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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指南

工作台总览

工作台功能

概述

工作台总览视图提供 TDF 当前全局视图，便于用户从整体获取当前账户下所有工程、表和成员等静态信息。关

于具体工作流和任务情况，可在运维界面查看。

登录 TDF 工作台

登录 TDF 后，首页即工作台，在工作台上部视图【工坊总览】，可展示当前组织的整体信息，包括组织的所有

工程和工程表数（含组织内和自己无关工程），和全局成员数。

在工作台下部视图【我的工程】，可展示同当前用户相关的工程信息。

权限说明以及功能入口

根据权限不同，工作台可为如下不同角色提供如下操作：

主账号拥有者（及协作者，单个账户支持多个协作者）

对全局成员进行修改，包括添加腾讯云账户其他用户作为 TDF 成员并指定为协作者

（单击【工坊总览】>【成员数量】>【编辑】）。

对计算引擎进行修改（当前为默认计算引擎，暂不支持修改）。

创建工程并指定工程管理员（单击【我的工程】>【新建】）。

修改工程基本信息（“我的工程”视图 >【编辑】）。

工程管理员（单个工程允许多个工程管理员）

查看与自己相关的工程（“我的工程”视图）。

开发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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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与自己相关的工程（“我的工程”视图）。

查看、编辑同自己相关工程的所有工作流，并调度（运行并配置修改参数）任务（单击【我的工程】>

【开发】）。

运维工程师

查看同自己相关工程（“我的工程”视图）。

查看同自己相关工程的所有工作流，任务，但不可编辑。

可重跑或终止任务并查看日志，并配置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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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管理

新建工程

主帐号拥有者及协作者可新建工程。【我的工程】视图中单击【新建工程】图标，可输入如下信息：

工程名称：中文或字母开头，由中文、字母、下划线、数字组成，最长20个字符。

工程管理员：工程可对应唯一工程管理员；管理员可以为工程指派成员并赋予角色，也管理工程相关联

的表的访问权限（即通过或拒绝成员对表的访问申请），默认为当前操作用户。

计算引擎：可选择对应的计算引擎，该引擎等同于工程运行所需要的计算资源，内测期提供默认计算引

擎，不可修改。

描述：工程描述说明

当工程成功创建后，将提示如下信息：

工程名称：刚刚输入的工程名称。

工程标识：系统自动生成唯一工程标识。

数据库名：系统自动生成同工程唯一对应的TDF数据库名。

以上信息可以在【编辑工程】以及【工程管理】界面查看。

【注意】：当前系统默认为单个组织下，用户可创建5个工程。

编辑工程信息

账户管理员及协作者可编辑工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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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对应工程【编辑】后，可查看或修改工程信息，包括工程名称、工程说

明，更换工程管理员等。

删除工程

账户管理员及协作者可删除工程。“我的工程”视图中单击工程对应【删除】按钮，即可删除，删除工程后，

工程相关所有表、工作流、任务、告警，均不可恢复。

【注意】：删除工程前，需手动删除工程内所有工作流/任务，以及所有表。如果有工作流/任务在运行中，需

要手动停止后，再进行删除。删除时需要具备相应权限。

管理工程

工程管理员可管理具体工程，包括配置工程相关表、权限审批等，以及管理工程内成员。

在卡片视图界面点击对应工程所在方框，或在列表界面点击对应工程名称，即可跳转菜单至【工程管理】，具

体操作见【第九章-工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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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成员管理

管理全局成员

主帐号拥有者及协作者可管理组织全局成员，即将腾讯云其他用户加入到该TDF组织中。

将腾讯云用户导入为 TDF 全局成员

TDF 账号同腾讯云账号体系一致，如果需允许其他用户登录 TDF，需按如下流程操作：

1.在腾讯云账号中将其他用户添加至该账号。

具体方式：在腾讯云管理控制台点击【云产品–监控与管理–用户与权限】。通过【新建用户】方式添加至关联

用户即可（可使用任意策略或用户组）。

2.在TDF管理控制台，在【总览-成员管理-添加成员】中，可以看到同该账号关联的所有用户，选择用户添加。

添加后，可修改该用户名称，以及对应备注信息以示区分。

将TDF全局成员指定为协作者

将用户加入至 TDF 全局成员后，账号管理员可将其指定为协作者。协作者同账号拥有者有完全相同的权限（全

局，同具体工程无关），方法如下： 

在【总览-成员管理】中，点击【操作-设置协作者】，即将已有用户指定为账号协作者。也可点击【操作-

取消协作者】，将已有账号协作者身份取消。

将TDF全局成员指派为具体工程的工程管理员

将用户加入至 TDF 全局成员后，主帐号拥有者可将其指定为具体工程管理员。在新建工程步骤中可配置，具体

请阅【新建工程】部分描述。

根据需要，可在【工程管理-工程成员管理】中将用户指定具体的角色（如开发工程师，或运维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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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内用户删除

