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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2

Hadoop 系统的安装与操作管理

可以用三种不同的方式安装 Hadoop。本章将分别介绍这几种方法在 Linux 环境下的安
装和运行，并介绍基本的 MapReduce 程序开发过程、远程作业提交与执行方法以及如何查
看作业执行结果。

2.1

Hadoop 系统安装方法简介
Hadoop 可以用三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安装。第一种方式是单机方式，它允许在一台运

行 Linux 或 Windows 下虚拟 Linux 的单机上安装运行 Hadoop 系统。该方式通常适用于程序
员先在本地编写和调试程序。第二种方式是单机伪分布方式，它允许在一台运行 Linux 或
Windows 下虚拟 Linux 的单机上，用伪分布方式，以不同的 Java 进程模拟分布运行环境中
的 NameNode、DataNode、JobTracker、TaskTracker 等各类节点。第三种方式是集群分布模
式，它是在一个真实的集群环境下安装运行 Hadoop 系统，集群的每个节点可以运行 Linux 或
Windows 下的虚拟 Linux。单机和单机伪分布模式下编写调试完成的程序通常不需修改即可在
真实的分布式 Hadoop 集群下运行，但通常需要修改配置。
在 Windows 下安装运行 Hadoop，首先需要安装 Cygwin 来模拟 Linux 环境。通常，如
果用户需要在自己的 Windows 环境单机上安装运行 Hadoop 时可以这样做；但如果是真实的
集群环境建议不要用这种方式，因为 Windows 环境下模拟虚拟 Linux 环境运行 Hadoop 会比
较复杂，而且运行效率将大为下降。

2.2

单机和单机伪分布式 Hadoop 系统安装基本步骤
默认情况下，Hadoop 被配置成一个以非分布式模式运行的独立 Java 进程，适合程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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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地做编程和调试工作。Hadoop 也可以在单节点上以伪分布式模式运行，用不同的 Java 进
程模拟分布式运行中的各类节点（NameNode、DataNode、JobTracker、TaskTracker 和 Secondary
NameNode）。

2.2.1

安装和配置 JDK

Hadoop 是以 Java 语言写成，因而需要在本地计算机上预先安装 Java 6 或者更新版本。
尽管其他 Java 安装包也声称支持 Hadoop，但使用最广的仍然要数 Sun 的 JDK。
在这里，我们采用的版本为 jdk-6u23-linux-x64。安装步骤如下：
1）将 jdk-6u23-linux-x64-rpm.bin 拷贝到所需要的安装目录下，如 /usr/jdk。
2）执行 ./jdk-6u23-linux-x64-rpm.bin 安装文件。
3）配置 JAVA_HOME 以及 CLASS_PATH，vi 进入 /etc/profile，在文件最后加上如下语句：
JAVA_HOME=/usr/java/jdk1.6.0
PATH=$JAVA_HOME/bin:$PATH
CLASSPATH=.:$JAVA_HOME/lib/dt.jar:$JAVA_HOME/lib/tools.jar
export JAVA_HOME PATH CLASSPATH

保存退出，执行以下命令使得配置文件生效。
$source /etc/prof ile

4）执行以下命令查看当前版本配置是否生效。
$java –version

5）查看 CLASSPATH 有无生效，可编写 HelloWorld 类至当前目录，执行以下命令分别
进行编译和执行，查看结果是否正确。
$javac HelloWorld.java
$java HelloWorld

2.2.2

创建 Hadoop 用户

为 Hadoop 创建一个专门的用户，例如 hadoop ：hadoop-user（用户名：用户组）。可以
在安装系统的时候就创建，也可以在安装好之后用如下命令创建：
#groupadd hadoop-user
#useradd –g hadoop-user hadoop
#passwd hadoop

