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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Spark資料分析導論

本章將概述 Apache Spark為何，若你對於 Spark已經有些概念，可以直接翻到第二章。

Apache Spark是什麼？
Apache Spark是一個為快速執行與泛用化目的而生的叢集運算平台。

在處理速度方面，Spark延伸了流行的 MapReduce運算框架並提供其他高效率的計算
應用其中包含了交互式查詢（interactive queries）和串流處理（stream processing）。處
理大量資料集時，速度考量的重點之一。執行速度的差別意謂著可以進行交互式的查

詢，仰或是需要等待數分鐘或數小時的批次型作業。Spark主要的特色之一就是充分利
用記憶體進行運算，但遇到複雜的應用程式而需透過硬碟處理工作時，Spark也較標準
MapReduce運算框架更有效率。

在泛用化方面，Spark為解決廣泛的工作所設計，以前這些工作可能需要運行在不同
的分散式系統（例如，批次性的應用程式、迭代式演算法、交互式查詢以及串流等）。

Spark藉由同一個運算引擎將各類不同類型的工作進行整合，所以這些工作可以輕易地

被組合執行。這些不同類型的工作經常被用於資料分析時的各個階段。除此之外，Spark
也降低了維運各類不同工具的負擔。

Spark具有存取高一致性，意謂著除了有豐富的函式庫，Spark對 Python、Java、Scala
及 SQL提供相同一致的 API。Spark也緊密的結合其他的 Big Data工具。特別一提的是
Spark可以在 Hadoop叢集上運行，並存取 Hadoop的資料來源，如 Cassandr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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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的組合元件

Spark專案包含數個緊密整合的原件。Spark核心是一個運算引擎，其負責排程、分散式
運算及監控運行在多個運算節點（worker）的分散式程式。因為該運算引擎具有高速與
泛用化的特性，它提供數個為某些特別工作所規畫的高階元件（例如 SQL以及機器學
習）。這些元件內部都緊密結合，讓使用者混合使用這些元件時，就如同組合一個軟體

專案中各類函式庫一樣容易。

這些核心元件的緊密結合有數個優點：第一，所有函式庫及高階元件皆可受益低階元件

的改良。舉例來說，當 Spark核心引擎進行一個優化工作，SQL與機器學習的函式庫將
自動地同時受益。第二，比起運行 5到 10個獨立的系統，將其組合運行在同一個系統
可以最小化執行成本，這些成本中包含了部署、維護、測試、後續支援等。這也代表每

次有新元件加入 Spark中，所有使用 Spark的組織可立即試用這些新元件。這種改變節
省了測試新型態資料分析方式所需的下載、部署與學習新軟體的成本。

最後，各核心元件緊密結合的最大的優勢之一就是無縫整合了不同處理模型的應用程

式。你可以在 Spark撰寫一個機器學習程式處理串流即時性的資料分類工作。與此同
時，分析者也可以透過 SQL（例如將資料與非結構化的日誌檔案進行關聯）查詢結果。
此外，有經驗的資料工程師與資料科學家可以透過 Python shell存取相同的資料進行專
案性分析（ad hoc analysis），而其他人可能存取獨立的批次性應用程式。以上所有應用
情境，對於 IT團隊而言只需維護一套相同的系統。

Spark的組成元件請參考圖 1-1。

圖 1-1　統一的 Spark元件堆疊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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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k核心
Spark核心包含了 Spark的基礎功能，例如工作排程、記憶體管理、容錯、儲存系統互
動等元件。而 Spark主要的程式抽象化結構─ RDD（Resilient Distributed Datasets，彈

性分散式資料）的 API也定義於 Spark核心中。RDD代表分散在多台運算節點且可被
平行處理的物件集合。Spark核心提供許多建立與處理這些集合的 API。

Spark SQL
Spark SQL是 Spark套件中為處理結構化資料所產生的元件。它允許使用者如同使用
Apache Hive一般透過 SQL語法（又稱為 HQL, Hive Query Language）查詢資料，且
Spark還支援多種資料來源，例如 Hive表格、Parquet及 JSON等。除了提供 SQL使用
介面之外，Spark SQL允許開發者將 SQL查詢與其他 RDD所支援的資料處理方式混合
使用，使其整合成一個應用程式（無論透過 Python、Java或 Scala）。如此即可在複雜的
資料分析中組合 SQL應用。透過 Spark核心的支援與其他運算環境的緊密結合，Spark 
SQL顯得不同於其他資料倉儲工具。Spark SQL在 Spark 1.0版中加入。

