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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第一章 

緒論 

  
在過去幾年中，在資料儲存、管理與處理各方面都發生了根本的轉變。企業如今需要

儲存比以前更多的資料，且來源更廣、格式也更加多元。這不單只是關於當個「資料

林鼠（data packrat，譯註：源於 2010 年 forbes 的文章）」，更關乎建構產品、功能與

智能以滿足想更了解這個世界的前提（這裡所指的世界包括用戶、搜尋、機器日誌或

各種與組織相關的資料）。組織正在尋找新的方法，來運用過去被認為沒有價值或太

昂貴而無法保留的資料，以便提供客戶更好的服務。採集並儲存資料是其中一半的方

程式。將資料（data）轉變成資訊（information）的處理過程，如今是每一個現代企

業日常營運的基礎。 

然而，資料儲存與處理並不是個新的問題。過去數十年來，應用在電子商務與金融領

域的詐騙偵測、作業系統的異常偵測、廣告的人口分析以及其他應用都需要處理這些

問題。現在的情況是資料的數量（volume）、增加率（velocity）與多樣性（variety）
都已經改變（譯註：也就是巨量資料 Big Data 定義的 3 個 V），而在某些情境下，更

有著戲劇化的改變。這很有道理，就像許多演算法受益於存取更多資料。以電子商務

網站該如何推薦商品給到訪者為例。您可以很簡單地針對不同的到訪者，輪替顯示可

購買的商品清單，並期待剛好顯示了他們想買的那一個。這或許不是個明智的決定，

但至少是個開始。問題是該怎麼做才能將正確的產品顯示給正確的到訪者看呢？也許

您可以基於他們過去看過哪些產品來猜測他們喜歡什麼。知道他們已擁有什麼，對於

某些產品是非常有用的。若您的客戶已經購買了某一品牌的筆記型電腦，他們可能會

對相容的配件或升級感到興趣
1
。常用的技巧之一便是根據行為模式（如購物特徵）對

客戶進行分類，並把「近似」客戶已購買的產品推薦給目前的到訪者。無論採用哪種

 1
  我曾為某美容產品公司執行過以資料為導向（data-driven）的行銷專案。運用長期所有客戶的購買

紀錄，公司能預測某客戶在購買了特定商品後，過了多久會用完。結果發現，只要能夠大約在客

戶用完前一週，提供他們相同的商品，對於銷售量就能有相當顯著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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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這些方法背後的所有演算法都需要資料，且普遍地需要更多資料來提升推薦的

品質。通常，對於問題空間有更多的瞭解，有助於導出更好的決策（或更有效率的演

算法），因而客戶會更開心、賺更多錢、減少詐騙、人們更健康、環境更安全，甚至

其他期待的結果都能達成。 

Apache Hadoop 是一個平台，為了建構上述的各類應用，它提供了一個實用、高成本

效益、高延展性的基礎建設。它是一個開放原始碼、能批次處理大量資料的系統，是

由名為 HDFS（Hadoop Distributed Filesystem）的分散式檔案系統與實作了 MapReduce
的運算層所組成。我們生活在一個有缺陷的世界，因此 Hadoop 是設計成具備容錯能

力，能在硬體與軟體發生故障時，還能繼續運行，並且是把這些故障當成是經常發生

的首要條件。Hadoop 採用一般老舊而普通的伺服器來組成叢集，不須特定的硬體規格

或網路架構，就能組成邏輯上單一的儲存與運算平台，或稱叢集（cluster），給多人

或多群組所共用。在 Hadoop MapReduce 中的運算工作是會自動平行執行的；對開發

者而言，它提供了一個簡易的抽象層，省卻了複雜的資料同步與網路程式設計。不同

於許多其他的分散式資料處理系統，Hadoop 會選擇於資料所存放的機器上運行使用者

提供的處理邏輯，而非橫跨網路將資料拉過來計算。這個設計（譯註：在地運算）對

於效能有很大的幫助。 

若讀者對歷史有興趣，Hadoop 的設計模型源自谷歌（Google）所撰寫的兩篇論文；因為

谷歌是得處理這類資料密集型（data-intensive）問題的諸多公司之一。第一篇是於 2003
年發表，描述一個實用、具可延展性、為儲存龐大資料集最佳化的分散式檔案系統，名