2.2.3

下载安装 Hadoop

从 Apache Hadoop 发布页面（http://hadoop.apache.org/coases.html）下载一个稳定的发布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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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被打包成一个 gzipped tar 文件），再解压缩到本地文件系统中。在这里采用的 Hadoop
版本是 Hadoop-1.2.1。
$tar –xzvf hadoop-1.2.1.tar.gz

2.2.4

配置 SSH

为了保证在远程管理 Hadoop 节点以及 Hadoop 节点间用户共享访问时的安全性，Hadoop
系统需要配置和使用 SSH（安全外壳协议）。在单机模式下无需任何守护进程，因此不需要进
行 SSH 设置，但是在单机伪分布模式和集群分布模式下需要进行 SSH 设置。
Hadoop 需要通过 SSH 来启动 Slave 列表中各台主机的守护进程。但由于 SSH 需要用户
密码登录，因此为了在系统运行中完成节点的免密码登录和访问，需要将 SSH 配置成免密码
登录方式。
配置 SSH 的主要工作是创建一个认证文件，使得用户以 public key 方式登录，而不用手
工输入密码。配置基本配置步骤如下。
1）生成密钥对，执行如下命令：
$ssh-keygen –t rsa

2）然后一直按 <Enter> 键 , 就会按照默认的选项将生成的密钥对保存在 .ssh/id_rsa 文件
中 , 如图 2-1 所示。

图 2-1

将密钥对保存在 .ssh/id.rsa 文件中

3）进入 .ssh 目录，执行如下命令：
$cp id_rsa.pub authorized_keys

4）此后执行如下命令 :
$ssh localhost

41

42

第一部分 Hadoop 系统

5）测试一下能否登录 , 是否可实现用 SSH 连接并且不需要输入密码。

2.2.5

配置 Hadoop 环境

切 换 到 Hadoop 的 安 装 路 径 找 到 hadoop-1.2.1 下 的 conf/hadoop-env.sh 文 件 夹， 使 用 vi
或文本编辑器打开，添加如下语句：
$export JAVA_HOME=/usr/java/jdk1.6.0

Hadoop-1.2.1 的配置文件是 conf/core-site.xml、conf/hdfs-site.xml 和 conf/mapred-site.xml。其中
core-site.xml 是全局配置文件，hdfs-site.xml 是 HDFS 的配置文件，mapred-site.xml 是 MapReduce 的
配置文件。以下列出几个示例配置文件。
core-site.xml 的文档内容如下所示：
<?xml version="1.0"?>
<?xml-stylesheet type="text/xsl" href="conf iguration.xsl"?>
<!-- Put site-specif ic property overrides in this f ile. -->
<conf iguration>
<property>
<name>hadoop.tmp.dir</name>
<value>/tmp/hadoop/hadoop-${user.name}</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fs.default.name</name>
<value>hdfs:// localhost:9000</value>
<!—注意这里要填写自己的 IP-->
</property>
</conf iguration>

hdfs-site.xml 的文档内容如下所示：
<?xml version="1.0"?>
<?xml-stylesheet type="text/xsl" href="conf iguration.xsl"?>
<!-- Put site-specif ic property overrides in this f ile. -->
<conf iguration>
<property>
<name>dfs.namenode.name.dir</name>
<value>/home/hadoop/hadoop_dir/dfs/name</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dfs.datanode.data.dir</name>
<value>f ile:// /home/hadoop/hadoop_dir/dfs/data</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dfs.replication</name>
<value>1</value>
</property>
</conf 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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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red-site.xml 的文档内容如下所示：
<?xml version="1.0"?>
<?xml-stylesheet type="text/xsl" href="conf iguration.xsl"?>
<!-- Put site-specific property overrides in this f ile. -->
<conf iguration>
<property>
<name>mapred.job.tracker</name>
<value>localhost:9001</value>
<!—注意这里要填写自己的 IP-->
</property>
<property>
<name>mapreduce.cluster.local.dir</name>
<value>/home/hadoop/hadoop_dir/mapred/local</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mapreduce.jobtracker.system.dir</name>
<value>/home/hadoop/hadoop_dir/mapred/system</value>
</property>
</conf iguration>