Shark源自於加州柏克萊大學，歷史較久的 SQL-on-Spark的專案。它透過修改 Apache 
Hive使之運行在 Spark上。因為透過 Spark運算引擎以及相關 API可以提供更佳的整合
性，Shark目前已經被 Spark SQL取代。

Spark 串流
Spark串流（streaming）是一個處理及時串流資料的 Spark元件。資料串流的例子包含
網頁伺服器產生的日誌檔案（logfiles）或是網頁服務中使用者狀態的一連串變化紀錄。
Spark串流提供處理這類資料串流的 API。由於 Spark串流的 API與 Spark RDD的緊密
結合，程式設計師可以輕易地在處理記憶體資料、硬碟資料，與串流資料中切換。此外

Spark串流也提供與 Spark核心相同程度的容錯、吞吐量與擴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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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ythonLines.first()
u'## Interactive Python Shell'

範例 2-5　Scala filtering範例
scala> val lines = sc.textFile("README.md") // 建立 lines RDD
lines: spark.RDD[String] = MappedRDD[...]

scala> val pythonLines = lines.filter(line => line.contains("Python"))
pythonLines: spark.RDD[String] = FilteredRDD[...]

scala> pythonLines.first()
res0: String = ## Interactive Python Shell

傳遞函式給 Spark

範例 2-4和 2-5中的 lambda或是 =>語法，是一種行內函式的速記法。當透過這些
語言使用 Spark時，你可以單獨地定義函式，並隨後傳遞他們的名稱給 Spark，例
如在 Python中：

def hasPython(line):
    return "Python" in line

pythonLines = lines.filter(hasPython)

Java也可以傳遞函式給 Spark，但那些函式會被定義成類別（classes），並且必須
實作 Function介面，舉例來說：

JavaRDD<String> pythonLines = lines.filter(
  new Function<String, Boolean>() {
    Boolean call(String line) { return line.contains("Python"); }
  }
);

Java8引入了 lambdas的速記語法，它們看起來與 Python和 Scala類似。這裡展示
使用這種語法時的模樣：

JavaRDD<String> pythonLines = lines.filter(line -> line.contains("Python"));

第 30頁「傳遞函式給 Spark」一節會有進一步的討論。

我們稍後會進一步討論 Spark API 的細節，之中有許多特別之處，許多函式的操作
（例如 filter）已經在叢集中實現了平行化。Spark 自動地將你的函式（例如 line.
contains("Python")）傳遞到各執行器所在的運算節點。如此一來，你可以在單一的驅動
程式中撰寫程式，並讓 Spark替你將工作分配到多個運算節點。第三章會詳細說明 RDD
的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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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RDD程式撰寫

本章介紹 Spark在處理資料時的核心抽象概念─彈性分散式資料集（RDD）。簡單來說
RDD就是分散式元素的抽象集合。Spark中所有的工作狀態不是建立新的 RDD、轉換
已存在的 RDD、就是在 RDD上進行操作並取得結果。進一步來說，Spark自動地將資
料封裝在 RDD並分散到整個叢集中，且對 RDD進行的操作也會自動地平行化。

因為 RDD是 Spark的核心概念，所以無論是資料科學家或工程師都必需閱讀此章。我
們相當地建議你嘗試一些交互式 shell（見第 11頁的「Spark Python shell與 Scala shell
介紹」）。除此之外，本章所有的程式碼都可以在本書的 GitHub（https://github.com/

databricks/learning-spark）上找到。

RDD基礎
Spark中一個 RDD就是一個不可改變（immutable）的分散式物件集合。每個 RDD都
被切成多個分割（partitions），而每個分割都可能被叢集中不同的運算節點處理。RDD
可以包含 Python、Java，或是 Scala 的任何物件，其中包含使用者自行定義的類別
（class）。

使用者可以透過兩種方式建立 RDD：載入外部資料集合或是在驅動程式中分配一個物件
集合（例如一個 list或是 set）。而我們已經見過如何透過 SparkContext.textFile()載入
一個文字檔案作為字串 RDD（如範例 3-1）。

