 中：--filters，或者在 Python 中：filters） — 数组筛选条件 (p. 970)过滤对象。
当前不支持此参数。
• IncludePublic（在 CLI 中：--include-public，或者在 Python 中：include_public） – Boolean.
如果为 true，则包括公有且可由所有 Amazon 账户复制或还原的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否则为 false。默认
为 false。默认为 false。
您可使用 the section called “Modify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 (p. 931) API 操作，将手动数据库集群
快照作为公有来共享。
• IncludeShared（在 CLI 中：--include-shared，或者在 Python 中：include_shared） – Boolean.
如果为 true，则包括来自其他亚马逊账户已授权复制或还原的共享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否则为 false。默
认为 false。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授予 Amazon 账户权限来还原其他亚马逊账户的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the section
called “Modify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 (p. 931)API 操作。
• Marker（在 CLI 中：--marker，或者在 Python 中：marker） – UTF-8 字符串。
由之前的 DescribeDBClusterSnapshots 请求提供的可选分页标记。如果指定此参数，则响应仅包含
标记之外的记录，最大数量为 MaxRecords 指定的值。
• MaxRecords（在 CLI 中：--max-records，或者在 Python 中：max_records） – 数字 (integer)。
包括在响应中的最大记录数。如果存在的记录数超过了指定的MaxRecords 值，则在响应中包含称为标记
的分页记号，以便检索剩余的结果。
默认值：100
约束：最低为 20，最高为 100。
• SnapshotType（在 CLI 中：--snapshot-type，或者在 Python 中：snapshot_type） – UTF-8 字符
串。
要返回的数据库集群快照的类型。可以指定以下值之一：
• automated-返回由 Amazon Neptune 为您的亚马逊账户自动获取的所有数据库集群快照。
• manual-返回由您的亚马逊账户获取的所有数据库集群快照。
• shared-返回与您的亚马逊账户共享的所有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
• public – 返回已标记为公有的所有数据库集群快照。
如果您未指定 SnapshotType 值，则返回自动和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您可以通过将 IncludeShared
参数设置为 true，在这些结果中包括共享数据库集群快照。您可以通过将 IncludePublic 参数设置为
true，在这些结果中包括公有数据库集群快照。
IncludeShared 和 IncludePublic 参数不适用于 SnapshotType 的值 manual 或
automated。SnapshotType 设置为 shared 时，IncludePublic 参数不适用。SnapshotType 设置
API 版本 202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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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 DBClusterSnapshots（在 CLI 中：--db-cluster-snapshots，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snapshots） — 数组DBClusterSnapshot (p. 922)dbCluster 对象。
提供用户的数据库集群快照的列表。
• Marker（在 CLI 中：--marker，或者在 Python 中：marker） – UTF-8 字符串。
由之前的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DBClusterSnapshots” (p. 944) 请求提供的可选分页标记。如果指
定此参数，则响应仅包含标记之外的记录，最大数量为 MaxRecords 指定的值。

错误
• DBClusterSnapshotNotFoundFault (p. 976)

Describe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s（操作）
此 API 的 Amazon CLI 名称为：describe-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s，Python 的名字
是：describe_db_cluster_snapshot_attributes.
返回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的数据库集群快照属性名称和值的列表。
与其他亚马逊账户共享快照时，Describe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s返回restore属性以及已授
权复制或还原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的 Amazon 账户的 ID 列表。如果all包含在的值列表中restore则手动
数据库集群快照为公有，可由所有 Amazon 账户复制或还原。
要为 Amazon 账户添加或删除用于复制或还原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的权限，或者使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为公
有或私有，请使用the section called “Modify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 (p. 931)API 操作。
请求
• 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snapshot_identifier） –：必需 UTF-8 字符串。
要描述其属性的数据库集群快照的标识符。
响应
包含成功调用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s” (p. 946) API 操作的结果。
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属性用于授权其他 Amazon 账户复制或还原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 the section called “Modify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 (p. 931) API 操作。
• 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s（在 CLI 中：--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s，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snapshot_attributes） — 数
组DBClusterSnapshotAttribute (p. 923)dbClusterSnapShot 属性对象。
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的属性和值的列表。
• 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在 CLI 中：--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db_cluster_snapshot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属性应用到的手动数据库集群快照的标识符。

错误
• DBClusterSnapshotNotFoundFault (p. 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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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tune 事件 API
结构：
• Event（结构） (p. 947)
• EventCategoriesMap（结构） (p. 947)
• EventSubscription（结构） (p. 948)
操作:
• CreateEventSubscription（操作） (p. 949)
• DeleteEventSubscription（操作） (p. 951)
• ModifyEventSubscription（操作） (p. 952)
• DescribeEventSubscriptions（操作） (p. 954)
• AddSourceIdentifierToSubscription（操作） (p. 955)
• RemoveSourceIdentifierFromSubscription（操作） (p. 956)
• DescribeEvents（操作） (p. 957)
• DescribeEventCategories（操作） (p. 959)

Event（结构）
此数据类型用作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Events” (p. 957) 操作中的响应元素。

字段
• Date – 时间戳。
指定事件的日期和时间。
• EventCategories— 一个 EventCategory 的数组 UTF-8 字符串。
指定事件的类别。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提供此事件的文本。
• SourceArn – UTF-8 字符串。
事件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Source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提供事件的源的标识符。
• SourceType— UTF-8 字符串（有效值：db-instance=""|db-parameter-group=""|db-securitygroup=""|db-snapshot=""|db-cluster=""|db-cluster-snapshot="")。
为此事件指定源类型。

EventCategoriesMap（结构）
包含成功调用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EventCategories” (p. 959) 操作的结果。
API 版本 2020-12-18
947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EventSubscription

字段
• EventCategories— 一个 EventCategory 的数组 UTF-8 字符串。
指定源类型的事件类别
• SourceType – UTF-8 字符串。
返回的类别所属的源类型

EventSubscription（结构）
包含成功调用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EventSubscriptions” (p. 954) 操作的结果。

字段
• CustomerAwsId – UTF-8 字符串。
与事件通知订阅关联的亚马逊客户账户。
• CustSubscriptionId – UTF-8 字符串。
事件通知订阅 ID。
• Enabled – 布尔值。
指示是否启用订阅的布尔值。True 表示订阅已启用。
• EventCategoriesList— 一个 EventCategory 的数组 UTF-8 字符串。
事件通知订阅的事件类别列表。
• EventSubscriptionArn – UTF-8 字符串。
事件订阅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SnsTopicArn – UTF-8 字符串。
事件通知订阅的主题 ARN。
• SourceIdsList— 一个 SourceId 的数组 UTF-8 字符串。
事件通知订阅的源 ID 列表。
• SourceType – UTF-8 字符串。
事件通知订阅的源类型。
• Status – UTF-8 字符串。
事件通知订阅的状态。
约束：
可以为以下值之一：creating | modifying | deleting | active | no-permission | topic-not-exist
状态“no-permission”指示 Neptune 不再有权发布到此 SNS 主题。状态“topic-not-exist”指示主题在创建订
阅之后删除。
• SubscriptionCreationTime – UTF-8 字符串。
创建事件订阅通知的时间。
EventSubscription 用作下列对象的响应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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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EventSubscription (p. 949)
•
•
•
•

ModifyEventSubscription (p. 952)
AddSourceIdentifierToSubscription (p. 955)
RemoveSourceIdentifierFromSubscription (p. 956)
DeleteEventSubscription (p. 951)

