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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门

从零开始上手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9 17:30:33

流计算 Oceanus 是位于云端的流式数据汇聚、计算服务，提供全托管的云上服务，您无须关注基础设施的运维，便能便捷对接云上

数据源，获得完善的配套支持。

通过阅读本文，您将可以零基础上手流计算 Oceanus。

登录  流计算 Oceanus 控制台 。

选择控制台左侧菜单栏 计算资源 ，在页面左上角选择地域，然后单击新建集群。创建独享集群，详情可参见 创建独享集群 。 

创建成功独享集群后，单击操作中的关联空间，可以将集群关联到某一工作空间，关联后该工作空间可以使用这一集群的计算资源来

运行作业。

选择控制台左侧菜单栏 工作空间 。单击进入空间。

进入空间后，单击控制台左侧菜单栏 作业管理 ，选择新建作业所在集群的地域，然后单击新建，单击新建作业。 

步骤1 登录控制台

步骤2 新建集群

步骤3 新建作业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oceanus/cluster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oceanus/cluste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49/48298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oceanus/workspac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oceanus/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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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所需创建的作业，填写作业名称，选择运行集群，以上内容填写完成后，单击确定。

后续操作

流计算 Oceanus 可创建四种类型的作业，详情可参见 创建 SQL 作业 、 创建 JAR 作业 、 创建 Python 作业 、 创建 ETL 作

业 。

作业创建成功后，可查看 作业类型  和 作业信息 ，以及支持的 作业操作 。

作业创建完成后，即可进行作业开发，更多内容可参见 作业开发 。

如果遇到权限问题或需要对子账户进行权限控制，可以查看文档 权限管理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49/4830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49/4830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49/8198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49/5785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49/5942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49/4828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49/4828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49/5941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49/7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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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独享集群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9 17:30:33

1. 已创建腾讯云账号，创建账号可参考 注册腾讯云 。

2. 若使用子账号登录，需要获得用户帐户的访问授权，详情请参见 CAM 访问管理  和 流计算服务委托授权 。

登录 流计算 Oceanus 控制台 ，在计算资源中单击新建集群。集群信息与配置填写完成后，单击立即购买后将跳转至订单确认页，

支付完成后即成功创建集群。集群列表将出现新购的集群信息，集群状态为初始化中，初始化完成后集群状态将变为运行中，用户即

可在运行中的集群上创建流计算作业。

前提条件

操作步骤

选择地域与可用区，购买的集群需和在流计算用到的其他资源（如消息队列或云数据库等）在同一地域和可用区。

设置集群名称和集群描述，便于识别集群用途。

选择所需的计算 CU 数，最低12个 CU 起购，单个集群每次最多可购买300个 CU，若有更多需要可通过 售后在线支持  申请。

选择 VPC 与子网。请注意此处需选择您在流计算中需要用到的其他资源如消息队列或云数据库所在的 VPC，流计算独享集群将

在该 VPC 子网下申请弹性网卡并占用一定的 IP 数量，所选的子网的可用 IP 数量需至少大于购买的计算 CU 数。

选择 COS 存储桶。流计算独享集群使用对象存储 COS 来保存作业的 checkpoint、jar 包等数据。如本地域无可用存储桶，可

在 对象存储控制台  新建。使用 COS 可能产生一定费用，详情可查看 对象存储 > 计费概述 。

设置用户访问作业的 Flink UI 的密码，用户名默认为“admin”无需设置。

可为集群打上标签，标签用于从不同维度对资源分类管理，如需了解更多，可查看 标签 。

可勾选自动续费，避免集群到期后被隔离停服，影响服务。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798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49/3862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49/38290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oceanus
https://cloud.tencent.com/online-service?from=connect-us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os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1687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51/1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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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为了最大化利用底层机器资源，推荐购买6的倍数CU。

出于底层机器性能考虑，单个集群建议最大值为800个CU

内核版本

新建集群目前仅支持提交 Flink-1.13, Flink-1.14，Flink-1.16 版本任务，可以 提交工单  申请支持 Flink-1.11 版本任务。

存量集群当前只能提交已有的 Flink 版本任务，可以 提交工单  申请升级。

Flink-1.13，Flink-1.14，Flink-1.16 版本任务默认采用 Application Mode 部署。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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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SQL 作业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02 12:08:58

流计算作业 SQL 作业需运行于流计算独享集群，若还没有集群，请参考 创建独享集群 。

登录 流计算 Oceanus 控制台 ，进入某一工作空间后，单击左侧导航作业管理，进入作业管理页面，单击新建作业，作业类型选中 

SQL 作业，输入作业名称，并选择一个运行中的集群，新建的 SQL 作业将运行于此集群，单击确定后，即成功创建作业。  

选择作业管理中刚新建的作业，单击开发调试。在未授权时，弹出访问授权对话框如下，单击前往授权，授权流计算作业访问您的消

息队列或云数据库等资源。此授权的详细说明参见 流计算服务委托授权 。 

授权完成后，可在开发调试的代码编辑框中输入 SQL 语句，可无需另外准备数据快速创建作业。示例语句具体执行的内容如下：

前提条件

步骤1：创建 SQL 作业

步骤2：流计算服务委托授权

步骤3：编写 SQL 语句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49/48298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oceanu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49/3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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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内置 Connector “datagen” 创建数据源表 Data_Input，包含字段 age（BIGINT 型）、score（BIGINT 型）。

datagen 是位于集群本地的数据源，可以不断生成随机数据。

2. 使用内置 Connector “blackhole” 创建数据结果表 Data_Output，包含字段 avg_age（BIGINT 型）、avg_score