範例 3-1　利用 Python中的 textFile()建立一個字串 RDD
>>> lines = sc.textFile("README.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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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3-14　Python的 union ()方法
errorsRDD = inputRDD.filter(lambda x: "error" in x)
warningsRDD = inputRDD.filter(lambda x: "warning" in x)
badLinesRDD = errorsRDD.union(warningsRDD)

union()與 filter()有些不同。不同之處在於 union()會操作兩個 RDD，而 filter()只
對一個 RDD操作。實際上轉換操作視目的可以操作任意數量的 RDD。

完成範例 3-14較佳的作法是只 filter() inputRDD一次並尋找包含 error或

是 warning的行。

從某個轉換操作中得到新的 RDD後，Spark會持續地維護不同 RDD之間的相依性（又
稱為血統關係圖（lineage graph））。如果部分持久化的 RDD遺失了，Spark會使用關係
圖重新計算 RDD並恢復遺失的資料。圖 3-1展示了範例 3-14的血統關係圖。

圖 3-1　 日誌資料分析工作的 RDD血統關係圖

行動（Actions）操作
我們已經見過了如何透過轉換操作從已存在的 RDD中建立新的 RDD。但某些時候，我
們會想要對資料實際地做些事情。行動操作是另外一類的 RDD操作。它們會回傳最後
的結果給驅動程式，或是將資料寫至外部儲存系統。行動操作迫使將被他使用的 RDD
實際的執行轉換操作，因為那些 RDD被要求產生輸出結果。

延續先前日誌檔案的範例，我們可能希望印出一些關於 badLinesRDD的資訊。要達成這
個需求，我們需要兩個行動操作，一個回傳計數數字的 count()，另一個是從 RDD中收
集元素數量的 take()，如同範例 3-15到 3-17中所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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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議題要特別小心的是傳遞函式時會序列化包含該函式的物件。當你傳送一個包含

該函式的物件，或是物件中某個欄位的參考（例如 self.field），Spark會傳送整個物件

到工作節點，而你可能只需要整個物件中某一小部分的資訊而已（請參考範例 3-19）。
如果你的類別中包含 Python無法處理的物件，有時候這會導致程式執行失敗。

範例 3-19　傳遞一個有欄位參考的函式（不要這樣做！）
class SearchFunctions(object):
  def __init__(self, query):
      self.query = query
  def isMatch(self, s):
      return self.query in s
  def getMatchesFunctionReference(self, rdd):
      # 問題：在 "self.isMatch"參考了所有的 "self"
      return rdd.filter(self.isMatch)
  def getMatchesMemberReference(self, rdd):
      # 問題：在 "self.query"參考了所有的 "self"
      return rdd.filter(lambda x: self.query in x)

取而代之的是，只將所需的欄位從你的物件中抽取出來並放入區域變數內進行傳送（如

同範例 3-20所示）。

範例 3-20　傳遞不含欄位參考的函式
class WordFunctions(object):
  ...
  def getMatchesNoReference(self, rdd):
      # 安全：只擷取我們需要的欄位到區域變數
      query = self.query
      return rdd.filter(lambda x: query in x)

Scala
Scala可以傳遞行內函式、方法的參考，或是 Scala內一般的靜態函式。還是要注意傳遞
的函式以及被函式所參考的資料都需要被序列化（藉由實作 Java Serializable介面）。此
外，如同在 Python，Scala傳遞一個物件的方法或是欄位則會包含整個物件的參考（但
因為沒有被要求撰寫 self而顯得較不明顯）。如同 Python在範例 3-20的做法，我們可以
抽取所需的欄位到區域變數內以避免傳遞整個物件，結果如範例 3-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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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3-21　Scala的函式傳遞
class SearchFunctions(val query: String) {
  def isMatch(s: String): Boolean = {
    s.contains(query)
  }
  def getMatchesFunctionReference(rdd: RDD[String]): RDD[Boolean] = {
    // 問題："isMatch"代表 "this.isMatch"，所以我們傳遞了整個 "this"物件
    rdd.map(isMatch)
  }
  def getMatchesFieldReference(rdd: RDD[String]): RDD[Array[String]] = {
    // 問題："query"代表 "this.query"，所以我們傳遞了整個 "this"物件
    rdd.map(x => x.split(query))
  }
  def getMatchesNoReference(rdd: RDD[String]): RDD[Array[String]] = {
    // 安全：只擷取我們需要的欄位到區域變數
    val query_ = this.query
    rdd.map(x => x.split(query_))
  }
}