為 Google Filesystem，或簡稱 GFS（http://research.google.com/archive/ gfs.html）。除

了提供簡單的儲存，GFS 也是設計來支援大規模、資料密集型的分散式處理應用程序。

另一篇標題為「MapReduce：在大規模叢集上簡化資料處理的方法（MapReduce: Simplified 
Data Processing on Large Clusters ， http://research. google.com/archive/mapreduce. 
html）」的論文於次年發表。在這論文中定義了一種程式設計模型與對應的框架，提

供了自動平行化、容錯能力與延展性，能夠在數千台機器上處理數百 TB 數據的單一

任務。這兩套系統搭配在一起，就能用來在相對便宜的一般機器上搭建處理大型資料

處理的叢集。這兩篇論文分別直接啟發了 HDFS 與 Hadoop MapReduce 的發展。 

對 Hadoop 的投資與利息，後來繁衍出整個生態系統的相關開源碼軟體與商業軟體。光

是在阿帕契軟體基金會中，如雨後春筍般，定期就有新的專案明確地使用或整合

Hadoop。這些專案中，有的是要讓撰寫 MapReduce 任務更簡單、更易於親近，有的則

專注於從 HDFS 讀寫資料、有的簡化操作，使之易於佈署於雲端環境。底下是幾個您

應該自行熟悉的熱門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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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HDFS第二章 

HDFS 

目標與動機 
Apache Hadoop 的上半部是一個名為 Hadoop Distributed Filesystem（簡稱 HDFS，完

整中譯為 Hadoop 分散式檔案系統）的檔案系統。HDFS 是設計來支援更高的資料通量，

以及支援龐大檔案的串流讀取與寫入。傳統的大型儲存區域網路（Storage Area 
Network，SAN）與網路附接儲存器（Network Attached Storage，NAS）提供了集中而

低延遲的系統，可用來存取 TB 等級的區塊裝置（block device）或檔案系統。這些系

統很合適作為關聯式資料庫、內容傳遞系統（content delivery system）等類似系統的

後端存儲，因為它們支援完整的 POSIX 語意功能，可依據這些系統的空間需求進行擴

充，並且提供低延遲的資料存取方式。然而，請試想數百或數千台主機同時被喚醒，

並同時從同一個集中的儲存系統讀取數百 TB 的資料。這種情境並不是傳統儲存系統

必備的規模。 

透過建立一套系統，由獨立主機組成，每一台有自己專屬的 I/O 子系統、硬碟、記憶

體、網路介面與中央處理器（CPU），並且放鬆（有時移除）一些 POSIX 需求，如此

就有可能建立一套系統，同時針對效能與成本最佳化，能滿足我們感興趣的特定類型

工作負載。以下是一些 HDFS 的具體目標： 

 支援儲存數百萬個大型檔案，每個檔案大於數十 GB，而且整個檔案系統的大小

可以到達數十 PB。 

 使用橫向擴展（scale-out）的模型，基於平價的商用伺服器，內部搭配 JBOD  
（Just a bunch of disks 的縮寫，指一堆獨立的硬碟），而不使用 RAID，來提供

大規模的儲存服務。透過應用程式層的資料副本機制（ application-level 
replication）來提供高可用度與高資料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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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HDFS 架構總覽 

為了快速查看與檢索，Namenode 檔案系統屬性資料被完全保存於記憶體中。也因此限

制了 namenode 能處理多少屬性資料。根據粗略估計，一百萬個區塊的屬性資料，會佔

用大約 1GB 的 HEAP 記憶體（更多相關資訊，請參閱第 48 頁的「硬體挑選」）。後

面的章節將告訴您如何克服這層限制，即使通常只有在規模非常大（上千台節點）才

會遇到。 

最後，第三個 HDFS 程序被稱為 secondary namenode（第二名稱節點），它為 namenode
處理一些內部的整理工作。儘管它的名字常會讓人誤解，第二名稱節點並不是

namenode 的備援，它所負責的是截然不同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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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取與整合 
存取 HDFS 專用的本機方法（sole native method）是透過它的 Java API。其他的存取