CreateEventSubscription（操作）
此 API 的亚马逊 CLI 名称为：create-event-subscription，Python 的名字
是：create_event_subscription.
创建事件通知订阅。此操作需要一个通过 Neptune 控制台、SNS 控制台或 SNS API 创建的主题
ARN（Amazon 资源名称）。要使用 SNS 获取 ARN，您必须在 Amazon SNS 中创建主题并订阅该主
题。ARN 显示在 SNS 控制台中。
您可以指定要获取通知的源类型 (SourceType)，提供触发事件的 Neptune 源 (SourceIds) 列表，以及
提供您希望获得通知的事件的事件类别 (EventCategories) 列表。例如，您可以指定 SourceType = dbinstance、SourceIds = mydbinstance1, mydbinstance2 并且 EventCategories = Availability, Backup。
如果您同时指定 SourceType 和 SourceIds，例如 SourceType = db-instance 和 SourceIdentifier =
myDBInstance1，您将收到指定源的所有 db-instance 事件的通知。如果指定 SourceType，但未指定
SourceIdentifier，则将收到所有 Neptune 源的该源类型事件的通知。如果既未指定 SourceType，也未指定
SourceIdentifier，则将收到通过属于客户账户的所有 Neptune 源生成的事件的通知。
请求
• Enabled（在 CLI 中：--enabled，或者在 Python 中：enabled） – Boolean.
一个布尔值；设置为 true 可激活订阅，设置为 false 可创建订阅但不激活它。
• EventCategories（在 CLI 中：--event-categories，或者在 Python 中：event_categories） —
一个 EventCategory 的数组 UTF-8 字符串。
您要订阅到的 SourceType 的事件类别列表。您可以使用 DescribeEventCategories 操作，查看指定
SourceType 的类别的列表。
• SnsTopicArn（在 CLI 中：--sns-topic-arn，或者在 Python 中：sns_topic_arn） –：必需 UTF-8
字符串。
为事件通知创建的 SNS 主题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在您创建主题并订阅到该主题时，由 Amazon
SNS 创建 ARN。
• SourceIds（在 CLI 中：--source-ids，或者在 Python 中：source_ids） — 一个 SourceId 的数组
UTF-8 字符串。
为其返回事件的事件源的标识符列表。如果未指定，则响应中包含所有源。标识符必须以字母开头，并且
只能包含 ASCII 字母、数字和连字符，不能以连字符结尾，也不能包含两个连续的连字符。
约束：
• 如果提供 SourceIds，则还必须提供 SourceType。
• 如果源类型是数据库实例，则必须提供 DBInstanceIdentifier。
• 如果源类型是数据库安全组，则必须提供 DBSecurityGroupName。
• 如果源类型是数据库参数组，则必须提供 DBParameterGroupName。
• 如果源类型是数据库快照，则必须提供 DBSnapshotIdentifier。
• SourceType（在 CLI 中：--source-type，或者在 Python 中：source_type） – UTF-8 字符串。
生成事件的源的类型。例如，如果您要接收由数据库实例生成的事件的通知，则应将此参数设置为 dbinstance。如果未指定此值，则将返回所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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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值：db-instance | db-cluster | db-parameter-group | db-security-group | dbsnapshot | db-cluster-snapshot
• SubscriptionName（在 CLI 中：--subscription-name，或者在 Python 中：subscription_name）
–：必需 UTF-8 字符串。
订阅的名称。
约束：名称必须小于 255 个字符。
• Tags（在 CLI 中：--tags，或者在 Python 中：tags） — 数组标签 (p. 964)标记对象。
要应用到新事件订阅的标签。
响应
包含成功调用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EventSubscriptions” (p. 954) 操作的结果。
• CustomerAwsId（在 CLI 中：--customer-aws-id，或者在 Python 中：customer_aws_id） –
UTF-8 字符串。
与事件通知订阅关联的亚马逊客户账户。
• CustSubscriptionId（在 CLI 中：--cust-subscription-id，或者在 Python
中：cust_subscription_id） – UTF-8 字符串。
事件通知订阅 ID。
• Enabled（在 CLI 中：--enabled，或者在 Python 中：enabled） – Boolean.
指示是否启用订阅的布尔值。True 表示订阅已启用。
• EventCategoriesList（在 CLI 中：--event-categories-list，或者在 Python
中：event_categories_list） — 一个 EventCategory 的数组 UTF-8 字符串。
事件通知订阅的事件类别列表。
• EventSubscriptionArn（在 CLI 中：--event-subscription-arn，或者在 Python
中：event_subscription_arn） – UTF-8 字符串。
事件订阅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SnsTopicArn（在 CLI 中：--sns-topic-arn，或者在 Python 中：sns_topic_arn） – UTF-8 字符
串。
事件通知订阅的主题 ARN。
• SourceIdsList（在 CLI 中：--source-ids-list，或者在 Python 中：source_ids_list） — 一个
SourceId 的数组 UTF-8 字符串。
事件通知订阅的源 ID 列表。
• SourceType（在 CLI 中：--source-type，或者在 Python 中：source_type） – UTF-8 字符串。
事件通知订阅的源类型。
• Status（在 CLI 中：--status，或者在 Python 中：status） – UTF-8 字符串。
事件通知订阅的状态。
约束：
可以为以下值之一：creating | modifying | deleting | active | no-permission | topic-not-exist
状态“no-permission”指示 Neptune 不再有权发布到此 SNS 主题。状态“topic-not-exist”指示主题在创建订
阅之后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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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scriptionCreationTime（在 CLI 中：--subscription-creation-time，或者在 Python
中：subscription_creation_time） – UTF-8 字符串。
创建事件订阅通知的时间。

错误
• EventSubscriptionQuotaExceededFault (p. 980)
• SubscriptionAlreadyExistFault (p. 989)
• SNSInvalidTopicFault (p. 987)
• SNSNoAuthorizationFault (p. 987)
• SNSTopicArnNotFoundFault (p. 987)
• SubscriptionCategoryNotFoundFault (p. 989)
• SourceNotFoundFault (p. 988)

DeleteEventSubscription（操作）
此 API 的亚马逊 CLI 名称为：delete-event-subscription，Python 的名字
是：delete_event_subscription.
删除事件通知订阅。
请求
• SubscriptionName（在 CLI 中：--subscription-name，或者在 Python 中：subscription_name）
–：必需 UTF-8 字符串。
您要删除的事件通知订阅的名称。
响应
包含成功调用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EventSubscriptions” (p. 954) 操作的结果。
• CustomerAwsId（在 CLI 中：--customer-aws-id，或者在 Python 中：customer_aws_id） –
UTF-8 字符串。
与事件通知订阅关联的亚马逊客户账户。
• CustSubscriptionId（在 CLI 中：--cust-subscription-id，或者在 Python
中：cust_subscription_id） – UTF-8 字符串。
事件通知订阅 ID。
• Enabled（在 CLI 中：--enabled，或者在 Python 中：enabled） – Boolean.
指示是否启用订阅的布尔值。True 表示订阅已启用。
• EventCategoriesList（在 CLI 中：--event-categories-list，或者在 Python
中：event_categories_list） — 一个 EventCategory 的数组 UTF-8 字符串。
事件通知订阅的事件类别列表。
• EventSubscriptionArn（在 CLI 中：--event-subscription-arn，或者在 Python
中：event_subscription_arn） – UTF-8 字符串。
事件订阅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SnsTopicArn（在 CLI 中：--sns-topic-arn，或者在 Python 中：sns_topic_arn） – UTF-8 字符
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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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通知订阅的主题 ARN。
• SourceIdsList（在 CLI 中：--source-ids-list，或者在 Python 中：source_ids_list） — 一个
SourceId 的数组 UTF-8 字符串。
事件通知订阅的源 ID 列表。
• SourceType（在 CLI 中：--source-type，或者在 Python 中：source_type） – UTF-8 字符串。
事件通知订阅的源类型。
• Status（在 CLI 中：--status，或者在 Python 中：status） – UTF-8 字符串。
事件通知订阅的状态。
约束：
可以为以下值之一：creating | modifying | deleting | active | no-permission | topic-not-exist
状态“no-permission”指示 Neptune 不再有权发布到此 SNS 主题。状态“topic-not-exist”指示主题在创建订
阅之后删除。
• SubscriptionCreationTime（在 CLI 中：--subscription-creation-time，或者在 Python
中：subscription_creation_time） – UTF-8 字符串。
创建事件订阅通知的时间。

错误
• SubscriptionNotFoundFault (p. 989)
• InvalidEventSubscriptionStateFault (p. 984)