如果 Scala發生 NotSerializableException，一個非序列化物件中的方法或是欄位參考通
常會是問題所在。注意在區域內傳遞上層物件的序列化的變數或函式成員是安全的。

Java
Java中的函式被描述為實作 Spark函式介面（在 org.apache.spark.api.java.function套
件內）的物件。根據函式的回傳類別有幾種不同的介面。我們在表 3-1展示最基本的函
式介面，並在第 43頁的「Java」一節說明當我們需要回傳特別型態的資料時（例如鍵值
對型態資料）其他的函式介面。

表 3-1　標準 Java 函式介面

函式名稱 實作方法 使用方式

Function<T, R> R call(T) 讀取一個輸入並且回傳一個輸出，在 map()及
filter()這類操作中使用。

Function2<T1, T2, R> R call(T1, T2) 讀取兩個輸入並且回傳一個輸出，在 aggregate()
及 fold()這類操作中使用。

FlatMapFunction<T,R> Iterable<R> call(T) 讀取一個輸入並且回傳零到多個輸出，在

flatMap()這類操作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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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3-31　Java的 flatMap()，切割字串為單字
JavaRDD<String> lines = sc.parallelize(Arrays.asList("hello world", "hi"));
JavaRDD<String> words = lines.flatMap(new FlatMapFunction<String, String>() {
  public Iterable<String> call(String line) { 
    return Arrays.asList(line.split(" "));
  }
});
words.first();  // 回傳 "hello"

圖 3-3說明了 flatMap()與 map()的差別。你可以將 flatMap()視為回傳被「輾平」的迭
代器，所以我們得到一個所有串列的元素集合，而不是許多串列的 RDD。

圖 3-3　 RDD呼叫 flatMap()與 map()的差別

虛擬集合操作

RDD支援許多數學集合的操作，如聯集與交集，即便 RDD本身並非恰當的集合時。四
種集合操作如圖 3-4所示。要注意的是這些操作要求相關的 RDD必須是相同型別。

圖 3-4　 集合的操作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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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RDD中的元素有重複時，最常被遺忘的集合特性是元素的唯一性（uniqueness）。
如果需要唯一的元素時可以使用 RDD.distinct()轉換操作取得只包含唯一元素的
RDD集合。注意 distinct()操作成本很高，此操作必須對所有分散的資料進行洗牌
（shuffling）以確保每個元素只接收到一次。第四章會討論更多關於資料洗牌以及如何
避免的細節。

最簡單的集合操作是 union (otherRDD)，它會回傳一個包含兩邊來源集合的 RDD。這個
操作在許多使用情境中很有用（例如在多重來源端處理日誌檔）。不像數學的集合定義

的 union()，如果來源端中有資料副本，Spark的 union()結果也會包含副本資料（如果
需要可以透過 distinct()修正）。

Spark 也提供 intersection(otherRDD)操作，它只會回傳兩邊來源都有的元素 RDD 資
料集。intersection()的回傳結果會移除全部的重複資料。雖然 intersection()與 
union ()有類似的概念，但 intersection()的執行效率會差很多，它必須要跨網路進行
資料洗牌以辨識副本資料。

有時因為某些動機需要移除集合中某些資料。subtract (otherRDD)函式會與另外一個
RDD進行比較，並回傳一個新的 RDD，其值包含出現在第一個 RDD，並排除也在第二
個 RDD出現的資料。類似 intersection()，此操作也需要資料洗牌。

如 圖 3-5 所 示， 我 們 也 可 以 計 算 兩 個 RDD 的 笛 卡 兒 積（Cartesian product）。
cartesian(other)轉換操作回傳所有可能的 (a,b)對，而 a,b分別代表 a來源 RDD與 b
來源 RDD。當我們希望知道兩個 RDD間所有配對的相似度（例如，計算每個使用者對
於每個提議的期望度），可以使用笛卡兒積。我們也可以對某個 RDD自身計算笛卡兒
積，這對某些應用（例如，比對使用表間的相似度）很有幫助。但請當心，笛卡兒積對