在全局状态下，可删除 TDF 全局成员。删除该成员之前，相关的任务、工作流、工程以及表需手动删除，即待

删除成员不可关联至任何的任务或资源。

如在腾讯云管理控制台【用户与权限】管理界面中，已经删除了用户，则需由主帐号管理员或工程管理员重新

指定对应资源；由此，建议先在 TDF 功能界面删除 TDF 中的成员，再前往腾讯云管理控制台删除用户。

第9页　共35页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使用指南产品文档

数据开发

权限

数据开发

概述和组件构成

数据开发按照工程——工作流——任务的层次化结构组织，用户可以结合业务实际需要，进行TDF的数据开发

。

使用指南

权限说明

根据权限不同，数据开发可为如下角色提供如下操作：

主帐号拥有者（协作者）—— 不可用进行数据开发。

工程管理员 —— 可查看，但不可编辑数据开发内工作流、任务、以及表

开发工程师 —— 当作为对应责任人时，可查看、编辑、删除数据开发内工

作流、任务。

运维工程师 —— 可查看同自己相关工程的所有工作流和任务，不可编辑。

第10页　共35页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使用指南产品文档

工作流操作面板

工作流编辑界面是数据开发的核心界面，由如下区域构成：

工作流列表 —— 左上区域，展示该工程内的所有工作流。

任务模块列表 ——

左下区域，展示当前可用的任务模块列表，包括数据计算、数据接入以及数据导出。

工作流编辑区域 —— 中部拖拽编辑区域，包括顶部编辑菜单和按钮；用户可进行工作流编辑。

工作流属性 —— 右上区域，展示工作流属性，包含具体调度信息。

任务列表 —— 右下区域，展示该工作流包含的任务名称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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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节点和工作流编辑

新建工作流

点击左上角【工作流列表】的【+】按钮，即可新建工作流，其中，工作流相关参数如下：

工作流名称：中文或字母开头，由中文、字母、下划线、数字组成，最长20个字符。

责任人：工作流可对应一个或多个责任人,责任人可创建、删除任务节点，并配置工作流调度信息,默认

责任人为创建者，可在创建者之外，增加其他人为责任人,单工作流最多10个责任人,责任人需具备开发

者权限。

【备注】：工作流说明和备注信息,工作流新建后，需添加任务节点，并配置工作流对应调度信息，才可运行。

添加任务节点

将左下任务类型面板中的任务拖拽到编辑区域，即可新建任务。

当前支持如下类型任务节点：

数据计算节点：HQL脚本。

数据接入节点：腾讯云 CDB MySQL导入Hive。

数据导出节点：Hive导出至 腾讯云 CDB MySQL。

拖拽后，编辑区域任务节点将自动生成任务名称，例如【计算任务 n 】，其中 n 为累计计数以便于区分。

编辑任务节点

生成任务节点后，右键单击任务节点，可进行编辑、复制、删除工作。也可双击任务节点，由此进入任务编辑

界面。

第12页　共35页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使用指南产品文档

在任务编辑界面，可查看当前工作流所有任务，并编辑任务的详细参数。任务的调度信息统一在工作流处进行

配置。包括任务基本信息，以及不同类型任务的详细参数，详细如下描述:

任务基本信息设置

任务基本信息（包括不同类型任务）如下：

任务名称：自动生成任务名称，可根据业务逻辑修改。

任务类型：自动根据拖动节点类型生成，不可修改。

责任人：指定唯一责任人，该责任人默认为当前操作者，责任人需具备开发工程师角色。

任务说明：任务备注说明。

任务的调度信息将直接继承工作流调度信息，参见工作流调度配置。

CDB MySQL导入Hive任务参数设置

【注意】：不支持通过TDF将CDB MySQL的数据直接导入到COS表

任务参数如下：

源数据库：即之前所定义的数据源，需在“工程管理——数据源管理”中提前配置，也可在当前页面

跳转配置；当前支持CDB MySQL作为数据源。

源数据库查询SQL：类似 select、join 等查询操作，支持通配符。

目标表所在工程：数据导入至Hive表所对应目标工程，当前用户需为该表的拥有者；此工程可以不同

于当前任务所属于工程。

目标表：数据导入至 Hive 表的目标表，可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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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不同任务需对应不同 Hive 目标表；否则可能造成多个任务重复向同一个表写入数据

