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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交易＋互動＋觀察

不斷增長的資料速度與複雜度

 S圖 1.3 大數據的來源（來源：Hortonworks.com） 

資料的準確性

準確性與真實性、信賴度以及資料的品質相關。大數據基本上是一團亂，存在

著許多錯誤訊息與不實資訊。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品質不佳資料的原因，可能是

技術錯誤、人為疏失、或是惡意的企圖。

1. 資訊來源或許不可靠。例如，並非所有網站都同樣值得信賴。任何來自

whitehouse.gov 或來自 nytimes.com 的資訊較可能可靠且完整。維基百科

很有用，但並非所有頁面皆同樣可信賴。在每種情況中，傳達者或許都有

其重心或自身觀點。

2. 因為人為或技術錯誤，資料可能無法正確傳輸與接收。用於收集與傳輸資

料的感應器與機器可能會故障，並可能記錄與傳送不正確的資料。緊急事

項或許會要求在特定時點及時傳輸可用的最佳資料，但這樣的資料卻會讓

稍後與更精確記錄達成一致上充滿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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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速與多變速度的資料下，最好能建立一個可擴充數量的提取點。同時，最

好也能經由長期維持計數與平均、不重複接收值等，針對資料建立至少某些元

素的控制。

在多樣的各種形式因素下，資料必須以不同方式儲存與分析。影片必須分別儲

存，並以串流模式提供使用。文字資料也可單獨儲存，進而合併、整理、並依

據主題與情感進行分析。

在不同的資料品質下，各種資料來源在提供給目標對象之前，可能需要先排定

優先順序。例如，網頁與其資料的品質，便可使用 PageRank 值來進行評價。

▌大數據分析

大數據可以透過兩種方式進行分析。它可依視覺化呈現出一個流動或靜態的

狀況。這些被稱為流動大數據（Big Data in motion）或靜止大數據（Big Data 

at rest）分析。第一種方式是即時處理傳入的資料流，針對資料進行快速與有

效的統計。第二種方式是儲存與結構化批次資料，並套用標準分析技術來產生

見解。這些接著可使用即時資訊主頁（dashboard）來進行視覺化。大量、多

樣、並大部分未結構化的資料，在處理本質上只受限於個人的想像力。

資料來源

人與人的溝通 
（例如：社交媒體）

人與機器的溝通
（Web、智慧型裝置） 

機器對機器的溝通
（物聯網）

商業交易

大數據生態系統 

資料
提取

串流處理

資料整理

批次
處理 

分散式檔案系統

計算、儲存、網路基礎建設

資料消化

資料探勘

資料視覺化

資訊主頁

報表

行動存取

 S圖 1.5：大數據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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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圖 1.7：利用希拉蕊 ‧ 柯林頓與唐納 ‧ 川普推文製成的文字雲。

▌大數據的技術挑戰

在管理大數據上存在四種主要的技術挑戰，另外也有四種對應的技術層可用來

克服這些挑戰。

儲存超大容量

第一項挑戰與儲存巨量資料相關。沒有任何儲存機器可以大到儲存永無止境成

長的資料量。因此，資料需要儲存在大量的小型不昂貴機器中。然而，在這麼

大量的機器裡，免不了會遇到機器故障的挑戰。這些機器每一台在某一時點終

究會損壞，而故障的機器將導致儲存在其中的資料遺失。

因此大數據技術的第一層，需在避免資料遺失的風險下，以可負擔的成本，協

助儲存巨量資料。它將資料分散儲存在大量叢集（cluster）的不昂貴機器中。

這可確保每一段資料會系統性地複製至多台機器，以保證永遠至少有一份可使

用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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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媒體資料流（包括推文與 Facebook 貼文以及部落格貼文），並依特定客層與

區域，分析特定關鍵字或情感。由此分析所得的可行動資訊，便被傳送至行銷

專業人員以進行適當的行動，特別是在剛推出新產品到市場上時。

 S圖 2.6：社群媒體監聽平台的架構（來源：Intelligenthq.com）

資產追蹤

美國國防部鼓勵工業界開發小型 RFID 晶片，用來避免最終會出現在航空電子

設備或電路板等其他裝置上的偽造電子零件。飛機則為感應器重度使用者之

一，它會追蹤飛機上各個部位在各層面上的效能。此資料會呈現在儀表板上，

並儲存下來供稍後詳細分析。這些感應器再配合通訊裝置一起運作，便能產生

大量的資料。

對零售商來說，顧客與員工的偷竊行為乃是營收損失的主要來源。店內所有高

價品項可以裝上 RFID 標籤，並在店門口設置 RF 感應器。這將有助於保護產

品，減少店內偷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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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圖 3.1：Google 查詢架構（來源：Google）