方式是建構於這個 API 之上，當然也就只能在 API 允許的範圍內，儘可能公開夠多的

功能。為了降低開發應用程式與導入門檻，HDFS API 對於開發者來說是簡單而熟悉

的，挾帶著像 Java I/O stream 的概念。為了提供主要功能或確保公佈的功能，必要時

API 會有所不同。但多數是淺顯易懂或者已經被記載在文件中。 

為了存取 HDFS，用戶端（根據 API 撰寫的應用程式）必須要有一份告知 namenode
在哪裡的設定檔副本。這就像 Oracle 用戶端程式必須要有 tnsnames.ora 檔一樣。每個

應用程式也必須有權限存取 Hadoop 函式庫的 JAR 檔。這就像是資料庫用戶端程式會

相依於 JDBC 驅動器的 JAR 檔一樣。用戶端可以運行於任意 Hadoop 背景程式同一台

實體主機上，或者獨立於叢集之外。舉例來說，MapReduce 工作（task）與 HBase Region 
Server（區域伺服器，譯註：專用術語維持原文）可以像其他用戶端一樣存取 HDFS。
只不過兩者剛好運行在 HDFS 儲存區塊資料的同一座實體機器上。 

為了讓用戶端可以直接與 datanode 進行通訊，您必須知道介於用戶端與所有叢集節點

相關連線埠的網路連線都必須是不受約束的。這會影響到網路設計、安全性與頻寬，

將於第 70 頁的「網路設計」一節另作說明。 

命令列工具 
Hadoop 提供了許多命令列工具（command-line tools），提供了基本的檔案系統操作。

就像所有 Hadoop 工具一樣， HDFS 命令是 hadoop 命令列工具的子集命令

（subcommand）。執行 hadoop fs 將會顯示基本的使用資訊，如範例 2-1 所示。 

範例 2-1 hadoop fs 使用資料 

[esammer@hadoop01 ~]$ hadoop fs 
Usage: java FsShell 
           [-ls <path>] 
           [-lsr <path>] 
           [-df [<path>]] 
           [-du <path>] 
           [-dus <path>] 
           [-count[-q] <path>] 
           [-mv <src> <dst>] 
           [-cp <src> <dst>] 
           [-rm [-skipTrash] <path>] 
           [-rmr [-skipTrash] <path>] 
           [-expunge] 
           [-put <localsrc> ... <d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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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者），需要對鍵（Key）產生一個雜湊（hash），根據任務中設定的 reduce 個數，

取模數（modulo，譯註：MOD 函數，跟取餘數有關），就能得到一個分割編號（partition 
number）。由於 Hadoop 所實作的雜湊（hash）可以確保 INFO 這個鍵（Key）的雜湊

在所有的機器上都會是相同的，因此可以保證所有的 INFO 紀錄會被存放在相同的分割

中。中間產物實體上並沒有被分隔開，只有邏輯上而已。對所有應用目的而言，您可

以想像在每一筆紀錄旁邊有一個分割編號，具備相同鍵（Key）的所有紀錄，都會有相

同的編號。詳見圖 3-1「map 執行階段」的概述。 

 

圖 3-1 Map 執行階段 

最後，我們想要對中間產物資料，執行使用者的 reduce 函數。然而，對 reducer 而言，

有一些對開發者所做的保證必須先被滿足。 

 當 reducer 看到一個鍵（key），它就能看到該鍵對應的所有值（value）。舉例來

說，當 reducer 接收到 INFO 這個鍵時，總是可以接收到三個數字為 1 的值。 

 每個鍵將一定只能被一個 reducer 處理。這對於前一項要求來說是合理的。 

 每個 reducer 將看到經排序後的鍵（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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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Hadoop 的開發分支與釋出版本 

我應該用哪個版本呢？ 
您挑選來佈署的 Hadoop 版本最終會由您的應用所需的功能決定。對多數人來說，只採

用針對商業運轉設計的版本是一種選擇。這也就馬上將範圍縮小到 0.20、1.0 與 CDH
版本。對於那些需要運行 HBase 的使用者來說，將需要檔案附加的支援。 