目标表列名映射：填目标表列名，顺序需与源数据查询结果顺序保持一致，日期和常量需要用中括号包

起来，例如：column_1,column_2,column_3

分区格式：目标表分区的 Partition 格式。当前支持如下四种方式：

1.不分区：即目标表不是分区表，例如一次性任务。

2.${YYYYMMDDHH}：按小时分区，例如每小时调度的任务。

3.${YYYYMMDD}：按天分区，例如每天调度的任务。

4.${YYYYMM}：按月分区，例如每月调度的任务。

【注意】：如设置分区格式，则需要在 TDF 目标表创建时指定相应字段设置为分区字段（一旦创建 TDF

表后，则无法修改分区字段设置）。

分隔符：目标表的 Column 分隔符。

脏数据阈值：设置发现脏数据条数后，任务失败的阈值，当高于此数量，任务进入失败状态，脏数据包

括格式错误、取值范围超出允许值等。

是否忽略空数据源：设置是否忽略数据源中的空条目，如选择不忽略，则发现有空数据源则任务失败。

HQL脚本计算任务参数设置

数据库名：自动生成，该 TDF 数据库对应该工程，计算时即对工程的具体表进行操作。

SQL：具体操作语句，用户可自行从编辑器中复制粘贴至对话框,其中，可参考示例需明确指定数据库名以及表

名（即 use 数据库）,该操作语句语法需符合 HQL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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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F中HQL 支持的命令格式兼容Apache Hive，相关文档可参考链接。

https://cwiki.apache.org/confluence/display/Hive/Home 。

Hive导出到 CDB MySQL 任务参数设置

【注意】：不支持通过TDF将COS源表导入到CDB中

任务参数如下：

源数据库所在工程：选择 Hive 表对应工程，该工程可以同当前工程不同。

源数据库查询SQL：类似 select、join 等查询操作，支持通配符。

目标数据库：数据导出至Hive表所对应目标数据库，当前支持 CDB MySQL

作为目标数据库；需在【工程管理——数据源管理】中提前配置，也可在当前页面跳转配置。

目标表：数据导入至 CDB MySQL 表的目标表，需提前在CDB中创建。

目标表列名映射：填目标表列名，顺序需与源数据查询结果顺序保持一致，例如：

column_1,column_2,column_3。

数据库入库模式：可选择 TRUNCATE 或 APPEND 方式 TRUNCATE

即每次执行时，先删除表内所有数据，再进行数据库入库 APPEND

方式为不删除当前数据，追加数据写入入库。

【注意】：当使用 APPEND 方式时，数据写入 CDB MySQL

将会自动新增一列，以记录任务信息和时间戳，当使用 APPEND 方式时，数据写入CDB

MySQL将会自动新增一列，以记录时间戳和任务，格式包括taskId_dataTime

，类似如下内容：20161213153920902_201612130000

脏数据阈值：设置发现脏数据条数后，任务失败的阈值，当高于此数量，任务进入失败状态，脏数据包

括格式错误、取值范围超出允许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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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忽略空数据源：设置是否忽略数据源中的空条目，如选择不忽略，则发现有空数据源则任务失败。

连接任务节点组成工作流

在任务节点之间可添加连线。连线代表任务之间的依赖关系。在工作流配置调度信息后，或即时运行后，将从

第一个任务节点开始执行至最后一个任务节点。

【注意】：工作流按照有向无环图的概念组织，即不允许出现脱离工作流路径的独立节点（仅包含一个任务节

点的工作流除外），同时也不允许出现环状工作流，系统将自动检查并在保存工作流前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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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调度