2.2.6

Hadoop 的运行

1. 格式化 HDFS 文件系统
在初次安装和使用 Hadoop 之前，需要格式化分布式文件系统 HDFS。使用如下命令格
式化分布式文件系统：
$bin/hadoop namenode –format

2. 启动 Hadoop 环境
启动 Hadoop 守护进程，命令如下：
$bin/start-all.sh

成功执行后将在本机上启动 NameNode、DataNode、JobTracker、TaskTracker 和 Secondary
NameNode 五个新的 Java 进程。
3. 停止 Hadoop 守护进程
最后需要停止 Hadoop 守护进程，命令如下：
$bin/stop-all.sh

2.2.7

运行测试程序

下面用一个程序测试能否运行任务，示例程序是一个 Hadoop 自带的 PI 值的计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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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参数是指要运行的 map 的次数，第二个参数是指每个 map 任务取样的个数。
$hadoop jar $HADOOP_HOME/hadoop-examples-1.2.1.jar \
pi2 5

2.2.8

查看集群状态

当 Hadoop 启动之后，可以用 jps 命令查看一下它是不是正常启动。
$jps
4706
4582
4278
4413
4853
4889

JobTracker
SecondaryNameNode
NameNode
DataNode
TaskTracker
Jps

如果显示以上的信息，则表示 Hadoop 已正常启动。

2.3

集群分布式 Hadoop 系统安装基本步骤
Hadoop 安装时对 HDFS 和 MapReduce 的节点允许用不同的系统配置方式。在 HDFS 看来，

节点分别为主控节点 NameNode 和数据存储节点 DataNode，其中 NameNode 只有一个，DataNode
可以有多个。在 MapReduce 看来，节点又可以分为作业主控节点 JobTracker 和任务执行节点
TaskTracker，其中 JobTracker 只有一个，TaskTracker 可以有多个。NameNode 和 JobTracker 可以
部署在不同的机器上，也可以部署在同一台机器上，但一般中小规模的集群通常都把 NameNode
和 JobTracker 安 装 配 置 在 同 一 个 主 控 服 务 器 节 点 上。 部 署 NameNode 和 JobTracker 的 机 器 是
Master（主服务器）
，其余的机器都是 Slaves（从服务器）。详细的安装和配制过程如下。

2.3.1

安装和配置 JDK

集群分布式 Hadoop 系统的安装首先也需要在每台机器上安装 JDK。和单机伪分布式一
样，我们采用的版本为 jdk-6u23-linux-x64。在集群中的每台机器上安装 JDK，步骤如下：
1）将 jdk-6u23-linux-x64-rpm.bin 拷贝到所需要的安装目录下，如 /usr/jdk。
2）执行 ./jdk-6u23-linux-x64-rpm.bin 安装文件。
3）配置 JAVA_HOME 以及 CLASS_PATH，vi 进入 /etc/profile，在文件最后加上如下语句：
JAVA_HOME=/usr/java/jdk1.6.0
PATH=$JAVA_HOME/bin:$PATH
CLASSPATH=.:$JAVA_HOME/lib/dt.jar:$JAVA_HOME/lib/tools.jar
export JAVA_HOME PATH CLASSPATH

保存退出 , 执行 source /etc/profile 使得配置文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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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执行 java-version 查看当前版本配置有没有生效。
5）执行以下命令分别进行编译和执行，查看结果是否正确。
$javac HelloWorld.java
$java HelloWorld

2.3.2

创建 Hadoop 用户

在所有机器上建立相同的用户名，例如名为“ hadoop ”的用户名。这一步使用如下命令
实现：
#useradd –m hadoop
#passwd hadoop