（BIGINT 型）。blackhole 是位于集群本地的数据目的，可以不断接收数据。

3. 将 Data_Intput 中的 age 和 score 取平均数之后存储于 Data_Output。

若要使用其他数据源或数据目的的 Connector，如 Ckafka 或 Elasticsearch，可参考 上下游开发指南 ，并自行准备数据。

在作业参数中设置 Checkpoint 和算子默认并行度等参数的值，使用其他上下游数据则需选择相应的内置 Connector。

CREATE TABLE `Data_Input`  --步骤 1 ：创建数据源表（Source） Data_Input

    age BIGINT,

    score BIGINT

 WITH 

    'connector' = 'datagen',

    'rows-per-second'='100',          -- 每秒产生的数据条数

    'fields.age.kind'='random',       -- 无界的随机数

    'fields.age.min'='1',           -- 随机数的最小值

    'fields.age.max'='100',         -- 随机数的最大值

    'fields.score.kind'='random',        -- 无界的随机数

    'fields.score.min'='1',              -- 随机数的最小值

    'fields.score.max'='1000'            -- 随机数的最大值

CREATE TABLE `Data_Output`  --步骤 2 ：创建数据结果表（Sink） Data_Output

    `avg_age` BIGINT,

    `avg_score` BIGINT

 WITH 

    'connector' = 'blackhole'

INSERT INTO `Data_Output`   --步骤 3 ： 将数据源表（Source） Data_Intput 中的 age 和 score 取平均数之后存

SELECT AVG age , AVG score  FROM `Data_Input`

(

) (

);

(

) (

);

( ) ( ) ;

步骤4：设置作业参数

步骤5：发布运行 SQL 作业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49/48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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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发布草稿，将进行作业运行检查，检查通过后将进入发布确认。发布将生成新的作业版本，版本号由系统自动生成。

发布草稿后，单击版本管理，可以查看并切换当前作业的不同版本。

切换到期望运行的作业版本后，单击运行版本，再单击确认即可启动作业。

作业发布并启动运行后，将变为操作中的状态，成功启动后将变为运行中的状态。作业运行中时，可以通过监控、日志、Flink UI 等

功能查看作业运行的情况。

步骤6：查看作业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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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JAR 作业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02 12:09:26

流计算作业 JAR 作业需运行于流计算独享集群，若还没有集群，请参考 创建独享集群 。

创建 JAR 作业需要上传已开发好的 JAR 包，您可以单击 GitHub 链接 ，下载我们提供的 WordCount 示例 JAR 包（文件名为 

flink-hello-world-1.0.0.jar）来完成。

登录 流计算 Oceanus 控制台 ，选择依赖管理 > 新建依赖。在新建程序包中选择地域，该地域需与独享集群所在地域一致，默认使

用本地上传的方式。单击选择依赖将打开本地文件选择窗口，选择步骤1中下载的 JAR 包并上传。填写程序包名称、程序包描述、版

本说明后，单击确定完成新建程序包。完成新建后程序包列表将出现刚新建的程序包。  

登录 流计算 Oceanus 控制台 ，进入某一工作空间后，单击左侧导航作业管理，进入作业管理页面，单击新建作业，作业类型选中 

JAR 作业，输入作业名称，并选择一个运行中的集群，新建的 JAR 作业将运行于此集群，单击确定后即成功创建作业。 

前提条件

步骤1：JAR 包开发

步骤2：上传 JAR 包

步骤3：创建 JAR 作业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49/48298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flink-hello-world/releases/tag/0.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oceanus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ocea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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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作业管理中刚新建的作业，单击开发调试。在未授权时，弹出访问授权对话框如下，单击前往授权，授权流计算作业访问您的 

CKafka、TencentDB 等资源。此授权的详细说明参见 流计算服务委托授权 。 

在开发调试中，在主程序包的下拉框中选择刚才新建的程序包名称，在主类输入 

com.tencent.cloud.oceanus.wordcount.WordCount 。您可以在作业参数设置中调整作业的算子默认并行度、添加外部依赖。 

步骤4：流计算服务委托授权

步骤5：配置 JAR 作业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49/3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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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发布草稿，将进行作业运行检查，检查通过后将进入发布确认。发布将生成新的作业版本，版本号由系统自动生成。

2. 发布草稿后，单击版本管理，可以查看并切换当前作业的不同版本。

步骤6：发布运行 JAR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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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切换到期望运行的作业版本后，单击运行版本，再单击确认即可启动作业。