功能特性 0.20 0.21 0.22 0.23 1.0 2.0 CDH3 CDH4 

合適商業運轉 X    X  X X 

HDFS 檔案附加（append）  X X X X X X X 

Kerberos 安全支援  Xa X X x X X X 

HDFS 連結（symlink）  X X X  X  X 

YARN（MRv2）    X  X  X 

MRv1 背景程式 b X X X  X  X X 

NameNode Federation    X  X  X 

NameNode HA    X  X  X 

a. 只有 HDFS 的 Kerberos 安全支援 

b. 所有版本都內含支援 MRv1 的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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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特定使用模式或不同工作負載的組合，來建立和優化一座叢集。在這種情況下，可

能得犧牲掉一些效能。 

有一些方法可用來決定需要佈署多少台主機到 Hadoop叢集。第一，也是最常見的，根
據所需的儲存量來推算叢集大小。許多叢集是為了較高的資料採集速率，當有更多的

資料寫入，就需要更多的主機。在把主機加入叢集的同時，不僅儲存量變大，運算資

源也跟著變大。回到前面提過的案例，當每天會有 1 TB的新資料，就可以規劃一個擴
展計劃，推算需要新增多少台主機才能滿足所需的資料儲存總量。通常在一些可能的

情境下，預估成長率是合理的。例如，表 4-2 是一個典型的擴展計劃：成長持平、每
月增加 5％與每月增加 10％三種情形（參見圖 4-2）。 

表 4-2 基於儲存量規劃的叢集擴展計劃 

平均每天資料寫入量 1 TB  

副本因子 3 （每個區塊的副本數）  

每天原始資料量 3 TB 寫入量 x 副本數 

節點的原始儲存容量 24 TB 12 x 2 TB SATA II 硬碟 

MapReduce暫存預留空間 25% 為了 MapReduce中間產物 

節點可用的原始儲存空間 18 TB 
節點的原始儲存容量 - MapReduce暫存預
留空間 

一年（成長持平） 61 個節點 a 寫入量 x 副本數 x 365 / 節點原始儲存空間 

一年（每月增加 5%b） 81 個節點 a  

一年（每月增加 10%） 109 個節點 a  

a 四捨五入到整數台主機 
b 為了簡化起見，我們將每天寫入量乘以 365 天，再除以 12 個月，作為一個月的成長量。每月成
長量是複利（compound）。 

在表 4-2中，我們假設每個節點有 12顆 2 TB的硬碟，當然也可將硬碟數減半，節點
數加倍。這是我們可以調整的資源比例，例如 CPU核心數匹配硬碟轉盤數。現實中，
這代表我們可以只買一半數量的強大主機，或買兩倍的一般主機。不過，這樣做還得

權衡是否需要更多的電力、冷卻空調、機櫃空間，以及網路孔的密度。基於這些原因，

通常會購買合理密度的主機，當然還是落在一般認定的商用硬體（commodity hardware）
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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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不同情境的叢集規模成長預測（每個節點的可用空間為 18 TB） 