ModifyEventSubscription（操作）
此 API 的亚马逊 CLI 名称为：modify-event-subscription，Python 的名字
是：modify_event_subscription.
修改现有的事件通知订阅。请注意，您无法使用此调用修改源标识符；要更改订阅的源标识符，
请使用 the section called “AddSourceIdentifierToSubscription” (p. 955) 和 the section called
“RemoveSourceIdentifierFromSubscription” (p. 956) 调用。
您可以使用 DescribeEventCategories 操作，查看指定 SourceType 的事件类别的列表。
请求
• Enabled（在 CLI 中：--enabled，或者在 Python 中：enabled） – Boolean.
布尔值；设置为 true 可激活订阅。
• EventCategories（在 CLI 中：--event-categories，或者在 Python 中：event_categories） —
一个 EventCategory 的数组 UTF-8 字符串。
您要订阅到的 SourceType 的事件类别列表。您可以使用 DescribeEventCategories 操作，查看指定
SourceType 的类别的列表。
• SnsTopicArn（在 CLI 中：--sns-topic-arn，或者在 Python 中：sns_topic_arn） – UTF-8 字符
串。
为事件通知创建的 SNS 主题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在您创建主题并订阅到该主题时，由 Amazon
SNS 创建 ARN。
• SourceType（在 CLI 中：--source-type，或者在 Python 中：source_type） – UTF-8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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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事件的源的类型。例如，如果您要接收由数据库实例生成的事件的通知，则应将此参数设置为 dbinstance。如果未指定此值，则将返回所有事件。
有效值：db-instance | db-parameter-group | db-security-group | db-snapshot
• SubscriptionName（在 CLI 中：--subscription-name，或者在 Python 中：subscription_name）
–：必需 UTF-8 字符串。
事件通知订阅的名称。
响应
包含成功调用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EventSubscriptions” (p. 954) 操作的结果。
• CustomerAwsId（在 CLI 中：--customer-aws-id，或者在 Python 中：customer_aws_id） –
UTF-8 字符串。
与事件通知订阅关联的亚马逊客户账户。
• CustSubscriptionId（在 CLI 中：--cust-subscription-id，或者在 Python
中：cust_subscription_id） – UTF-8 字符串。
事件通知订阅 ID。
• Enabled（在 CLI 中：--enabled，或者在 Python 中：enabled） – Boolean.
指示是否启用订阅的布尔值。True 表示订阅已启用。
• EventCategoriesList（在 CLI 中：--event-categories-list，或者在 Python
中：event_categories_list） — 一个 EventCategory 的数组 UTF-8 字符串。
事件通知订阅的事件类别列表。
• EventSubscriptionArn（在 CLI 中：--event-subscription-arn，或者在 Python
中：event_subscription_arn） – UTF-8 字符串。
事件订阅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SnsTopicArn（在 CLI 中：--sns-topic-arn，或者在 Python 中：sns_topic_arn） – UTF-8 字符
串。
事件通知订阅的主题 ARN。
• SourceIdsList（在 CLI 中：--source-ids-list，或者在 Python 中：source_ids_list） — 一个
SourceId 的数组 UTF-8 字符串。
事件通知订阅的源 ID 列表。
• SourceType（在 CLI 中：--source-type，或者在 Python 中：source_type） – UTF-8 字符串。
事件通知订阅的源类型。
• Status（在 CLI 中：--status，或者在 Python 中：status） – UTF-8 字符串。
事件通知订阅的状态。
约束：
可以为以下值之一：creating | modifying | deleting | active | no-permission | topic-not-exist
状态“no-permission”指示 Neptune 不再有权发布到此 SNS 主题。状态“topic-not-exist”指示主题在创建订
阅之后删除。
• SubscriptionCreationTime（在 CLI 中：--subscription-creation-time，或者在 Python
中：subscription_creation_time） – UTF-8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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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事件订阅通知的时间。

错误
• EventSubscriptionQuotaExceededFault (p. 980)
• SubscriptionNotFoundFault (p. 989)
• SNSInvalidTopicFault (p. 987)
• SNSNoAuthorizationFault (p. 987)
• SNSTopicArnNotFoundFault (p. 987)
• SubscriptionCategoryNotFoundFault (p. 989)

DescribeEventSubscriptions（操作）
此 API 的亚马逊 CLI 名称为：describe-event-subscriptions，Python 的名字
是：describe_event_subscriptions.
列出客户账户的所有订阅描述。订阅的描述包括
SubscriptionName、SNSTopicARN、CustomerID、SourceType、SourceID、CreationTime 和 Status。
如果您指定了 SubscriptionName，则列出该订阅的描述。
请求
• Filters（在 CLI 中：--filters，或者在 Python 中：filters） — 数组筛选条件 (p. 970)过滤对象。
当前不支持此参数。
• Marker（在 CLI 中：--marker，或者在 Python 中：marker） – UTF-8 字符串。
由之前的 DescribeOrderableDBInstanceOptions 请求提供的可选分页标记。如果指定此参数，则响应仅包
含标记之外的记录，最大数量为 MaxRecords 指定的值。
• MaxRecords（在 CLI 中：--max-records，或者在 Python 中：max_records） – 数字 (integer)。
包括在响应中的最大记录数。如果存在的记录数超过了指定的MaxRecords 值，则在响应中包含称为标记
的分页记号，以便检索剩余的结果。
默认值：100
约束：最低为 20，最高为 100。
• SubscriptionName（在 CLI 中：--subscription-name，或者在 Python 中：subscription_name）
– UTF-8 字符串。
您要描述的事件通知订阅的名称。
响应
• EventSubscriptionsList（在 CLI 中：--event-subscriptions-list，或者在 Python
中：event_subscriptions_list） — 数组EventSubscription (p. 948)EventSubscription 对象。
EventSubscriptions 数据类型的列表。
• Marker（在 CLI 中：--marker，或者在 Python 中：marker） – UTF-8 字符串。
由之前的 DescribeOrderableDBInstanceOptions 请求提供的可选分页标记。如果指定此参数，则响应仅包
含标记之外的记录，最大数量为 MaxRecords 指定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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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
• SubscriptionNotFoundFault (p. 989)

AddSourceIdentifierToSubscription（操作）
此 API 的亚马逊 CLI 名称为：add-source-identifier-to-subscription，Python 的名字
是：add_source_identifier_to_subscription.
将源标识符添加到现有事件通知订阅。
请求
• SourceIdentifier（在 CLI 中：--source-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source_identifier）
–：必需 UTF-8 字符串。
要添加的事件源的标识符。
约束：
• 如果源类型是数据库实例，则必须提供 DBInstanceIdentifier。
• 如果源类型是数据库安全组，则必须提供 DBSecurityGroupName。
• 如果源类型是数据库参数组，则必须提供 DBParameterGroupName。
• 如果源类型是数据库快照，则必须提供 DBSnapshotIdentifier。
• SubscriptionName（在 CLI 中：--subscription-name，或者在 Python 中：subscription_name）
–：必需 UTF-8 字符串。
要源标识符添加到的事件通知订阅的名称。
响应
包含成功调用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EventSubscriptions” (p. 954) 操作的结果。
• CustomerAwsId（在 CLI 中：--customer-aws-id，或者在 Python 中：customer_aws_id） –
UTF-8 字符串。
与事件通知订阅关联的亚马逊客户账户。
• CustSubscriptionId（在 CLI 中：--cust-subscription-id，或者在 Python
中：cust_subscription_id） – UTF-8 字符串。
事件通知订阅 ID。
• Enabled（在 CLI 中：--enabled，或者在 Python 中：enabled） – Boolean.
指示是否启用订阅的布尔值。True 表示订阅已启用。
• EventCategoriesList（在 CLI 中：--event-categories-list，或者在 Python
中：event_categories_list） — 一个 EventCategory 的数组 UTF-8 字符串。
事件通知订阅的事件类别列表。
• EventSubscriptionArn（在 CLI 中：--event-subscription-arn，或者在 Python
中：event_subscription_arn） – UTF-8 字符串。
事件订阅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SnsTopicArn（在 CLI 中：--sns-topic-arn，或者在 Python 中：sns_topic_arn） – UTF-8 字符
串。
事件通知订阅的主题 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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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rceIdsList（在 CLI 中：--source-ids-list，或者在 Python 中：source_ids_list） — 一个
SourceId 的数组 UTF-8 字符串。
事件通知订阅的源 ID 列表。
• SourceType（在 CLI 中：--source-type，或者在 Python 中：source_type） – UTF-8 字符串。
事件通知订阅的源类型。
• Status（在 CLI 中：--status，或者在 Python 中：status） – UTF-8 字符串。
事件通知订阅的状态。
约束：
可以为以下值之一：creating | modifying | deleting | active | no-permission | topic-not-exist
状态“no-permission”指示 Neptune 不再有权发布到此 SNS 主题。状态“topic-not-exist”指示主题在创建订
阅之后删除。
• SubscriptionCreationTime（在 CLI 中：--subscription-creation-time，或者在 Python
中：subscription_creation_time） – UTF-8 字符串。
创建事件订阅通知的时间。