成功建立 Hadoop 用户后 , 输入的密码就是该用户的密码。

2.3.3

下载安装 Hadoop

和单机伪分布式一样，从 Apache Hadoop 发布页面（http://hadoop.apache.org/coases.html）下
载一个稳定的发布包，再解压缩到本地文件系统中。在这里采用的 Hadoop 版本是 Hadoop-1.2.1。
$tar –xzvf hadoop-1.2.1.tar.gz

2.3.4

配置 SSH

该配置主要是为了实现在机器之间访问时免密码登录。在所有机器上建立 .ssh 目录，执
行如下命令：
$mkdir .ssh

在 NameNode 上生成密钥对 , 执行如下命令：
$ssh-keygen –t rsa

然后一直按 <Enter> 键 , 就会按照默认的选项将生成的密钥对保存在 .ssh/id_rsa 中。接
着执行如下命令：
$cd ~/.ssh
$cp id_rsa.pub authorized_keys
$scp authorized_keys datanode1:/home/hadoop/.ssh
$scp authorized_keys datanode2:/home.hadoop/.ssh

最后进入所有机器的 .ssh 目录 , 改变 authorized_keys 文件的许可权限 :
$chmod 644 authorized_keys

这时从 NameNode 向其他机器发起 SSH 连接 , 只要在第一次登录时需要输入密码 , 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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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再需要输入密码。

2.3.5

配置 Hadoop 环境

要在所有机器上配置 Hadoop，首先在 NameNode 上进行配置，执行如下的解压缩命令：
$tar –xzvf /home/hadoop/hadoop-1.2.1.tar.gz

Hadoop 的配置文件主要存放在 hadoop 安装目录下的 conf 目录中 , 主要有以下几个配置
文件要修改 :
conf/hadoop-env.sh：Hadoop 环境变量设置。
conf/core-site.xml：主要完成 NameNode 的 IP 和端口设置。
conf/hdfs-site.xml：主要完成 HDFS 的数据块副本等参数设置。
conf/mapred-site.xml：主要完成 JobTracker IP 和端口设置。
conf/masters：完成 Master 节点 IP 设置。
conf/slaves：完成 Slaves 节点 IP 设置。
1. 编辑 core-site.xml、hdfs-site.xml 和 mapred-site.xml
core-site.xml 的文档内容如下所示：
<?xml version="1.0"?>
<?xml-stylesheet type="text/xsl" href="conf iguration.xsl"?>
<!-- Put site-specif ic property overrides in this f ile. -->
<conf iguration>
<property>
<name>hadoop.tmp.dir</name>
<value>/tmp/hadoop/hadoop-${user.name}</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fs.default.name</name>
<value>hdfs:// 192.168.1.253:9000</value>
<!—注意这里要填写自己的 IP-->
</property>
</conf iguration>

hdfs-site.xml 的文档内容如下所示：
<?xml version="1.0"?>
<?xml-stylesheet type="text/xsl" href="conf iguration.xsl"?>
<!-- Put site-specif ic property overrides in this f ile. -->
<conf iguration>
<property>
<name>dfs.namenode.name.dir</name>
<value>/home/hadoop/hadoop_dir/dfs/name</value>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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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
<name>dfs.datanode.data.dir</name>
<value>f ile:// /home/hadoop/hadoop_dir/dfs/data</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dfs.replication</name>
<!- 副本数根据集群中 Slave 节点的数目而定 , 一般小于 Slave 节点数 -->
<value>1</value>
</property>
</conf iguration>

mapred-site.xml 的文档内容如下所示：
<?xml version="1.0"?>
<?xml-stylesheet type="text/xsl" href="conf iguration.xsl"?>
<!-- Put site-specif ic property overrides in this f ile. -->
<conf iguration>
<property>
<name>mapred.job.tracker</name>
<value>192.168.1.253:9001</value>
<!—注意这里要填写自己的 IP-->
</property>
<property>
<name>mapreduce.cluster.local.dir</name>
<value>/home/hadoop/hadoop_dir/mapred/local</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mapreduce.jobtracker.system.dir</name>
<value>/home/hadoop/hadoop_dir/mapred/system</value>
</property>
</conf iguration>