大型 RDD是非常昂貴的操作。

圖 3-5　 兩個 RDD的笛卡兒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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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一個值為 {1,2,3,3} 的 RDD 基礎 actions

函式名稱 用途 範例 結果

collect() 回傳 RDD的全部元素 rdd.collect() {1, 2, 3, 3}

count() 回傳 RDD的元素數量 rdd.count() 4

countByValue() 回傳 RDD 中每個元素的
個別數量

rdd.countByValue() {(1, 1), 
(2, 1),
(3, 2)}

take(num) 回傳 num個 RDD元素 rdd.take(2) {1, 2}

top(num) 回傳 num個前端 RDD元素 rdd.top(2) {3, 3}

takeOrdered(num)(order 
ing)

依照提供的順序規則回傳

num個 RDD元素
rdd.takeOrdered(2) 
(myOrdering)

{3, 3}

takeSample(withReplace 
ment, num, [seed])

回傳 num個任意 RDD元素 rdd.takeSample(false, 1) 無確定值

reduce(func) 平行地組合 RDD 中的元
素（例如 sum）

rdd.reduce((x, y) => x + y) 9

fold(zero)(func) 類似 reduce()，但是必須
提供零值

rdd.fold(0)((x, y) => x + y) 9

aggregate(zeroValue) 
(seqOp, combOp)

類似 reduce()，但是用於
回傳不同型態結果

rdd.aggregate((0, 0))
((x, y) =>
(x._1 + y, x._2 + 1),
(x, y) =>
(x._1 + y._1, x._2 + y._2))

(9, 4)

foreach(func) 將提供的函式執行用於

RDD的每個元素，並且不
回傳值

rdd.foreach(func) 無回傳值

RDD型別轉變
有些函式只能使用在某類 RDD型別，例如 mean()與 variance()只能用於數字型別的
RDD，或是 join()只能用於鍵值對型別的 RDD。第四章會說明鍵值對型別的 RDD；第
六章會對數字類別 RDD介紹一些特別的函式。在 Scala以及 Java中，這些方法沒有定
義在標準 RDD類別內，為了擁有這些附加功能，必須確保有載入正確的套件以取得特
殊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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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使用者有時希望 RDD是倒序排列的，sortByKey()函式接受一個 ascending參數代
表是否希望資料是倒序排列（預設是 true）。有時候我們希望一個完全不同的排序順
序，為了實現這樣的做法，使用者可以提供自定義的比較函式。在範例 4-19到 4-21，
RDD被從數字轉換成字串，並且使用字串比較函式進行排序。

範例 4-19　Python中將整數視為字串進行排序，並使用自定義排序順序
rdd.sortByKey(ascending=True, numPartitions=None, keyfunc = lambda x: str(x))

範例 4-20　Scala中將整數視為字串進行排序，並使用自定義排序順序
val input: RDD[(Int, Venue)] = ...
implicit val sortIntegersByString = new Ordering[Int] {
  override def compare(a: Int, b: Int) = a.toString.compare(b.toString)
}
rdd.sortByKey()

範例 4-21　Java中將整數視為字串進行排序，並使用自定義排序順序
class IntegerComparator implements Comparator<Integer> {
   public int compare(Integer a, Integer b) {
     return String.valueOf(a).compareTo(String.valueOf(b))
  }
}
rdd.sortByKey(comp)

Pair RDD可以使用的行動操作
如同轉換操作，所有基礎 RDD可用的一般行動操作在 pair RDD中皆可使用。Pair RDD
可以使用一些額外的行動操作以發揮鍵值資料的優點；這些額外的行動操作列於表

4-3。

表 4-3　pair RDD 的行動操作（以 ({(1,2),(3,4),(3,6)}) 為例）

函式 描述 範例 結果

countByKey() 計算每個鍵擁有的元素數量 rdd.countByKey() {(1, 1), (3, 2)}

collectAsMap() 將結果收集成一個 map以提供較
為容易的搜尋

rdd.collectAsMap() Map{(1, 2), (3, 
4), (3, 6)}

lookup(key) 依提供的鍵回傳所有對應的值 rdd.lookup(3) [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