错误
• SubscriptionNotFoundFault (p. 989)
• SourceNotFoundFault (p. 988)

RemoveSourceIdentifierFromSubscription（操作）
此 API 的亚马逊 CLI 名称为：remove-source-identifier-from-subscription，Python 的名
字是：remove_source_identifier_from_subscription.
从现有事件通知订阅中删除源标识符。
请求
• SourceIdentifier（在 CLI 中：--source-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source_identifier）
–：必需 UTF-8 字符串。
要从订阅中删除的源标识符，例如数据库实例的数据库实例标识符或安全组的名称。
• SubscriptionName（在 CLI 中：--subscription-name，或者在 Python 中：subscription_name）
–：必需 UTF-8 字符串。
从中删除源标识符的事件通知订阅的名称。
响应
包含成功调用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EventSubscriptions” (p. 954) 操作的结果。
• CustomerAwsId（在 CLI 中：--customer-aws-id，或者在 Python 中：customer_aws_id） –
UTF-8 字符串。
与事件通知订阅关联的亚马逊客户账户。
• CustSubscriptionId（在 CLI 中：--cust-subscription-id，或者在 Python
中：cust_subscription_id） – UTF-8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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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通知订阅 ID。
• Enabled（在 CLI 中：--enabled，或者在 Python 中：enabled） – Boolean.
指示是否启用订阅的布尔值。True 表示订阅已启用。
• EventCategoriesList（在 CLI 中：--event-categories-list，或者在 Python
中：event_categories_list） — 一个 EventCategory 的数组 UTF-8 字符串。
事件通知订阅的事件类别列表。
• EventSubscriptionArn（在 CLI 中：--event-subscription-arn，或者在 Python
中：event_subscription_arn） – UTF-8 字符串。
事件订阅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SnsTopicArn（在 CLI 中：--sns-topic-arn，或者在 Python 中：sns_topic_arn） – UTF-8 字符
串。
事件通知订阅的主题 ARN。
• SourceIdsList（在 CLI 中：--source-ids-list，或者在 Python 中：source_ids_list） — 一个
SourceId 的数组 UTF-8 字符串。
事件通知订阅的源 ID 列表。
• SourceType（在 CLI 中：--source-type，或者在 Python 中：source_type） – UTF-8 字符串。
事件通知订阅的源类型。
• Status（在 CLI 中：--status，或者在 Python 中：status） – UTF-8 字符串。
事件通知订阅的状态。
约束：
可以为以下值之一：creating | modifying | deleting | active | no-permission | topic-not-exist
状态“no-permission”指示 Neptune 不再有权发布到此 SNS 主题。状态“topic-not-exist”指示主题在创建订
阅之后删除。
• SubscriptionCreationTime（在 CLI 中：--subscription-creation-time，或者在 Python
中：subscription_creation_time） – UTF-8 字符串。
创建事件订阅通知的时间。

错误
• SubscriptionNotFoundFault (p. 989)
• SourceNotFoundFault (p. 988)

DescribeEvents（操作）
此 API 的亚马逊 CLI 名称为：describe-events，Python 的名字是：describe_events.
返回过去 14 天与数据库实例、数据库安全组、数据库快照和数据库参数组相关的事件。对于特定的数据库
实例、数据库安全组、数据库快照或数据库参数组，特定于它们的事件可以通过提供名称作为参数来获取。
默认情况下，返回过去一小时的事件。
请求
• Duration（在 CLI 中：--duration，或者在 Python 中：duration） – 数字 (int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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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检索事件的分钟数。
默认值：60
• EndTime（在 CLI 中：--end-time，或者在 Python 中：end_time） – 时间戳.
要检索事件的时间段的结束，以 ISO 8601 格式指定。有关 ISO 8601 的更多信息，请转至 ISO8601
Wikipedia 页面。
例如：2009-07-08T 18:00 Z
• EventCategories（在 CLI 中：--event-categories，或者在 Python 中：event_categories） —
一个 EventCategory 的数组 UTF-8 字符串。
触发事件通知订阅的通知的事件类别列表。
• Filters（在 CLI 中：--filters，或者在 Python 中：filters） — 数组筛选条件 (p. 970)过滤对象。
当前不支持此参数。
• Marker（在 CLI 中：--marker，或者在 Python 中：marker） – UTF-8 字符串。
由之前的 DescribeEvents 请求提供的可选分页标记。如果指定此参数，则响应仅包含标记之外的记录，最
大数量为 MaxRecords 指定的值。
• MaxRecords（在 CLI 中：--max-records，或者在 Python 中：max_records） – 数字 (integer)。
包括在响应中的最大记录数。如果存在的记录数超过了指定的MaxRecords 值，则在响应中包含称为标记
的分页记号，以便检索剩余的结果。
默认值：100
约束：最低为 20，最高为 100。
• SourceIdentifier（在 CLI 中：--source-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source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为其返回事件的事件源的标识符。如果未指定，则响应中包含所有源。
约束：
• 如果提供 SourceIdentifier，则还必须提供 SourceType。
• 如果源类型是 DBInstance，则必须提供 DBInstanceIdentifier。
• 如果源类型是 DBSecurityGroup，则必须提供 DBSecurityGroupName。
• 如果源类型是 DBParameterGroup，则必须提供 DBParameterGroupName。
• 如果源类型是 DBSnapshot，则必须提供 DBSnapshotIdentifier。
• 不能以连字符结束或包含两个连续连字符。
• SourceType（在 CLI 中：--source-type，或者在 Python 中：source_type） — UTF-8 字
符串（有效值：db-instance=""|db-parameter-group=""|db-security-group=""|dbsnapshot=""|db-cluster=""|db-cluster-snapshot="")。
要从中检索事件的事件源。如果未指定值，则返回所有事件。
• StartTime（在 CLI 中：--start-time，或者在 Python 中：start_time） – 时间戳.
要检索事件的时间段的开始，以 ISO 8601 格式指定。有关 ISO 8601 的更多信息，请转至 ISO8601
Wikipedia 页面。
例如：2009-07-08T 18:00 Z
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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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ts（在 CLI 中：--events，或者在 Python 中：events） — 数组活动 (p. 947)事件对象。
the section called “活动” (p. 947) 实例的列表。
• Marker（在 CLI 中：--marker，或者在 Python 中：marker） – UTF-8 字符串。
由之前的 Events 请求提供的可选分页标记。如果指定此参数，则响应仅包含标记之外的记录，最大数量
为 MaxRecords 指定的值。

DescribeEventCategories（操作）
此 API 的亚马逊 CLI 名称为：describe-event-categories，Python 的名字
是：describe_event_categories.
显示所有事件源类型的类别列表；或如果指定，则显示指定源类型的类别列表。
请求
• Filters（在 CLI 中：--filters，或者在 Python 中：filters） — 数组筛选条件 (p. 970)过滤对象。
当前不支持此参数。
• SourceType（在 CLI 中：--source-type，或者在 Python 中：source_type） – UTF-8 字符串。
生成事件的源的类型。
有效值：db-instance | db-parameter-group | db-security-group | db-snapshot
响应
• EventCategoriesMapList（在 CLI 中：--event-categories-map-list，或者在 Python
中：event_categories_map_list） — 数组EventCategoriesMap (p. 947)EventCategoriesMap
ventCategory 对象。
EventCategoriesMap 数据类型的列表。

其他 Neptune API
结构：
• CloudwatchLogsExportConfiguration （结构） (p. 960)
• DBEngineVersion （结构） (p. 960)
• EngineDefaults （结构） (p. 961)
• PendingMaintenanceAction （结构） (p. 961)
• PendingModifiedValues （结构） (p. 962)
• PendingCloudwatchLogsExports （结构） (p. 963)
• ResourcePendingMaintenanceActions （结构） (p. 963)
• UpgradeTarget （结构） (p. 963)
• Tag（结构） (p. 964)
操作:
• AddTagsToResource （动作） (p. 964)
API 版本 2020-12-18
959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CloudwatchLogsExportConfiguration

• ListTagsForResource （动作） (p. 964)
• RemoveTagsFromResource （动作） (p. 965)
• ApplyPendingMaintenanceAction （动作） (p. 966)
• DescribePendingMaintenanceActions （动作） (p. 966)
• describedBEngineVersions （动作） (p. 967)

CloudwatchLogsExportConfiguration （结构）
要启用日志类型的配置设置，以便导出到。 CloudWatch 特定数据库实例或数据库集群的日志。
这些区域有：EnableLogTypes和DisableLogTypes数组确定要导出（或不导出）到哪些日志（或不导
出） CloudWatch日志。

字段
• DisableLogTypes – UTF-8 字符串数组。
要禁用的日志类型列表。
• EnableLogTypes – UTF-8 字符串数组。
要启用的日志类型的列表。

DBEngineVersion （结构）
此数据类型用作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dBEngineVersions” (p. 967) 操作中的响应元素。

字段
• DBEngineDescription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引擎的描述。
• DBEngineVersionDescription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引擎版本的描述。
• DBParameterGroupFamily – UTF-8 字符串。
要用于数据库引擎的数据库参数组系列的名称。
• Engine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引擎的名称。
• EngineVersion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引擎的版本号。
• ExportableLogTypes – UTF-8 字符串数组。
数据库引擎可用于导出到的日志的类型。 CloudWatch日志。
• SupportedTimezones— 数组 — 数组 — 数组时区 (p. 971)时区对象。
用于 CreateDBInstance 操作的 Timezone 参数且受此引擎支持的时区列表。
• SupportsGlobalDatabases – 布尔值。
一个值，指示是否可以使用具有特定数据库引擎版本的 Aurora 全局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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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portsLogExportsToCloudwatchLogs – 布尔值。
一个值，指示引擎版本是否支持导出由指定的日志类型导出由指定的日志类型， ExportableLogTypes 到
CloudWatch 日志。
• SupportsReadReplica – 布尔值。
指示数据库引擎版本是否支持只读副本。
• ValidUpgradeTarget – UpgradeTarget (p. 963) UpgradeTarget 对象的数组。
此数据库引擎版本可以升级到的引擎版本列表。

EngineDefaults （结构）
包含 the section called “DescribeEngineDefaultParameters” (p. 914) 操作的成功调用的结果。

字段
• DBParameterGroupFamily – UTF-8 字符串。
指定引擎默认参数应用到的数据库参数组系列的名称。
• Marker – UTF-8 字符串。
由之前提供的可选分页标记， EngineDefaults 请求. 如果指定此参数，则响应仅包含标记之外的记录，最
大数量为 MaxRecords 指定的值。
• Parameters— 数组 — 数组 — 数组参数 (p. 899)参数对象。
包含引擎默认参数的列表。
EngineDefaults 用作下列对象的响应元素：
• DescribeEngineDefaultParameters (p. 914)
• DescribeEngineDefaultClusterParameters (p. 915)

PendingMaintenanceAction （结构）
提供有关资源的待处理维护操作的信息。

字段
• Action – UTF-8 字符串。
可用于资源的待处理维护操作的类型。
• AutoAppliedAfterDate – 时间戳。
应用操作时维护时段的日期。维护操作在此日期之后的第一个维护时段期间应用于资源。如果指定了此日
期，则忽略任何 next-maintenance 加入请求。
• CurrentApplyDate – 时间戳。
待处理维护操作应用于资源的生效日期。此日期考虑了从 the section called
“ApplyPendingMaintenanceAction” (p. 966) API、AutoAppliedAfterDate 和 ForcedApplyDate
收到的加入请求。如果未收到加入请求且未将任何内容指定为 AutoAppliedAfterDate 或
ForcedApplyDate，则此值为空。
• Description – UTF-8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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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关维护操作的更多详细信息的描述。
• ForcedApplyDate – 时间戳。
自动应用维护操作时的日期。无论资源的维护时段如何，维护操作都将在此日期应用于资源。如果指定了
此日期，则忽略任何 immediate 加入请求。
• OptInStatus – UTF-8 字符串。
指示已为资源接收的加入请求的类型。

PendingModifiedValues （结构）
此数据类型用作 the section called “ModifyDBInstance” (p. 883) 操作中的响应元素。

字段
• AllocatedStorage – 数字 (integer)。
包含将要应用或当前正在应用的数据库实例的新 AllocatedStorage 大小。
• BackupRetentionPeriod – 数字 (integer)。
指定保留自动备份的挂起天数。
• CACertificate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指定数据库实例的 CA 证书的标识符。
• DBInstanceClass – UTF-8 字符串。
包含将要应用或当前正在应用的数据库实例的新 DBInstanceClass。
• DBInstance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包含将要应用或当前正在应用的数据库实例的新 DBInstanceIdentifier。
• DBSubnetGroupName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实例的新数据库子网组。
• EngineVersion – UTF-8 字符串。
指示数据库引擎版本。
• Iops – 数字 (integer)。
指定将应用或当前正在应用的数据库实例的新预配置 IOPS 值。
• MultiAZ – 布尔值。
指示单可用区数据库实例将更改为多可用区部署。
• PendingCloudwatchLogsExports – 一个 PendingCloudwatchLogsExports (p. 963) 对象。
该PendingCloudwatchLogsExports结构指定待处理的更改 CloudWatch 已启用和禁用哪些日志，哪
些是禁用的。
• Port – 数字 (integer)。
指定数据库实例的挂起端口。
• StorageType – UTF-8 字符串。
指定要与数据库实例关联的存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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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dingCloudwatchLogsExports （结构）
其配置仍处于待处理状态的日志类型的列表。换句话说，这些日志类型正处于激活或停用过程中。

字段
• LogTypesToDisable – UTF-8 字符串数组。
处于启用过程中的日志类型。启用之后，这些日志类型会导出到。 CloudWatch 日志。
• LogTypesToEnable – UTF-8 字符串数组。
处于停用过程中的日志类型。停用之后，这些日志类型不会导出到。 CloudWatch 日志。

ResourcePendingMaintenanceActions （结构）
描述资源的待处理维护操作。

字段
• PendingMaintenanceActionDetails – PendingMaintenanceAction (p. 961) PendingMaintenanceAction
对象的数组。
一个列表，提供有关资源的待处理维护操作的详细信息。
• Resource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具有待处理维护操作的资源的 ARN。
ResourcePendingMaintenanceActions 用作下列对象的响应元素：
• ApplyPendingMaintenanceAction (p. 966)

UpgradeTarget （结构）
数据库实例可以升级到的数据库引擎的版本。

字段
• AutoUpgrade – 布尔值。
一个值，指示目标版本是否应用于目标版本是否应用于目标版本是否应用于目标版本是否应用于任何源数
据库实例。 AutoMinorVersionUpgrade 将设置为 true。
• Description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实例可以升级到的数据库引擎的版本。
• Engine – UTF-8 字符串。
升级目标数据库引擎的名称。
• EngineVersion – UTF-8 字符串。
升级目标数据库引擎的版本号。
• IsMajorVersionUpgrade – 布尔值。
一个值，用于指示数据库引擎是否已升级到主要版本。
• SupportsGlobalDatabases – 布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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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值，指示是否可以在目标引擎版本中使用 Neptune 全局数据库。

Tag（结构）
分配给包含键值对的 Amazon Neptune 资源的元数据。

字段
• Key – UTF-8 字符串。
密钥是标签必需的名称。该字符串值的长度可以在 1 到 128 个 Unicode 字符之间，并且不能带有前
缀。aws:要么rds:. 该字符串只能包含 Unicode 字母、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
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 . ',' '' '.
• Value – UTF-8 字符串。
值是标签的可选内容。该字符串值的长度可以在 1 到 256 个 Unicode 字符之间，并且不能带有前
缀。aws:要么rds:. 该字符串只能包含 Unicode 字母、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
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 . ',' '' '.