完成工作流任务配置后，可根据需要配置调度信息，以实现如下场景：

场景一：立刻运行。

场景二：每天凌晨执行代码，运行前一天的数据。

场景三：每周一执行代码，运行上一周的数据。

点击【调度设置】展开箭头，即可按照如下类别进行设置。

1.单次（默认）

该设置为默认设置，即周期类型为单次，此时，工作流在发布后将自动运行。

2.周期

以固定频次运行。每一次运行时，工作流对应任务均生成对应实例。在周期性运行中，需设置如下信息：

周期类型：即用于计算的周期类型，如天、周等；如果选择【天】，则每天运行一次工作流，并且计算

对象为自数据开始时间整点时间至下一个周期的单日全天数据。

起始数据时间：首次计算时所使用的数据对应开始时间，根据周期类型不同而不同。

例如，如果周期类型设置为天，则起始数据时间为设定值的凌晨，例如为D0（下图绿色三角时间点），则数据

首次计算范围为（D0 00:00:00 ~ D0

23:59:59）之间生成的数据，该时间点小时和分钟值无法修改，以此类推。

调度时间：在每个调度周期内，任务运行的大致时间，根据数据频次设置；如设置为03:15，则为每天

的03:15生成新的任务实例开始运行（下图橙色三角时间点），该时间同数据开始时间无关。

结束时间：工作流结束调度的时间，到调度结束时间后，任务停止（下图蓝色三角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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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下图展示（周期类型为天）：

该工作流调度信息配置后，调度信息将下发到各个任务节点，如果任务节点存在依赖关系，即工作流的上下游

关系，则将按照调度信息以及先后运行关系，逐步运行。即：首先按照调度信息执行上游第一个节点，一旦上

游节点任务失败，则下游节点将不会执行，整个工作流失败。上游节点执行完毕后，执行第二个节点，以此类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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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管理

概述

概述和组件构成

模块说明

该模块对TDF中的数据表和数据提供管理功能，分为如下子模块：

表总览：提供对组织内所有表的查看，以及申请权限功能。

表管理：包括创建新表，对已有的表调整结构或删除，以及对同自己相关的表的管理工作等；。

权限审批：申请对不属于自己的表进行查看。

TDF数据表是整个TDF的核心组件，所有的计算节点执行的查询或其他操作均针对TDF数据表中的数据。

数据存放与导入导出的一般性步骤

涉及数据存放和导入导出场景的一般性逻辑和步骤如下：

第一步：数据在数据源导入至TDF数据表，或从TDF数据表导出到其他数据源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创建

表，明确TDF数据表的格式，即包括字段数量、字段类型。导入的数据将严格按照该对应过程随后，在

数据导入的过程中，需指定TDF数据表（目标表）的分隔符。

第二步：将导入数据源或导出数据目的地，定义为具体TDF数据源服务器。配置相关的外部数据库访问

账户和密码，即完成外部数据源（例如CDB MySQL）到TDF 数据源服务器的映射）。

第三步：配置任务或工作流完成整个流程。在任务重完成对表的数据导入或导出。

数据存放的转换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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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库时，数据存放需按照一定规则，详细如下：

按照先后顺序，数据源的字段名称，一一对应至TDF数据表的各个字段，建议保证导入与导出数据字段

数量和字段类型一致。

导入时，如源数据库查询SQL执行结果列数大于目标表列名映射数量情况下，任务会执行失败，如源数

据库查询SQL执行结果列数小于目标表列名映射数量情况下，任务会提示成功，但数据可能错乱。

导出时，如源数据库查询SQL执行结果列数大于目标表列名映射数量情况下，任务会执行失败，如源数

据库查询SQL执行结果列数小于目标表列名映射数量情况下，任务成功取决于其他字段是否允许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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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总览和表管理

使用指南

表总览

用户可在此界面对组织全局下所有的表进行查看，并针对具体表申请功能权限。

表总览显示表名、描述、所属工程、表空间、所有者等信息。对不属于该用户的表，可在【操作】中点击权限

申请，以申请对该表的读或读写权限。

表管理

用户可在此界面对不同工程中的表统一管理。

表的拥有者默认为创建者。拥有者可授权其他用户对表的读写权限，并修改拥有者。表同时与特定的某个工程

相关联。该特定工程内的所有角色（包括开发工程师和运维工程师）自动被授权可读写该表的数据，但不可修

改表结构。

新建表

创建一个新的表，用于按照指定格式存放TDF需要处理的数据。该表在数据输入输出时被引用。

1.创建TDF表

步骤：

 第一步：填写表信息

包括名称，所属工程（下拉选择已有工程即可），以及基本描述。

在高级设置中，需设置TDF表的详细记录格式，包括：记录格式（已通过逗号、制表符等分隔）、字段终止符

、集合终止符、Map键终止符以及文件格式。

【注意】：如果用户从腾讯云CDB MySQL产品接入数据，按照默认值设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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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步：字段与分区