Google 開發了 MapReduce 平行處理架構，透過它，大型資料集便能經由

數千台電腦平行處理，每台電腦只處理部分資料，為整體工作產生快速結

果。Hadoop 資料管理工具之生態系統如 Hadoo 分散式檔案系統（HDFS）、

列式（columnar）資料庫系統如 HBase、查詢工具如 Hive 等等，都是來自

Google 的發明。而 Apache Spark 則是可產生立即結果的串流資料技術。

問題 1 ： 為什麼 Google 要發佈其 File System 與 MapReduce 平行程式設計

系統，並將它們送至開放源碼系統？

問題 2 ：運用 Google 的整個網路資料知識庫，還能夠完成什麼好事？

▌標準大數據架構

以下為第 1 章介紹的通用大數據架構（再次呈現於圖 3.2）。資料有許多來源。

所有資料皆透過一個提取系統輸送進來，資料會被分流至兩邊：串流處理系統

與批次處理系統。此處理結果會被送至 NoSQL 資料庫以供稍後檢索，或直接

傳送至許多應用程式與裝置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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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圖 4.2：Hadoop 架構（來源：Hadoop.apache.org）

Namenode 會儲存所有 DataNode 以及存放在這些 DataNode 上檔案的所有相關

資訊。NameNode 會知道以下資訊：

 - 每個 DataNode 的名稱、機櫃、容量以及健康狀態

 - 每個檔案的名稱、副本、類型、大小、時間戳、位置、健康狀態等等。

如果單一 DataNode 故障，不會產生嚴重問題。在故障 DataNode 上的資料可

從存放在其他 DataNode 上的副本存取。此故障的 DataNode 可自動在另一台

機器上重新建立，只要從另一台健康副本取得並寫入所有檔案區塊即可。每個

DataNode 會定期傳送心跳訊息給 NameNode，若未收到此訊息，便會假設此

DataNode 已失效，而 DataNode 的複製功能便會自動發揮作用，取代失效的

DataNode。

Hadoop 檔案系統具有一組功能與能力，可以完全隱藏這些細碎分散的資料，

讓使用者能以高階邏輯來處理資料。NameNode 會努力讓檔案平均分佈在叢集

中的各 DataNode 上。如此將平衡儲存與運算負載，並限制單一故障節點的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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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將小檔案打包到一個 Sequence File 容器中，將使 HDFS 與 MapReduce 在儲

存與處理小型檔案上更有效率。

Sequence File 是橫列導向的檔案格式，這表示每一列（row）的值會在檔案中

連續儲存。在單一橫列中的大量直欄需要同時處理時，此格式會十分適合。

建立、讀取與寫入 Sequence File 結構的指令相當簡單。對 MapReduce 系統來

說，儲存與合併 Sequence File 都是原生功能。一個 MapFile 基本上就是一個

帶有索引的已排序 Sequence File，讓您能依鍵進行查找。

▌YARN
YARN（Yet Another Resource Negotiator） 乃 是 Hadoop 的 架 構 中 心， 它 常

會被描述為運用於大數據應用程式中的大型、分散式作業系統。YARN 會在

一個安全且多用戶共享（multi-tenant）的環境中管理資源與監督工作量，同

時又確保能跨越多個 Hadoop 叢集存取資料。YARN 作為執行多重工具與應

用程式如互動式 SQL（例如 Hive）、即時串流（例如 Spark）、以及批次處理

（MapReduce）的共同平台，能為處理儲存在單一 HDFS 儲存平台上的資料帶

來極大彈性。它使得叢集具有更大擴充性，可擴充超過 1000 個節點，並且可

透過動態配置叢集資源到各個應用程式而改善叢集的效用。

 S圖 4.3：包含 YARN 的 Hadoop 分散式架構

YARN 中 的 資 源 管 理 者（Resource Manager） 包 含 兩 大 組 成：Scheduler 與

Applications Manager。

YARN Scheduler 會分配資源給各個發出請求的應用程式。它是根據資源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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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che Pig Apache Hive

Pig 使用一種稱為 Pig Latin 的語言。原本由

Yahoo 所創。

Hive 使用一種稱為 HiveQL 的語言。它原

本是由 Facebook 所創。

Pig Latin 是一種資料流程語言。 HiveQL 是一種查詢處理語言。

Pig Latin 是一種程序式語言，可適用於資料

流程管線範式。
HiveQL 是像 SQL 的宣告式語言。

Pig 可以處理結構化、未結構化、以及半結

構化的資料。
Hive 大部分都用於結構化的資料。

Apahche Pig 架構如下所示。

Parser 會檢查 Pig Latin 腳本程式的語法，然後產生一個 DAG（有向無環圖），

代表 Pig Latin 陳述式與邏輯運算子。在 DAG 中，腳本程式的邏輯運算子會呈

現為節點，而資料流程會呈現為邊（edges）。Optimizer 會完成邏輯最佳化，

例如在 DAG 上的投射（projection）與下推（pushdown）。compiler 會編譯已

最佳化的邏輯規劃至一系列的 MapReduce 作業中。MapReduce 作業再以排序

過的順序提交給 Hadoop。最後結果再回傳給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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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圖形資料庫（Graph Database）：圖形資料庫非常適合用於已連結資料的

