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获得 DP-203 认证的指南

多年来，我们创造出了高度专业化的技术，帮助我们聚合和分析不同的数据源和
格式。这些特定于用例的解决方案虽然有利于利用数据，但也产生了许多孤岛和
利基，使后续的数据收集工作效率低下且缺乏连贯性。

借助 Azure Synapse Analytics，所有数据工程师都可以获得统一的体验，让他们
能够利用所有数据来获得强有力的见解。本指南将介绍 Azure Synapse Analytics 
如何在云级别将数据集成、企业数据仓库和大数据分析结合在一起。

通过每天花费不到一小时的时间，你就可以更好地了解如何在一个平台引入不同
的数据源、转换数据和优化分析。每周你都会观看一段关于 Azure 数据工程基础
概念的视频，完成分步培训，并尝试运用所学内容。学习完所有内容后，你就能
拥有成功完成 DP-203 认证所需的专业知识。



关于 Azure 上的数据工程，有许多需要了解的地方。不用担心，我们已精选出一条易于理
解的路径，帮助你在 4 周内就能获得认证。每周你都会观看一段基础概念的视频，从分步
培训中学习，并通过自学练习来尝试运用所学技能。单击图标即可跳转到对应周的培训。

第 4 周
简化数据管道
了解如何通过 Azure Synapse 仅使用
一个应用程序来创建云规模的高效管道

第 3 周
转换数据
了解如何使用 Apache Spark for Azure 
Synapse 来简化数据引入和数据转换过程

第 2 周
优化数据仓库
了解如何使用 Azure Synapse 创建和
扩充企业数据仓库

第 1 周
探索数据
了解重要的数据工程概念和工具，以
及如何使用 Azure Synapse 轻松开始
查询数据湖

完成
认证考试

在开始之前，请单击此处为这条路径做准备。



Back to your Learning Path

在开始之前，请确保先完成以下任务。然后使用导航栏返回到学习路径，
开始你的培训，或单击前进到第 1 周。

报名参加为期 30 天的挑战，完
成所有必需模块后，你将有资格
获得 Microsoft 认证考试的 5 
折优惠*

*请访问条款和条件以了解更多
信息

开始使用 Azure 免费试用版或
使用现有的 Azure 订阅。动手
学习中将用到。

https://developer.microsoft.com/offers/30-days-to-learn-it?challenge_option=3d6cb3b9-f4b7-4d7b-ab23-57faa1762705
https://developer.microsoft.com/offers/30-days-to-learn-it/official-rules#terms-and-conditions
https://azure.microsoft.com/free/synapse-analytics/


Back to your Learning Path

第 1  周

第 1 周
探索数据
现如今累积了大量的数据，往往很难弄清楚你拥有哪些数据，更不用说
哪些数据是有用的了。Azure Synapse 让你可以集中查看整个数据资
产中的数据并与之交互。借助 Azure Synapse，你可以探索数据湖的
范围并轻松查询数据，而无需在语言、程序和技术之间进行代码切换。

在第一周学习基本知识。 了解如何评估你的整个数据资产、确定相关
数据所在的位置、构建简单的数据仓库，以及使用无服务器 SQL 池轻
松查询数据湖中的数据。到这周末，你将能够转换湖中的数据，并确保
其安全，以及了解如何使用这些采用新格式的查询数据来获得有意义的
见解。

单击即可访问本周的培训 >



Back to your Learning Path

5 分钟

通过无服务器 SQL 池分析
数据
本教程将介绍如何通过无服务器
SQL 池分析数据湖

第 1  周

4 分钟

创建 Azure Synapse 工作区
了解利用知识中心在 Azure Synapse 
上启动第一个项目的快速简单方法

3 小时 16 分钟

实现集成分析解决方案
了解如何通过 Azure Synapse 进行不
同类型的分析（从企业数据仓库到大数
据分析）

2 小时 44 分钟

使用无服务器 SQL 池生成数据
分析解决方案
了解如何在 Azure Data Lake 内的文件
中以交互方式查询和准备数据

观 看 学 习

单击框可启动对应模块。完成后，请务必选中对应的框以轻松跟踪进度。

使用导航栏返回到学习路径，预览下周的内容，或单击前进到第 2 周

尝 试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synapse-analytics/get-started-analyze-sql-on-demand
https://azure.microsoft.com/resources/videos/creating-azure-synapse-workspace/
https://docs.microsoft.com/learn/paths/realize-integrated-analytical-solutions-with-azure-synapse-analytics/
https://docs.microsoft.com/learn/paths/build-data-analytics-solutions-using-azure-synapse-serverless-sql-pools/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learn/modules/create-clustering-model-azure-machine-learning-designer/


Back to your Learning Path

第 2  周

第 2 周
优化数据仓库
企业数据仓库旨在大规模整合数据，便于你获得有意义的见解。但跨孤
岛引入不一致的数据类型可能会非常复杂，而且通常会存在严重的性能
限制。借助 Azure Synapse，你可以在一项服务中大规模优化企业数据
仓库，从而能够集成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转换数据并提供见解。

本周内容基于第一周的基础数据仓库，你将了解使用分析体系结构模式
缩放数据仓库的省时省力方法。我们将重点介绍如何优化数据和在企业
数据仓库中加载数据，以查询和提高系统性能。最后，你将了解 SQL 和
Apache Spark 集成在 Azure Synapse 中的强大功能，并了解如何管理、
保护、监视和分析新式数据仓库中的存储。