AddTagsToResource （动作）
此 API 的 Amazon 的 Amazon 的 Azon 的 Aadd-tags-to-resource，而 Python 的名字
是：add_tags_to_resource.
向 Amazon Neptune 资源中添加元数据标签。这些标签还可以与成本分配报告一起使用，以跟踪与 Amazon
Neptune 资源相关的成本，或者在 Amazon Neptune 的 IAM 策略中的条件语句内使用。
请求
• ResourceName（在 CLI 中：--resource-name，或者在 Python 中：resource_name） –必
需：UTF-8 字符串。
将标签添加到的 Amazon Neptune 资源。此值是 Amazon 资源名称 (ARN)。有关创建 ARN 的信息，请参
阅构造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Tags（在 CLI 中：--tags，或者在 Python 中：tags） –必需：数组标签 (p. 964)标记对象。
要分配给 Amazon Neptune 资源的标签。

响应
• 无响应参数。

错误
• DBInstanceNotFoundFault (p. 976)
• DBSnapshotNotFoundFault (p. 978)
• DBClusterNotFoundFault (p. 974)

ListTagsForResource （动作）
此 API 的 Amazon 的 Amazon 的 Azon 的 Alist-tags-for-resource，而 Python 的名字
是：list_tags_for_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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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 Amazon Neptune 资源上的所有标签。
请求
• Filters（在 CLI 中：--filters，或者在 Python 中：filters） — 数组 — 数组 — 数组筛选条
件 (p. 970)筛选对象。
当前不支持此参数。
• ResourceName（在 CLI 中：--resource-name，或者在 Python 中：resource_name） –必
需：UTF-8 字符串。
带有要列出的标签的 Amazon Neptune 资源。此值是 Amazon 资源名称 (ARN)。有关创建 ARN 的信息，
请参阅构造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响应
• TagList（在 CLI 中：--tag-list，或者在 Python 中：tag_list） — 数组 — 数组 — 数组标
签 (p. 964)标记对象。
由返回的标签列表。 ListTagsForResource operation.

错误
• DBInstanceNotFoundFault (p. 976)
• DBSnapshotNotFoundFault (p. 978)
• DBClusterNotFoundFault (p. 974)

RemoveTagsFromResource （动作）
此 API 的 Amazon 的 Amazon 的 Azon 的 Aremove-tags-from-resource，而 Python 的名字
是：remove_tags_from_resource.
从 Amazon Neptune 资源中删除元数据标签。
请求
• ResourceName（在 CLI 中：--resource-name，或者在 Python 中：resource_name） –必
需：UTF-8 字符串。
从其中删除标签的 Amazon Neptune 资源。此值是 Amazon 资源名称 (ARN)。有关创建 ARN 的信息，请
参阅构造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 TagKeys（在 CLI 中：--tag-keys，或者在 Python 中：tag_keys） –必需：UTF-8 字符串数组。
要删除的标签的标签键（名称）。

响应
• 无响应参数。

错误
• DBInstanceNotFoundFault (p. 976)
• DBSnapshotNotFoundFault (p.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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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ClusterNotFoundFault (p. 974)

ApplyPendingMaintenanceAction （动作）
此 API 的 Amazon 的 Amazon 的 Azon 的 Aapply-pending-maintenance-action，而 Python 的
名字是：apply_pending_maintenance_action.
将待处理的维护操作应用于资源（例如，应用于数据库实例）。
请求
• ApplyAction（在 CLI 中：--apply-action，或者在 Python 中：apply_action） –必需：UTF-8 字符
串。
应用于此资源的待处理的维护操作。
有效值：system-update，db-upgrade
• OptInType（在 CLI 中：--opt-in-type，或者在 Python 中：opt_in_type） –必需：UTF-8 字符
串。
用于指定加入请求类型或撤消加入请求的值。不能撤消 immediate 类型的加入请求。
有效值：
• immediate - 立即应用维护操作。
• next-maintenance - 在资源的下一个维护时段内应用维护操作。
• undo-opt-in - 取消任何现有的 next-maintenance 加入请求。
• ResourceIdentifier（在 CLI 中：--resource-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resource_identifier） –必需：UTF-8 字符串。
待处理的维护操作应用于的资源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有关创建 ARN 的信息，请参阅构造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响应
描述资源的待处理维护操作。
• PendingMaintenanceActionDetails（在 CLI 中：--pending-maintenance-action-details，
或者在 Python 中：pending_maintenance_action_details） — 数组 — 数组 — 数
组PendingMaintenanceAction (p. 961) PendingMaintenanceAction 对象。
一个列表，提供有关资源的待处理维护操作的详细信息。
• ResourceIdentifier（在 CLI 中：--resource-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resource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具有待处理维护操作的资源的 ARN。

错误
• ResourceNotFoundFault (p. 987)

DescribePendingMaintenanceActions （动作）
此 API 的 Amazon 的 Amazon 的 Azon 的 Adescribe-pending-maintenance-actions，而
Python 的名字是：describe_pending_maintenance_actions.
API 版本 2020-12-18
966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describedBEngineVersions

返回至少具有一个待处理的维护操作的资源（例如，数据库实例）的列表。
请求
• Filters（在 CLI 中：--filters，或者在 Python 中：filters） — 数组 — 数组 — 数组筛选条
件 (p. 970)筛选对象。
一个筛选条件，用于指定一个或多个资源以返回其待处理的维护操作。
支持的筛选条件：
• db-cluster-id - 接受数据库集群标识符和数据库集群 Amazon 资源名称 (ARN)。结果列表将仅包括
由这些 ARN 标识的数据库集群的待处理维护操作。
• db-instance-id - 接受数据库实例标识符和数据库实例 ARN。结果列表将仅包括由这些 ARN 标识的
数据库实例的待处理维护操作。
• Marker（在 CLI 中：--marker，或者在 Python 中：marker） – UTF-8 字符串。
由之前的 DescribePendingMaintenanceActions 请求提供的可选分页标记。如果指定此参数，则响
应仅包含标记之外的记录，最大数为 MaxRecords 指定的记录数。
• MaxRecords（在 CLI 中：--max-records，或者在 Python 中：max_records） – 数字 (integer)。
包括在响应中的最大记录数。如果存在的记录数超过了指定的MaxRecords 值，则在响应中包含称为标记
的分页记号，以便检索剩余的结果。
默认值：100
约束：最低为 100，最高为 100，最高为 100。
• ResourceIdentifier（在 CLI 中：--resource-identifier，或者在 Python
中：resource_identifier） – UTF-8 字符串。
用于返回其待处理维护操作的资源的 ARN。
响应
• Marker（在 CLI 中：--marker，或者在 Python 中：marker） – UTF-8 字符串。
由之前的 DescribePendingMaintenanceActions 请求提供的可选分页标记。如果指定此参数，则响
应仅包含标记之外的记录，最大数为 MaxRecords 指定的记录数。
• PendingMaintenanceActions（在 CLI 中：--pending-maintenance-actions，
或者在 Python 中：pending_maintenance_actions） — 数组 — 数组 — 数
组ResourcePendingMaintenanceActions (p. 963) ResourcePendingMaintenanceActions 对象。
资源的待处理维护操作的列表。

错误
• ResourceNotFoundFault (p. 987)

describedBEngineVersions （动作）
此 API 的 Amazon 的 Amazon 的 Azon 的 Adescribe-db-engine-versions，而 Python 的名字
是：describe_db_engine_versions.
返回可用数据库引擎的列表。
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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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ParameterGroupFamily（在 CLI 中：--db-parameter-group-family，或者在 Python
中：db_parameter_group_family） – UTF-8 字符串。
要返回其详细信息的特定数据库参数组系列的名称。
约束：
• 如果提供，则必须匹配现有 DB。ParameterGroupFamily.
• DefaultOnly（在 CLI 中：--default-only，或者在 Python 中：default_only） – Boolean.
指示仅返回指定引擎的默认版本还是返回引擎与主要版本的组合。
• Engine（在 CLI 中：--engine，或者在 Python 中：engine） – UTF-8 字符串。
要返回的数据库引擎。
• EngineVersion（在 CLI 中：--engine-version，或者在 Python 中：engine_version） – UTF-8 字
符串。
要返回的数据库引擎版本。
示例：5.1.49
• Filters（在 CLI 中：--filters，或者在 Python 中：filters） — 数组 — 数组 — 数组筛选条
件 (p. 970)筛选对象。
当前不支持。
• ListSupportedCharacterSets（在 CLI 中：--list-supported-character-sets，或者在 Python
中：list_supported_character_sets） – Boolean.
如果指定了此参数且请求的引擎支持 CreateDBInstance 的 CharacterSetName 参数，则响应包括每
个引擎版本支持的字符集列表。
• ListSupportedTimezones（在 CLI 中：--list-supported-timezones，或者在 Python
中：list_supported_timezones） – Boolean.
如果指定了此参数且请求的引擎支持 CreateDBInstance 的 TimeZone 参数，则响应包括每个引擎版本
支持的时区列表。
• Marker（在 CLI 中：--marker，或者在 Python 中：marker） – UTF-8 字符串。
由之前的请求提供的可选分页标记。如果指定此参数，则响应仅包含标记之外的记录，最大数量为
MaxRecords 指定的值。
• MaxRecords（在 CLI 中：--max-records，或者在 Python 中：max_records） – 数字 (integer)。
包括在响应中的最大记录数。如果允许超过 MaxRecords 值，则在响应中包含称为标记的分页记号，以便
检索以下结果。
默认值：100
约束：最低为 100，最高为 100，最高为 100。
响应
• DBEngineVersions（在 CLI 中：--db-engine-versions，或者在 Python
中：db_engine_versions） — 数组 — 数组 — 数组DBEngineVersion (p. 960)DBEngineVersion 对
象。
DBEngineVersion 元素的列表。
• Marker（在 CLI 中：--marker，或者在 Python 中：marker） – UTF-8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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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之前的请求提供的可选分页标记。如果指定此参数，则响应仅包含标记之外的记录，最大数量为
MaxRecords 指定的值。