問題空間，例如社交網路、空間資料、路由資訊、以及推薦引擎。舉例來

說，Google 地圖使用的地圖資料乃是以相關的分組或連結的各點來儲存。

圖形資料庫對於緊密資料關係的處理，是透過數個重要性順序來改善成

效。像 Google、Facebook、以及 LinkedIn 這類科技巨人則使用圖形資料

庫來傳遞可擴充、具見解且快速的服務。

 Neo4j 乃是具高度擴充性、具有原生圖形儲存與處理能力，最受歡迎並遵

從 ACID 的交易性（transactional）資料庫。它是一個開放源碼圖形資料

庫，以 Java 撰寫，但可從其他語言撰寫的軟體來存取。

最先受到歡迎的 NoSQL 資料庫為 HBase，它也是 Hadoop 家族的一份子。現

今最受歡迎的 NoSQL 資料庫則是 Apache Cassandra，它原本是由 Facebook

開 發， 後 來 於 2008 年 釋 出 成 為 開 放 源 碼。 其 他 NoSQL 資 料 庫 系 統 為

SimpleDB、Google 的 BigTable、MemcacheDB、Oracle NoSQL、Voldemort

等等。

▌NoSQL架構

使用者介面

Web 
用戶端  

iPhone 
App 其他 UI

邏輯上一致性
的存取

資料模型
與儲存

資料管理層

儲存設備 
／ DB

複製

 S圖 6.1：NoSQL 資料庫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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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模型

在 Cassandra 世界中，資料模型可視為一個跨越叢集分佈的地圖。換句話說，

Cassandra 中的表格是一個分散式的多維地圖，透過鍵來索引。資料值可以是

column（欄）、column family（列族）或是 super column family（超級列族）。

一個 column 是 Cassandra 世界中最小的容器，它具有以下屬性，Name（名

稱）和 Value（值）與 Timestamp（時間戳）。Super column 是帶有 Name 與

Value 的多元組（tuple）。因此一個值可以映射到許多 column。一個 column 

family 為 rows（列）與 column（欄）的集合（類似傳統 RDBMS 中的整個表

格）。column family 中的每一列可透過一個列鍵唯一識別。每一列可以有多

個 column，每一個 column 有一個名稱、值與時間戳。它不像傳統 RDBMS，

相同 column family 中的不同列不需要共享同組的 column。隨時皆可以把一

個 column 加入一個或多個列中，而不會影響完整的資料集。在一個 column 

family 中可能有數十億的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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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Column Family  

一個 super column 包含多個 column family。它是一個由鍵－值對構成的多元

組（對），在這裡鍵會映射到屬於 column family 的值。有點類似存在不止一個

表格上的「畫面」。keyspace（鍵空間）內含 column family，就好比關聯式世

界中資料庫內含表格一樣。keysapce 是用來將 column family 群組在一起，若

將它類比到傳統資料庫，即類似資料庫綱要。它是在資料儲存中最外層的資料

群組。通常在一個叢集中每個應用程式有一個 keyspace。

Cassandra的寫入

在 Cassandra 中有兩種寫入模式。Quorum Write 是一種同步操作，即用戶端在

到達最低定額（quorum）之前會被阻擋，即資料會以定額傳播到所有節點。

而 Asynchronous Write 則傳送請求至任何節點，並且節點會推送資料到適當的

節點，但會立即傳回用戶端，因此在此方式下用戶端並未被阻擋。

在寫入的操作上，用戶端是傳送一個寫入請求到單一、隨機的 Cassandra 節點

上。此節點會寫入資料到叢集。接著會使用一個可設定的複製策略將此份寫入

複製到 N 個節點，以最小化可能的資料損失。Cassandra 會決定其他節點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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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節點的距離。最接近的節點是在同一機櫃上，次接近的節點是在同一資料中

心，最遠的節點是在完全不同的資料中心。一致性可以依需求，選擇最強到最

終（從全部到任何節點回應）之間。隨著時間經過資料檔會累積，它們會定期

合併並整理至一個新檔案，因而會產生新索引。

 S Cassandra 的寫入

Cassandra的讀取

用戶端可以選擇讀取一致性的強度。單一讀取（Single Read）表示用戶端請求

會在得到最初回應時即傳回，不論資料是否可能過時。在 Quorum Read 下，

請求只有在大多數節點都回應相同值時才會回傳，而這會降低取得過時資料的

機會。

隨機的節點會從用戶端收到讀取請求。此節點會決定哪些節點擁有資料的拷

貝，然後從每個節點請求資料。當一個節點收到一個讀取請求時，回傳的資料

是從所有相關的 SSTable 以及任何未沖刷的 memtable 合併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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