编辑表内部字段名称，字段类型，字段描述，以及设置其中某字段为分区字段（Partition）。当前支持字段类

型、规格、示例如下：

以上规格兼容Hive表项说明，可参考如下社区链接。

https://cwiki.apache.org/confluence/display/Hive/LanguageManual

2.创建COS表

COS分两类，一类是cos上的数据无时间分区概念，另一类是cos上的数据有时间分区概念（也就是cos上的数

据有类似按时间做目录的维度），比如以下cos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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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COS表

COS表需要通过HQL方式创建，在输入建表sql时不需写location，location信息通过点选“高级设置”中的C

OS数据源设置。建表时可以建COS上的外表，也可以建内表，区别在于删除表的时候，内表会删除COS上的数

据，而外表则不会。

【注意】：建表时填写的COS目录路径需要填写到目录一级，不能直接到文件。

分区COS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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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创建分区表

第二步：创建工作流

周期性的对之前创建的表添加分区，比如以下是按天添加分区：

【注意】：这里COS上的分区必须是对应的按天分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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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添加分区任务跑成功后，就可以读取对应的COS数据。

建立COS表以后，对COS表的读写与普通表一样。

表成功建立后，可在【表管理】——【我拥有的表】中检索。

表管理

通过【可读写表】、【可管理表】、【我拥有的表】三个维度，对已有表进行查看和管理4。

可读写表：用户具备表读或读写权限，这些表包含用户拥有的表，以及其他人拥有但用户已经申请读写

权限的表，以及所属工程下的表。

可管理表：用户作为工程管理员时，可对可管理工程下所有表进行管理，即指定所有者。

我拥有的表：用户对所拥有的表，可以修改表结构，或删除。

以上操作可在对应界面完成。

【注意】：工程内的所有开发工程师和运维工程师，将自动被赋予同该工程相关联的表的读写权限，而无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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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所有者申请。

申请表权限

表权限默认如下：

表的创建者即拥有者，自动拥有该表读写权限。

工程管理员，可对工程内表指定拥有者。

用户可对任意工程中的任意表，发起读写权限申请（即使此用户未在该工程中），申请由表的拥有者判

断是否通过。

操作如下：

在【数据管理】——【表管理】界面，点击右侧【申请表权限按钮】，

在工程中，选择对应的表，即可修改为对应的拥有者。

权限审批

一旦其他用户对拥有者所有的表提出权限请求，表拥有者可在此页面通过或拒绝表读写的权限。表拥有者可查

阅自己通过或拒绝的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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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中心

任务列表

任务列表

任务列表按照工程维度展示，用户可通过下拉列表选择所需要查看的工程对应任务。

任务列表分为任务视图和工作流视图，分别从任务和工作流角度展示当前所有任务,用户也可根据任务类型、任

务状态进行过滤,或根据任务名称、任务ID、责任人查找。

在任务列表的不同视图中，可对任务或工作流进行：

终止任务/工作流：将状态处于运行中的任务/工作流终止,终止后，已配置调度信息失效，除非手动重

跑.

重跑任务/工作流：重新运行成功或失败的任务/工作流.

查看日志：读取详细运行日志。

视图权限说明：

工程管理员：可查看运维中心，但不可终止、重跑和查看日志。

开发工程师：可查看运维中心中，所有自己为责任人的任务，以及包含自己为责任人任务的工作流。

运维工程师：可查看运维中心中所有任务，并操作。

任务状态

任务根据编辑或发布动作，将在如下状态之前切换：

新建：任务新建待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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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稿：任务已经开始编辑参数，保存或未保存。

已发布：任务已经被发布，生成对应任务实例。

已终止发布：任务已经被终止发布，不再生成任务实例。

任务实例的生命周期和状态转移

任务编辑后，为【发布前】状态。在任务发布后，即生成任务实例。如为单次执行任务，则生成唯一实例，如

为周期性调度任务，则按照调度周期生成多个实例。全部实例进入运维中心列表，并按照如下生命周期运行：

初始化：检查运行参数，并预留资源。

等待调度：初始化结束后，进入等待调度状态，直至调度时间。

运行中：当触发调度时间后，任务开始运行。

成功：任务成功运行。

失败：出现错误，任务失败。

正在终止：手动终止任务后，进入正在终止状态。

终止：手动终止任务，或任务失败且重试仍然失败后，进入终止状态。

任务状态转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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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实例的状态