常见的 Neptune 数据类型
结构：
• AvailabilityZone（结构） (p. 969)
• DBSecurityGroupMembership（结构） (p. 969)
• DomainMembership（结构） (p. 969)
• DoubleRange（结构） (p. 970)
• Endpoint（结构） (p. 970)
• Filter（结构） (p. 970)
• Range（结构） (p. 971)
• Timezone（结构） (p. 971)
• VpcSecurityGroupMembership（结构） (p. 971)

AvailabilityZone（结构）
指定可用区。

字段
• Name – UTF-8 字符串。
可用区的名称。

DBSecurityGroupMembership（结构）
指定所指定数据库安全组中的成员资格。

字段
• DBSecurityGroupName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安全组的名称。
• Status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安全组的状态。

DomainMembership（结构）
与数据库实例关联的 Active Directory 域成员资格记录。

字段
• Domain – UTF-8 字符串。
Active Directory 域的标识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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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QDN – UTF-8 字符串。
Active Directory 域的完全限定域名。
• IAMRoleName – UTF-8 字符串。
在对 Directory Service 进行 API 调用时要使用的 IAM 角色的名称。
• Status – UTF-8 字符串。
数据库实例的 Active Directory 域成员资格的状态，例如已加入、待加入、失败等。

DoubleRange（结构）
双精度值的范围。

字段
• From – 数字 (double)。
范围中的最小值。
• To – 数字 (double)。
范围中的最大值。

Endpoint（结构）
指定连接终端节点。
有关代表 Amazon Neptune 数据库集群终端节点的数据结构，请参阅DBClusterEndpoint.

字段
• Address – UTF-8 字符串。
指定数据库实例的 DNS 地址。
• HostedZoneId – UTF-8 字符串。
指定在您创建托管区域时 Amazon Route 53 分配的 ID。
• Port – 数字 (integer)。
指定数据库引擎侦听的端口。

Filter（结构）
当前不支持此类型。

字段
• Name–必需 UTF-8 字符串。
当前不支持此参数。
• Values–必需 Value — UTF-8 字符串数组。
当前不支持此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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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ge（结构）
整数值的范围。

字段
• From – 数字 (integer)。
范围中的最小值。
• Step – 数字 (integer)。
范围的步长值。例如，如果您的范围为 5,000 到 10,000，步长值为 1,000，则有效值从 5,000
开始，每次增加 1,000。尽管 7,500 位于该范围内，但它不是该范围的有效值。有效值为
5,000、6,000、7,000、8,000...
• To – 数字 (integer)。
范围中的最大值。

Timezone（结构）
与 the section called “DBInstance” (p. 865) 关联的时区。

字段
• TimezoneName – UTF-8 字符串。
时区的名称。

VpcSecurityGroupMembership（结构）
此数据类型用作 VPC 安全组成员资格查询的响应元素。

字段
• Status – UTF-8 字符串。
VPC 安全组的状态。
• VpcSecurityGroupId – UTF-8 字符串。
VPC 安全组的名称。

个别 API 特定的 Neptune 例外
例外：
• AuthorizationAlreadyExistsFault （结构） (p. 973)
• AuthorizationNotFoundFault （结构） (p. 973)
• AuthorizationQuotaExceededFault （结构） (p. 974)
• CertificateNotFoundFault （结构） (p. 974)
• DBClusterAlreadyExistsFault （结构） (p. 974)
• DBClusterNotFoundFault （结构） (p. 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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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ClusterParameterGroupNotFoundFault （结构） (p. 974)
• DBClusterQuotaExceededFault （结构） (p. 975)
• DBClusterRoleAlreadyExistsFault （结构） (p. 975)
• DBClusterRoleNotFoundFault （结构） (p. 975)
• DBClusterRoleQuotaExceededFault （结构） (p. 975)
• DBClusterSnapshotAlreadyExistsFault （结构） (p. 976)
• DBClusterSnapshotNotFoundFault （结构） (p. 976)
• DBInstanceAlreadyExistsFault （结构） (p. 976)
• DBInstanceNotFoundFault （结构） (p. 976)
• DBLogFileNotFoundFault （结构） (p. 976)
• DBParameterGroupAlreadyExistsFault （结构） (p. 977)
• DBParameterGroupNotFoundFault （结构） (p. 977)
• DBParameterGroupQuotaExceededFault （结构） (p. 977)
• DBSecurityGroupAlreadyExistsFault （结构） (p. 977)
• DBSecurityGroupNotFoundFault （结构） (p. 978)
• DBSecurityGroupNotSupportedFault （结构） (p. 978)
• DBSecurityGroupQuotaExceededFault （结构） (p. 978)
• DBSnapshotAlreadyExistsFault （结构） (p. 978)
• DBSnapshotNotFoundFault （结构） (p. 978)
• DBSubnetGroupAlreadyExistsFault （结构） (p. 979)
• DBSubnetGroupDoesNotCoverEnough可用区（结构） (p. 979)
• DBSubnetGroupNotAllowedFault （结构） (p. 979)
• DBSubnetGroupNotFoundFault （结构） (p. 979)
• DBSubnetGroupQuotaExceededFault （结构） (p. 980)
• DBSubnetQuotaExceededFault （结构） (p. 980)
• DBUpgradeDependencyFailureFault （结构） (p. 980)
• DomainNotFoundFault （结构） (p. 980)
• EventSubscriptionQuotaExceededFault （结构） (p. 980)
• GlobalClusterAlreadyExistsFault （结构） (p. 981)
• GlobalClusterNotFoundFault （结构） (p. 981)
• GlobalClusterQuotaExceededFault （结构） (p. 981)
• InstanceQuotaExceededFault （结构） (p. 981)
• 不足 DBClusterCapacityFault （结构） (p. 982)
• 不足 DBInstanceCapacityFault （结构） (p. 982)
• InsufficientStorageClusterCapacityFault （结构） (p. 982)
• 无效数据库ClusterEndpointStateFault （结构） (p. 982)
• 无效数据库ClusterSnapshotStateFault （结构） (p. 982)
• 无效数据库ClusterStateFault （结构） (p. 983)
• 无效数据库InstanceStateFault （结构） (p. 983)
• 无效数据库ParameterGroupStateFault （结构） (p. 983)
• 无效数据库SecurityGroupStateFault （结构） (p. 983)
• 无效数据库SnapshotStateFault （结构） (p. 984)
• 无效数据库SubnetGroupFault （结构） (p. 984)
• 无效数据库SubnetGroupStateFault （结构） (p. 984)
• 无效数据库SubnetStateFault （结构） (p. 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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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alidEventSubscriptionStateFault （结构） (p. 984)
• InvalidGlobalClusterStateFault （结构） (p. 985)
• InvalidOptionGroupStateFault （结构） (p. 985)
• InvalidRestoreFault （结构） (p. 985)
• InvalidSubnet （结构） (p. 985)
• VPC 无效NetworkStateFault （结构） (p. 986)
• 自杀KeyNotAccessibleFault （结构） (p. 986)
• OptionGroupNotFoundFault （结构） (p. 986)
• PointInTimeRestoreNotEnabledFault （结构） (p. 986)
• ProvisionedIopsNotAvailableInAzFault（结构） (p. 986)
• ResourceNotFoundFault （结构） (p. 987)
• SNSInvalidTopicFault （结构） (p. 987)
• SNSNoAuthorizationFault （结构） (p. 987)
• SNSTopicArnNotFoundFault （结构） (p. 987)
• SharedSnapshotQuotaExceededFault （结构） (p. 988)
• SnapshotQuotaExceededFault （结构） (p. 988)
• SourceNotFoundFault （结构） (p. 988)
• StorageQuotaExceededFault （结构） (p. 988)
• StorageTypeNotSupportedFault （结构） (p. 988)
• SubnetAlreadyInUse （结构） (p. 989)
• SubscriptionAlreadyExistFault （结构） (p. 989)
• SubscriptionCategoryNotFoundFault （结构） (p. 989)
• SubscriptionNotFoundFault （结构） (p. 989)