根據特定工作的完成時間來推算叢集的大小，較不常見，但在某些情況仍有其意義。

這往往比較複雜，並且比單就資料大小推估法，還需要更多的資訊。計算要完成一項

工作所需的機器數量，必須粗略知道，在上次執行相同的工作時，所用的 CPU 數量、

記憶體與硬碟讀寫量。 

這很明顯是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為了要了解要大規模執行一個任務，必須

多少台機器，必須先用資料的子集合來執行一個任務。MapReduce 工作有一個有趣的

特性，map 的工作幾乎總是一起執行。如果有一個 map 的工作要花一分鐘的執行，並

用掉固定的使用者和系統 CPU 時間、定量的 RAM 與定量的 I/O，那 100 個 map 工作

很簡單地就是得花費 100 倍的資源。然而 reduce 工作並沒有這種特性。reduce 的個數

是由開發者指定的，而不是根據資料的大小。因此有可能會遇到一種情況，一個任務

的瓶頸在於 reducer 的個數，或者在多個 reducer 所分配到的資料不平均。後者的問題

被稱為「reducer skew（歸約傾斜）」，將於第九章再作更詳盡的說明。 

刀鋒、SAN 與虛擬化 
大規模的資料儲存與處理產業隨著週期改變。過去，系統管理員已經買了大而壯碩的

「縱向擴充（scale-up）」主機，為了讓一台機器儘量擁有最多 CPU、記憶體與硬碟。

在某些時候，我們都意識到這是困難而昂貴的。對於許多資料中心的服務，我們轉向

運作在「披薩盒（pizza boxes）」上，建構於將故障視為第一優先的理念。幾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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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inux 上 getLocalHost()的實作會取得該主機的主機名稱（hostname），並且馬上

呼叫 gethostbyname()。結果，如果該主機名稱無法反解到一個 IP 位址，就會有問題。

通常這不是個問題，因為通常在/etc/hosts 至少有一筆記錄，在作業系統安裝好之後。

奇怪的是，在 Max OS X，如果主機名稱無法反解，仍舊會回傳主機名稱與首選網路卡

現有的 IP 位址。 

第二部份是 getCanonicalHostName()的實作，其中有一個有趣的轉變（quirk）。主機

名稱標準化是根據名稱反解系統（這種情況下，是指主機的名稱反解函式庫），找到

完整、官方主機名稱的過程。用非專業術語來說，這代表找到完全合格的主機名稱。

由於 getLocalHost()返回一個不合格的主機名稱（在我們的範例叢集裡是 hadoop01），
所以有一些工作要做。根據 OpenJDK 原始碼（事實上，也許跟 Oracle HotSpotVM 有

微 妙 的 差 異 ） ， getCanonicalHostName() 呼 叫 了 內 部 的 方 法 InetAddress. 
getHostFromNameService()，通過作業系統的名稱反解器，根據 IP 位址取得了主機名

稱。它的下一步就是一個突然的轉變（quirk），它對特定的主機名稱，取回所有的 IP
位址，並且進行檢查，以確保原來的 IP 位址有出現在列表中。若因為任何理由而失敗，

包括 SecurityManager 的實作不允許反查，則回傳原來的 IP 位址當作標準化的名稱。 

讓我們用一個簡單的 Java5 程式，來驗證在我們的範例叢集中，這一切是如何運作的（詳

範例 4-1）。 

範例 4-1 用來顯示 hostname 資訊的 Java 工具 

import java.net.InetAddress; 
import java.net.UnknownHostException; 
 
public class dns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UnknownHostException { 
    InetAddress addr = InetAddress.getLocalHost(); 
 
    System.out.println( 
      String.format( 
        "IP:%s hostname:%s canonicalName:%s", 
        addr.getHostAddress(),      // The "default" IP address 
        addr.getHostName(),         // The hostname (from gethostname()) 
        addr.getCanonicalHostName() // The canonicalized hostname (from resolver) 
      ) 
    ); 
  } 
} 
 

 
5  這個程式碼請用 javac dns.java編譯，然後用 java dns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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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網路拓樸 
由於無法在此將所有可能的網路拓樸完整地說明。因此，我們將專注在兩種：常見的

樹狀架構，以及一種脊柱/枝葉交織（spine/leaf fabric）的架構。後者開始變得普及，

特別是那些有很強東西向流量特徵的應用。 

傳統樹狀網路 
到目前為止，N-層的樹狀網路（N-tiered tree network，如圖 4-3 所示）是目前佈署於

資料中心的主要架構。一個樹狀可能有多層（tiers），每一層匯集（或加總）其他層

的分支。主機接在這顆樹的葉子或存取交換器上，然後透過一個或多個上行網路連結

到下一層。建立一個網路所需的層數，取決於要支援的主機總數。使用 48 孔的 1GbE
交換器與四孔的 10GbE 交換器當作存取交換器（access switch），用另一個 48 孔的 

 