工作流实例包含多个任务实例，因此，工作流的实例状态同任务实例状态相关。具体如下：

成功：全部任务实例运行成功。

失败：一个或多个任务失败，无论其他任务实例状态如何。

终止：全部任务实例均处于终止状态。

运行中：以上状态之外的其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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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告警

监测告警

用户可创建告警策略，并查看根据告警策略触发后的告警记录，其中，创建告警策略需指定如下内容：

监测对象：指定具体监测的任务，可复选，也可以通过工程-工作流维度直接指定所包含全部任务。

触发条件：设置告警触发条件，可选择出错，或超时（超出任务运行起始时间若干分钟，可设置，最长

48小时即2880分钟）。

报警方式：发送邮件或发送短信。

指定接收人：默认包含当前用户，也可增加指定其他人。

创建告警策略权限说明

工程管理员：可查看告警策略，不可创建、编辑、删除。

开发工程师：可查看告警策略，不可创建、编辑、删除。

运维工程师：可对工程内任意任务创建告警。

查看告警记录权限说明

工程管理员：可查看告警记录。

开发工程师：可查看自己为任务责任人的任务告警。

运维工程师：可查看工程内所有告警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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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管理

概述

对已经创建工程的基本信息、所使用的数据源，以及工程成员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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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基本信息

可通过下拉箭头选择不同工程进行查看工程基本信息。

包括工程名称、工程标识、计算引擎、工程管理员、描述，以及成员数（包括工程管理员）。

第32页　共35页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使用指南产品文档

数据源管理

对工程相关联数据源进行管理，单个工程可配置多个数据源,该数据源的数据，可在任务节点的数据导入或导出

节点进行引用。

新建数据源

当前，工程支持将腾讯云CDB MySQL、COS（华南区、华东区）作为数据源。未来将增加更多数据源。

1.添加CDB MySQL数据源

可点击【新建数据源】，配置如下信息：

数据源类型：下拉选择，当前支持【云数据库MySQL】即腾讯云CDB

MySQL。

数据源标识：唯一标识该服务器，系统将自动生成前缀，用户可自行添加可读性服务器标识。

数据源说明：服务器备注说明。

数据源责任人：该数据源责任人，责任人可有多个。

实例：数据库对应具体实例，下拉选择，当前仅支持广州区域的CDB部署实例，未来根据TDF部署区域

，将增加更多的区域覆盖。

数据库名称：该实例下的数据库名称，下拉选择。

数据库用户名：访问该数据库的账号，例如 root 该账号需在数据库管理界面提前配置。

数据库密码：对应用户的密码。

2.添加COS数据源

可点击【新建数据源】，配置如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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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类型：下拉选择，COS 

数据源标识：唯一标识该服务器，系统将自动生成前缀，用户可自行添加可读性服务器标识。

数据源说明：数据源备注说明。

数据源责任人：该数据源责任人，责任人可有多个。

secretID：COS数据源的secretID。

secretKey：COS数据源的secretKey。

数据源列表

数据源新建后，将展示数据源列表信息，包括服务器标识、说明、责任人等，数据源信息可由责任人进行编辑

或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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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成员管理

工程成员管理界面可对当前工程下所有成员的角色进行修改，并添加新的成员。在【工程管理】右侧下拉选择

对应工程，即可展示对应的工程成员。

添加成员

单击【添加成员】可对正在查看的工程添加工程成员,可下拉选择工程成员，并指定工程成员对应的工程角色，

例如开发工程师或运维工程师角色，或二者兼备。

【注意】：工程成员下拉列表所展示的成员，需要提前在控制台全局管理页面上部【工作台——工坊总览——

成员数量——管理】中，根据腾讯云账号导入。

具体配置可参考本使用指南【工作台总览视图——使用指南——用户管理】章节内容。

成员列表

可查看当前工程的成员信息，并对已有成员进行修改，或删除成员。

【注意】：

删除成员即代表删除该用户同该工程的关联，该用户仍然存在于TDF全局成员中，工程管理员仍然可以

将此用户加入到TDF的其他工程中。

删除成员前，该成员需自行删除，或移交同自己相关的任务或工作流等其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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