作业发布并启动运行后，将变为操作中的状态，成功启动后将变为运行中的状态。作业运行中时，可以通过监控、日志、Flink UI 等

功能查看作业运行的情况。

步骤7：查看作业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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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ETL 作业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3 14:44:33

流计算作业 ETL 作业需运行于流计算独享集群，若还没有集群，请参考 创建独享集群 。 

登录 流计算 Oceanus 控制台 ，进入某一工作空间后，单击左侧导航作业管理，进入作业管理页面，单击新建作业，作业类型选中 

ETL 作业，输入作业名称，并选择一个运行中的集群，新建的 ETL 作业将运行于此集群，单击确定后即成功创建作业。

选择作业管理中刚新建的作业，单击开发调试。在未授权时，弹出访问授权对话框如下，单击前往授权，授权流计算作业访问您的消

息队列或云数据库等资源。此授权的详细说明参见 流计算服务委托授权 。 

前提条件

步骤1：创建 ETL 作业

注意

 注意: 当前ETL作业暂时只支持1.13版Flink，尚不支持1.13版本内核的集群需要先提 工单  升级后再使用。

步骤2：流计算服务委托授权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49/48298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oceanu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49/38290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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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完成后，单击作业进入作业开发-草稿，从左侧列表拖入MySQL数据源。 

步骤3：配置数据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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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MySQL数据源可以进行数据源的配置。 

如果当前没有可用的数据库实例，可以单击管理连接信息，并单击新建连接信息增加新的数据源。

腾讯云实例可以使用当前账号下的腾讯云产品实例，但注意账号需要拥有对应产品的查询列表权限。

IP连接则直接用填入的IP进行连接，需要确保IP与Oceanus集群处于同一个VPC或是有进行过相关的网络打通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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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好数据源之后，可以通过下拉框选择需要进行同步的数据库与表。

单击下一步，配置需要进行同步的字段，并单击确认完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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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返回画布，可以看到数据源已经配置完成。

步骤4：配置数据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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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侧拖入数据目的，并与数据源相连。

单击数据目的对象，配置好数据库实例与库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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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下一步进行字段映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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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后，单击确认完成数据目的的配置

步骤5：设置作业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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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业参数中可以设置作业相关的参数，详情可以查看文档 作业高级参数 。

步骤6：发布运行 ETL 作业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49/53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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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运行，会进行作业预检查，并启动作业。

单击日志按钮可以查看作业日志。

步骤7：查看作业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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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Python 作业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01 16:46:39

流计算作业 Python 作业需运行于流计算独享集群，若还没有集群，请参考 创建独享集群 。目前流计算 Oceanus 支持运行基于开

源 Flink V1.13 开发的 Python 作业，且预装了 Python 3.7 版本的环境。

创建 Python 作业需要上传已开发好的 Python 文件。

登录 流计算 Oceanus 控制台 ，选择依赖管理 > 新建依赖。在新建程序包中选择地域，该地域需与独享集群所在地域一致，默认使

用本地上传的方式。单击选择依赖将打开本地文件选择窗口，选择步骤1中下载的 Python 文件并上传。填写程序包名称、程序包描

述、版本说明后，单击确定完成新建程序包。完成新建后程序包列表将出现刚新建的程序包。

登录 流计算 Oceanus 控制台 ，进入某一工作空间后，单击左侧导航作业管理，进入作业管理页面，单击新建作业，作业类型选中 

Python 作业，输入作业名称，并选择一个运行中的集群，新建的 Python 作业将运行于此集群，单击确定后即成功创建作业。 

前提条件

步骤1：Python 作业开发

步骤2：上传 Python 文件

步骤3：创建 Python 作业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49/48298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oceanus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ocea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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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作业管理中刚新建的作业，单击开发调试。在未授权时，弹出访问授权对话框如下，单击前往授权，授权流计算作业访问您的 

CKafka、TencentDB 等资源。此授权的详细说明参见 流计算服务委托授权 。 

在开发调试中，在主程序包的下拉框中选择刚才新建的程序包名称，在入口类输入对应的参数，如果入口类中有参数可以在入口参数

中加上，目前 Oceanus 中内置了 Python 3.7 版本的环境，可以在 Python 环境中选择。您可以在作业参数设置中调整作业的算

步骤4：流计算服务委托授权

步骤5：配置 Python 作业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49/3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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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默认并行度、添加外部依赖。

单击发布草稿，将进行作业运行检查，检查通过后将进入发布确认。发布将生成新的作业版本，版本号由系统自动生成。

发布草稿后，单击版本管理，可以查看并切换当前作业的不同版本。

步骤6：发布运行 Python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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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到期望运行的作业版本后，单击运行版本，再单击确认即可启动作业。

作业发布并启动运行后，将变为操作中的状态，成功启动后将变为运行中的状态。作业运行中时，可以通过监控、日志、Flink UI 等

功能查看作业运行的情况。·

步骤7：查看作业运行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