圖 4-3 雙層樹狀網路，576 台主機 

當作分配交換器（distribution switch），可以支援最多 576 台主機（因為每一個存取

交換器用 4 個孔連到 48 孔的分配交換器）。 

請注意，把每個分配交換器的 4 個 10GbE 上行網路（uplink）加總起來，實際上無法

支援 48 個 1GbE 網路孔的總頻寬。這被稱為頻寬的「超量訂閱（over-subscription）」。

簡而言之，不太可能所有 48 台主機都用全速連線，也就是所連接網路孔宣稱的速率

（譯註：1 Gbps）。超量訂閱通常以比例（ratio）的方式表示，用期望的頻寬除上可

用的頻寬。在我們的範例中，48 孔 1GbE 理論上可以搭載 48Gb 的網路流量，但 4 個

10GbE 只能支援 40Gb。將期望的頻寬（48）除上可用的頻寬（40）可以得到一個超

量訂閱的比例 1.2：1。有一點的超量訂閱是十分常見的，通常發生在樹狀網路中，從

某一層到下一層的上行網路。這也是為何 Hadoop 試著將網路流量限制在同一個機櫃

或交換器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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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的一半，這不是奢侈，而是做生意的成本。別讓這些參數的數量、設定檔的個數

或其他（我們該說）簡潔的文件，把您給嚇跑了。 

這一節是根據子系統或元件的方式進行分類，為了能夠容易找到相關的資訊。重要的

參數會被凸顯出來，適當的時候也會讓相關或相互依賴的參數可以交叉參照。另外，

後面有一節會先說明一些最常用、影響整個系統的參數，最後才會說明一些最佳化與

特殊情形的設定。由於維持 Hadoop 安全性的主題牽扯範圍太廣，因此特別用一整個章

節，第六章，來說明這個主題。 

過期的參數名稱 

Apache Hadoop 2.0 與 CDH4 中，在主要的 XML 設定檔中，為了更清楚地說

明參數的用意與被影響的背景程式，所以許多設定參數被改名了。為了避免

強迫系統管理者走過更新所有設定檔的痛苦流程，開發者選擇維持向下相容

性，可沿用舊的參數名稱，在本書中，我們將繼續使用者些舊的參數名稱，

因為多數的使用者仍舊佈署 Apache Hadoop 1.0 與 CDH3 版本，而且開發者

也還在撰寫新的版本。然而，已經清楚寫在牆上，您自己必須儘快開始熟悉

新的參數名稱。很感謝開發者好心地公佈了一個列表，載明那些過期的參數

（deprecated properties）與對應的新名稱。您可參閱以下網址 http://hadoop. 

apache.org/common/docs/r2.0.0-alpha/hadoop-project-dist/hadoop-common/ 
DeprecatedProperties.html。有些情形，特別是名稱節點的高可用性（namenode 
high availability）與聯盟（federation），就一定要使用新的參數名稱。當談

到這些新功能時，我們將使用新的名稱，因為沒有別的選擇。 

Hadoop 的設定檔可以分成四個主要範疇：叢集（cluster）、背景程式（daemon）、任

務（job）與個別操作等級（individual operation level）的範疇。只有系統管理者能控

制前面兩個，而程式開發者主要處理後面兩個。不過在後面我們可以看到，想避免特

定參數被竄改是可行的。整體來說，叢集等級的參數控制了軟體本身是如何佈署、服

務的識別（service identification）、存取權限控管，以及與作業系統和外部系統的整

合。有些參數隨背景程式而異，特別是 HDFS 與 MapReduce 的服務。這一些參數必須

等到重新啟動背景程式才會生效。也就是說，並非所有的設定參數都能在不造成服務

中斷（即便很小）的情形下，進行修改。許多 Hadoop 的參數可以在 MapReduce 的任

務等級中指定，系統管理者只需要給定預設值。程式開發者或自動化系統在提交任務

時，可以在程式碼或命令列中，修改（override）這些參數。最後，有些參數可以針對

個別的操作加以指定，只要程式碼或內容支援的話。最好的範例就是 hadoop fs 指令；

舉例來說，被複製到 HDFS 的檔案可以有不同的副本係數，甚至將檔案複製到不同的

叢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