单击即可访问本周的培训 >



Back to your Learning Path

5 分钟

通过专用 SQL 池分析数据
了解如何使用 T-SQL 在 Azure
Synapse 中探索和分析数据

第 2  周

5 分钟

Azure Synapse 中 SQL 池的
灵活性
了解如何使用 T-SQL 在 Azure 
Synapse 中探索和分析数据

6 小时 52 分钟

通过 Azure Synapse 使用数
据仓库
了解可用于在 Azure Synapse 中安全、
高效地使用企业数据仓库的工具和技术

观 看 学 习 尝 试

单击框可启动对应模块。完成后，请务必选中对应的框以轻松跟踪进度。

使用导航栏返回到学习路径，预览下周的内容，或单击前进到第 3 周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synapse-analytics/get-started-analyze-sql-pool
https://azure.microsoft.com/resources/videos/sql-pools-on-azure-synapse/
https://docs.microsoft.com/learn/paths/work-with-data-warehouses-using-azure-synapse-analytics/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learn/modules/create-clustering-model-azure-machine-learning-designer/


Back to your Learning Path

第 3  周

第 3 周
转换数据
此功能饱受大众好评，所以我们完全集成了 Apache Spark for Azure 
Synapse。这种集成具有完整的安全性和完全托管的预配，最终简化了
数据引入和数据转换。为了更轻松地与数据科学家合作，我们还创建了
Apache Spark 笔记本，其中包含实时代码、可视化效果和叙述性文本，
可用来运行快速试验并获得初步见解。

本周，我们将重点介绍如何在 Azure Synapse 中使用 Apache Spark 
笔记本引入数据，然后了解如何转换这些数据，同时集成 SQL 和
Apache Spark 池。在本周的最后，我们将介绍如何监视和管理数据工
程工作负载。

单击即可访问本周的培训 >



Back to your Learning Path

第 3  周

2 小时 26 分钟

使用 Azure Synapse Apache 
Spark 池执行数据工程
了解如何使用 Apache Spark 池提升大
数据分析应用程序的性能

1 小时

使用 Apache Spark 分析
了解使用 Apache Spark for Azure 
Synapse 加载和分析数据的基本步骤

观 看 学 习 尝 试

单击框可启动对应模块。完成后，请务必选中对应的框以轻松跟踪进度。

22 分钟

体验 Apache Spark 集成
了解如何使用集成的 Apache Spark 
for Azure Synapse 体验

使用导航栏返回到学习路径，预览下周的内容，或单击前进到第 4 周

https://docs.microsoft.com/learn/paths/perform-data-engineering-with-azure-synapse-apache-spark-pools/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synapse-analytics/get-started-analyze-spark
https://azure.microsoft.com/resources/videos/experience-apache-spark-integration/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learn/modules/create-clustering-model-azure-machine-learning-designer/


Back to your Learning Path

第 4  周

第 4 周
简化数据管道
过去，从业务的不同部分移动数据非常困难，因为管道极其复杂且成本高昂，
并且需要运用多种语言、时间密集型脚本和大量带宽。借助 Azure Synapse，
只需使用一个应用程序即可创建云规模的高效管道。在几分钟内，你就可以
连接到外部数据存储服务、浏览这些文件、创建数据流连接到外部源的管道，
并将相关数据路由到仓库或数据湖。

本周，我们将详细介绍使用 Azure Synapse 在云中生成和管理数据管道的简
便方法。我们将用 Azure Synapse Link for Azure Cosmos DB 进行运营分
析。最后我们将提供一个练习，检验你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在该练习中，需
要使用 Synapse 将管道集成到数据湖和数据仓库中。

单击即可访问本周的培训 >



Back to your Learning Path

第 4  周

5 分钟

轻松生成数据管道
了解如何轻松创建 Azure Synapse 管
道以促进数据集成

5 小时 48 分钟

与 Azure Synapse 进行大规
模的数据集成
了解如何使用 Azure Synapse 和
Azure 数据工厂在云中创建和管理数据
管道

5 分钟

与管道集成
了解如何使用 Synapse 集成管道和
活动

观 看 学 习 尝 试

单击框可启动对应模块。完成后，请务必选中对应的框以轻松跟踪进度。

2 小时 26 分钟

使用混合事务和分析处理
使用 Azure Synapse Link for Azure 
Cosmos DB 进行运营分析

使用导航栏，在其中单击以完成学习路径

https://azure.microsoft.com/resources/videos/build-data-pipelines-with-ease/
https://docs.microsoft.com/learn/paths/data-integration-scale-azure-data-factory/
https://docs.microsoft.com/azure/synapse-analytics/get-started-pipelines
https://docs.microsoft.com/learn/paths/work-with-hybrid-transactional-analytical-processing-solutions/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learn/modules/create-clustering-model-azure-machine-learning-designer/


Back to your Learning Path

恭喜！你已经完成了培训。现在，你可以在 Microsoft Azure 
上执行数据工程了。

查看我们的 Azure 数据科学家学习旅程
使用这一为期 30 天的学习路径来提升技能和准备
Azure Data Scientist Associate 认证考试

在 Azure Synapse Analytics 页面上与我们联系
从产品管理团队处获取最新更新和最佳做法

安排 DP-203 认证考试
证明你已经具备使用 Azure 的核心技能

本文档按“原样”提供。本文档中的信息和表达的观点，包括 URL 和其他 Internet 网站引用，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
知。© 2022 Microsoft。保留所有权利。

https://docs.microsoft.com/learn/challenges?id=3F886A40-54D6-42DA-BDD5-BA0B210A04B9&wt.mc_id=cloudskillschallenge_3F886A40-54D6-42DA-BDD5-BA0B210A04B9
https://azure.microsoft.com/services/synapse-analytics/
https://docs.microsoft.com/learn/certifications/azure-data-engineer/
https://docs.microsoft.com/learn/certifications/azure-data-engineer/
https://docs.microsoft.com/learn/certifications/azure-data-engine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