AuthorizationAlreadyExists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已指定的 CIDRIP 或 EC2 安全组已获得指定的数据库安全组的授权。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AuthorizationNotFound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4
已指定的 CIDRIP 或 EC2 安全组未获得指定的数据库安全组的授权。
Neptune 也可能无法通过 IAM 获得代表您执行必要操作的授权。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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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zationQuotaExceeded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已达到数据库安全组授权配额。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CertificateNotFound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4
CertificateIdentifier不引用现有证书。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DBClusterAlreadyExists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用户已拥有具有给定标识符的数据库集群。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DBClusterNotFound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4
DBClusterIdentifier不引用现有数据库集群。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DBClusterParameterGroupNotFound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4
DBClusterParameterGroupName不引用现有数据库集群参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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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DBClusterQuotaExceeded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3。
用户尝试创建新的数据库集群，并且用户已达到允许的最大数据库集群配额。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DBClusterRoleAlreadyExists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指定的 IAM 角色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已与指定的数据库集群关联。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DBClusterRoleNotFound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4。
指定的 IAM 角色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未与指定的数据库集群关联。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DBClusterRoleQuotaExceeded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您已超过可与指定数据库集群关联的最大 IAM 角色数。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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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ClusterSnapshotAlreadyExists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用户已拥有具有给定标识符的数据库集群快照。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DBClusterSnapshotNotFound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4。
DBClusterSnapshotIdentifier不引用现有数据库集群快照。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DBInstanceAlreadyExists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用户已拥有具有给定标识符的数据库实例。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DBInstanceNotFound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4。
DBInstanceIdentifier不引用现有数据库实例。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DBLogFileNotFound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4。
LogFileName不引用现有数据库日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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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DBParameterGroupAlreadyExists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存在同名的数据库参数组。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DBParameterGroupNotFound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4。
DBParameterGroupName不引用现有数据库参数组。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DBParameterGroupQuotaExceeded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请求将导致用户超过允许的数据库参数组数。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DBSecurityGroupAlreadyExists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在中指定名称的数据库安全组DBSecurityGroupName已存在。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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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SecurityGroupNotFound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4
DBSecurityGroupName不引用现有数据库安全组。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DBSecurityGroupNotSupported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此操作不允许使用数据库安全组。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DBSecurityGroupQuotaExceeded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请求将导致用户超过允许的数据库安全组数。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DBSnapshotAlreadyExists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DBSnapshotIdentifier已被现有快照使用。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DBSnapshotNotFound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4
DBSnapshotIdentifier不引用现有数据库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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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DBSubnetGroupAlreadyExists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DBSubnetGroupName已被现有数据库子网组使用。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DBSubnetGroupDoesNotCoverEnough可用区（结
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除非只有一个可用区，否则数据库子网组中的子网应至少包含两个可用区。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DBSubnetGroupNotAllowed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表示数据库SubnetGroup 在创建与源实例位于同一区域中的只读副本时，不应指定。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DBSubnetGroupNotFound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4
DBSubnetGroupName不引用现有数据库子网组。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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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SubnetGroupQuotaExceeded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请求将导致用户超过允许的数据库子网组数。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DBSubnetQuotaExceeded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请求将导致用户超过数据库子网组中允许的子网数。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DBUpgradeDependencyFailure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数据库升级失败，因为无法修改数据库所依赖的资源。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DomainNotFound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4
域 不引用现有的 Active Directory 域。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EventSubscriptionQuotaExceeded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您已超过可订阅的事件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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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GlobalClusterAlreadyExists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这些区域有：GlobalClusterIdentifier已存在。选择新的全局数据库标识符（唯一名称）以创建新的
全局数据库集群。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GlobalClusterNotFound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4
这些区域有：GlobalClusterIdentifier不引用现有的全局数据库集群。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GlobalClusterQuotaExceeded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此账户的全局数据库群集数已达到允许的最大值。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InstanceQuotaExceeded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请求将导致用户超过允许的数据库实例数。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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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 DBClusterCapacity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4
数据库集群没有足够的容量用于当前操作。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不足 DBInstanceCapacity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指定的数据库实例类在指定的可用区中不可用。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InsufficientStorageClusterCapacity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当前操作没有足够的可用存储空间。通过更新子网组来使用具有更多可用存储空间的不同可用区，可以解决
此错误。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无效数据库ClusterEndpointState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当终端节点处于此状态时，无法在终端上执行请求的操作。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无效数据库ClusterSnapshotState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提供的值不是有效的数据库集群快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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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无效数据库ClusterState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数据库集群未处于有效状态。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无效数据库InstanceState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指定的数据库实例未处于可用 状态。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无效数据库ParameterGroupState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数据库参数组正在使用或处于无效状态。如果您尝试删除参数组，则在参数组处于此状态时无法将其删除。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无效数据库SecurityGroupState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数据库安全组的状态不允许执行删除。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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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数据库SnapshotState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数据库快照的状态不允许执行删除。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无效数据库SubnetGroup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表示数据库SubnetGroup 不属于同一 VPC。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无效数据库SubnetGroupState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无法删除数据库子网组，因为它正在使用中。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无效数据库SubnetState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数据库子网未处于可用 状态。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InvalidEventSubscriptionState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事件订阅处于无效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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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InvalidGlobalClusterState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全局集群处于无效状态，无法执行请求的操作。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InvalidOptionGroupState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选项组未处于可用 状态。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InvalidRestore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无法从 vpc 备份还原到非 vpc 数据库实例。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InvalidSubne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请求的子网无效，或者请求的多个子网并非全部位于同一个常见 VPC 中。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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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C 无效NetworkState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由于用户的更改，数据库子网组在创建后并不会覆盖所有可用区。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自杀KeyNotAccessible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访问 KMS 密钥时出错。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OptionGroupNotFound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4
无法找到指定的选项组。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PointInTimeRestoreNotEnabled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SourceDBInstanceIdentifier引用具有BackupRetentionPeriod等于 0。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ProvisionedIopsNotAvailableInAzFault（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预配置 IOPS 在指定的可用区中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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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ResourceNotFound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4
找不到指定的资源 ID。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SNSInvalidTopic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SNS 主题无效。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SNSNoAuthorization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没有 SNS 授权。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SNSTopicArnNotFound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4
找不到 SNS 主题的 ARN。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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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dSnapshotQuotaExceeded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您已超过您可与其共享手动数据库快照的最大账户数。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SnapshotQuotaExceeded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请求将导致用户超过允许的数据库快照数。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SourceNotFound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4
找不到源。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StorageQuotaExceeded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请求将导致用户超过所有数据库实例中可用的允许存储量。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StorageTypeNotSupported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StorageType指定的无法与数据库实例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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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SubnetAlreadyInUse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数据库子网已在可用区中使用。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SubscriptionAlreadyExist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0
此订阅已存在。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SubscriptionCategoryNotFound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4
找不到指定的订阅类别。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SubscriptionNotFoundFault （结构）
返回的 HTTP 状态代码：404
找不到指定的订阅。

字段
• message – UTF-8 字符串。
描述问题详细信息的消息。
API 版本 2020-12-18
989

Amazon Neptune 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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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