2. 编辑 conf/masters
修改 conf/masters 文件为 Master 的主机名，每个主机名一行，此处即为 NameNode。
3. 编辑 conf/slaves
加入所有 Slaves 的主机名，即 datanode1 和 datanode2。
4. 把 Hadoop 安装文件复制到其他节点上
要把 Hadoop 安装文件复制到其他节点上，需要执行如下命令：
$scp –r hadoop-1.2.1 datanode1:/home/hadoop
$scp –r hadoop-1.2.1 datanode2:/home/hadoop

5. 编辑所有机器的 conf/hadoop-env.sh
将 JAVA_HOME 变量设置为各自的 Java 安装的根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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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Hadoop 已经在集群上部署完毕。如果要新加入或删除节点，仅需修改所有节点的
master 和 slaves 配置文件。

2.3.6

Hadoop 的运行

1. 格式化 HDFS 文件系统
在初次安装和使用 Hadoop 之前，需要格式化分布式文件系统 HDFS，操作命令如下：
$bin/hadoop namenode -format

2. 启动 Hadoop 环境
启动 Hadoop 守护进程。在 NameNode 上启动 NameNode、JobTracker 和 Secondary NameNode，
在 datanode1 和 datanode2 上启动 DataNode 和 TaskTracker，并用如下 jps 命令检测启动情况：
$bin/start-all.sh
$jps

Namenode 节点上启动正常结果如下所示：
$jps
14730
15099
14375
14825

SecondaryNameNode
Jps
NameNode
JobTracker

用户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执行如下命令：
1）start-all.sh ：启动所有的 Hadoop 守护进程，包括 NameNode、DataNode、JobTracker
和 TaskTracker。
2）stop-all.sh：停止所有的 Hadoop 守护进程。
3）start-mapred.sh：启动 Map/Reduce 守护进程，包括 JobTracker 和 TaskTracker。
4）stop-mapred.sh：停止 Map/Reduce 守护进程。
5）start-dfs.sh：启动 Hadoop DFS 守护进程，包括 NameNode 和 DataNode。
6）stop-dfs.sh：停止 Hadoop DFS 守护进程。
要停止 Hadoop 守护进程，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
$bin/stop-all.sh

2.3.7

运行测试程序

下面用一个程序测试能否运行任务，示例程序是一个 Hadoop 自带的 PI 值的计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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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参数是指要运行的 map 的次数，第二个参数是指每个 map 任务取样的个数。
$hadoop jar $HADOOP_HOME/hadoop-examples-0.20.205.0.jar \pi2 5

2.3.8

查看集群状态

当 Hadoop 启动之后，可以用 jps 命令查看一下它是不是正常启动。在 NameNode 节点
上输入 jps 命令：
$jps
4706
4582
4278
4889

JobTracker
SecondaryNameNode
NameNode
Jps

在 DataNode 节点上输入 jps 命令：
$jps
4413 DataNode
4853 TaskTracker
4889 Jps

如果显示以上的信息，则 Hadllop 已表示正常启动。

2.4

Hadoop MapReduce 程序开发过程
Hadoop MapReduce 程序的开发一般是在程序员本地的单机 Hadoop 系统上进行程序设

计与调试，然后上载到 Hadoop 集群上运行。开发环境可以使用 Eclipse，也可以使用其他开
发环境，如 IntelliJ2。本节仅仅介绍使用 Eclipse 开发 Hadoop 程序的过程。
Eclipse 是一个开源的软件集成开发环境（IDE），可以提供对 Java 应用的编程开发所需
要的完整工具平台。Eclipse 官方网站：http://www.eclipse.org/。
可以下载 Linux 版本的 Eclipse IDE for Java 开发包，并安装在本地的 Linux 系统中。
1. 启动 Eclipse
启动 Eclipse 后，会出现如图 2-2 所示的界面
2. 创建 Java Project
创建 Java Project 的界面如图 2-3 所示。

IntelliJ 官方网站：http://www.jetbrains.com/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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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图 2-3

启动 Eclipse

创建 Java Project

3. 配置 Java Project
这一步需要加入外部的 jar 文件：hadoop-core-1.2.1.jar 以及 lib 下所有的 jar 包，见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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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加入相应 jar 包

4. 编写程序代码
编写相应的 MapReduce 程序的代码，见图 2-5。

图 2-5

编写程序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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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编译源代码
编译 MapReduce 程序。待完成编译时，导出 jar 文件，如图 2-6 所示。

图 2-6

编译源代码

6. 本地运行调试
在导出 jar 文件的时候，需要指定一个主类 Main Class，作为默认执行的一个类。将程
序复制到本地 Hadoop 系统的执行目录，可以准备一个小的测试数据，即可通过 Hadoop 的
安装包进行运行调试。
7. 远程作业提交
当需要用集群进行海量数据处理时，在本地程序调试正确运行后，可按照远程作业提交
步骤，将作业提交到远程集群上运行。
以 Hadoop MapReduce 计算 PI 值的示例程序为例，运行程序的命令是：
$hadoop jar $HADOOP_HOME/hadoop-examples-1.2.1.jar \pi2 5

其中，第一个参数是指要运行的 map 的次数 ; 第二个参数是指每个 map 任务取样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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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集群远程作业提交与执行

2.5.1

集群远程作业提交和执行过程

Hadoop 程序开发与作业提交的基本过程如图 2-7 所示。
具体可分为以下 2 个步骤：
（1）在本地完成程序编写和调试
在自己本地安装了单机分布式或单机伪
分布式 Hadoop 系统的机器上，完成程序编
写和调试工作。

1䊻⡟⭹⢁㾕
⧭㿓䈌⮘㬵

（2）创建用户账户

䑘〛

2.㩰⪌⧭㿓
䇤⿈ 䈌㭞㈾

为了能访问 Hadoop 集群提交作业，需
要为每个程序用户创建一个账户，获取用户

Hadoop
ゐ㦛

图 2-7

3.䊻ゐ㦛㩰
㶋⧪ェ㰄䔘䄖

Hadoop 程序开发与作业提交的基本过程

名、密码等信息。
1）将数据和程序传送到 Hadoop 集群，准备好数据和程序目录，用 scp 命令传送到 Hadoop
平台主机上。
2）用 SSH 命令远程登录到 Hadoop 集群。
3）将数据复制到 HDFS 中，进入到程序包所在的目录，用 hadoop dfs-put 命令将数据从
Linux 文件系统中复制到 HDFS 中。
4）用 hadoop jar 命令向 Hadoop 提交计算作业。在这里需要注意，如果程序中涉及到
HDFS 的输出目录，这些目录事先不能存在，若存在，需要先删除。

2.5.2

查看作业执行结果和集群状态

1. 查看作业运行结果
查阅 HDFS 中的目录，查看计算结果，如图 2-8 所示。也可以将文件从 HDFS 中复制到
Linux 文件系统中查看。

图 2-8

HDFS 下的任务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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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 Hadoop 的 Web 界面查看 Hadoop 集群和作业状态
在浏览器中打开 http://NameNode 节点 IP ：50070/ 可以看到集群的基本信息，如图 2-9
所示。

图 2-9

通过 Hadoop 查看集群的基本信息

相应地，在浏览器中打开 http://NameNode 节点 IP ：50030/ 可以看到集群上的任务执行
情况，如图 2-10 所示。
点击一个作业可以查看作业的详细信息，如图 2-11 所示。

图 2-10

查看集群上的任务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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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查看作业执行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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