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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章

大数据存储——分布式文件系统 HDFS

大数据处理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有效存储规模巨大的数据？对于大数据处理应用
来说，依靠集中式的物理服务器来保存数据是不现实的，容量也好，数据传输速度也好，都
会成为瓶颈。要实现大数据的存储，需要使用几十台、几百台甚至更多的分布式服务器节点。
为了统一管理这些节点上存储的数据，必须要使用一种特殊的文件系统——分布式文件系统。
为了提供可扩展的大数据存储能力，Hadoop 设计提供了一个分布式文件系统 HDFS（Hadoop
Distributed File System）。
本章首先简要介绍 HDFS 的基本特征、基本构架、工作过程，以及 HDFS 的可靠性设计
和数据存储及访问方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介绍 HDFS 的文件操作命令和 HDFS 的编程接口
和编程示例。

3.1

HDFS 的基本特征与构架
HDFS 被设计成在普通的商用服务器节点构成的集群上即可运行，它和已有的分布式文

件系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HDFS 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具有有别于其他系统的独特优
点。这个特殊的文件系统具有相当强大的容错能力，保证其在成本低廉的普通商用服务器上
也能很好地运行；进一步，HDFS 可以提供很高的数据吞吐能力，这对于那些需要大数据处
理的应用来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特征；另外，HDFS 可以采用流式访问的方式读写数据，
在编程方式上，除了 API 的名称不一样以外，通过 HDFS 读写文件和通过本地文件系统读写
文件在代码上基本类似，因而非常易于编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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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HDFS 的基本特征

HDFS 具有下列六种基本特征。
（1）大规模数据分布存储能力
HDFS 以分布存储方式和良好的可扩展性提供了大规模数据的存储能力，可基于大量分
布节点上的本地文件系统，构建一个逻辑上具有巨大容量的分布式文件系统，并且整个文件
系统的容量可随集群中节点的增加而线性扩展。HDFS 不仅可存储 GB 级到 TB 级别大小的
单个文件，还可以支持在一个文件系统中存储高达数千万量级的文件数量。这种分布式文件
系统为上层的大数据处理应用程序提供了完全透明的数据存储和访问功能支撑，使得应用程
序完全感觉不到其数据在物理上是分布存储在一组不同机器上的。
（2）高并发访问能力
HDFS 以多节点并发访问方式提供很高的数据访问带宽（高数据吞吐率），并且可以把带
宽的大小等比例扩展到集群中的全部节点上。
（3）强大的容错能力
在 HDFS 的设计理念中，硬件故障被视作是一个常态。因此，HDFS 的设计思路保证了
系统能在经常有节点发生硬件故障的情况下正确检测硬件故障，并且能自动从故障中快速恢
复，确保数据不丢失。为此，HDFS 采用多副本数据块形式存储（默认副本数目是 3），按照
块的方式随机选择存储节点。
（4）顺序式文件访问
大数据批处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大量简单数据记录的顺序处理。针对这个特性，为了
提高大规模数据访问的效率，HDFS 对顺序读进行了优化，支持大量数据的快速顺序读出，
代价是对于随机的访问负载较高。
（5）简单的一致性模型（一次写多次读）
HDFS 采用了简单的“一次写多次读”模式访问文件，支持大量数据的一次写入、多次
读取；不支持已写入数据的更新操作，但允许在文件尾部添加新的数据。
（6）数据块存储模式
与常规的文件系统不同，HDFS 采用基于大粒度数据块的方式存储文件，默认的块大小
是 64MB，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减少元数据的数量，并且可以允许将这些数据块通过随机方
式选择节点，分布存储在不同的地方。

3.1.2

HDFS 的基本框架与工作过程

1. 基本组成结构与文件访问过程
HDFS 是一个建立在一组分布式服务器节点的本地文件系统之上的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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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经典的主 - 从式结构，其基本组成结构如图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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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FS 的基本组成结构

一个 HDFS 文件系统包括一个主控节点 NameNode 和一组 DataNode 从节点。NameNode
是一个主服务器，用来管理整个文件系统的命名空间和元数据，以及处理来自外界的文件访
问请求。NameNode 保存了文件系统的三种元数据：1）命名空间，即整个分布式文件系统的
目录结构；2）数据块与文件名的映射表；3）每个数据块副本的位置信息，每一个数据块默
认有 3 个副本。
HDFS 对外提供了命名空间，让用户的数据可以存储在文件中，但是在内部，文件可能
被分成若干个数据块。DataNode 用来实际存储和管理文件的数据块。文件中的每个数据块默
认的大小为 64MB ；同时为了防止数据丢失，每个数据块默认有 3 个副本，且 3 个副本会分
别复制在不同的节点上，以避免一个节点失效造成一个数据块的彻底丢失。
每个 DataNode 的数据实际上是存储在每个节点的本地 Linux 文件系统中。
在 NameNode 上可以执行文件操作，比如打开、关闭、重命名等；而且 NameNode 也负
责向 DataNode 分配数据块并建立数据块和 DataNode 的对应关系。DataNode 负责处理文件
系统用户具体的数据读写请求，同时也可以处理 NameNode 对数据块的的创建、删除副本的
指令。
NameNode 和 DataNode 对 应 的 程 序 可 以 运 行 在 廉 价 的 普 通 商 用 服 务 器 上。 这 些 机 器
一 般 都 运 行 着 GNU/Linux 操 作 系 统。HDFS 由 Java 语 言 编 写， 支 持 JVM 的 机 器 都 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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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行 NameNode 和 DataNode 对 应 的 程 序。 虽 然 一 般 情 况 下 是 GNU/Linux 系 统， 但 是 因
为 Java 的可移植性，HDFS 也可以运行在很多其他平台之上。一个典型的 HDFS 部署情况
是：NameNode 程序单独运行于一台服务器节点上，其余的服务器节点，每一台运行一个
DataNode 程序。
在一个集群中采用单一的 NameNode 可以大大简化系统的架构。另外，虽然 NameNode
是所有 HDFS 的元数据的唯一所有者，但是，程序访问文件时，实际的文件数据流并不会通
过 NameNode 传送，而是从 NameNode 获得所需访问数据块的存储位置信息后，直接去访问
对应的 DataNode 获取数据。这样设计有两点好处：一是可以允许一个文件的数据能同时在
不同 DataNode 上并发访问，提高数据访问的速度；二是可以大大减少 NameNode 的负担，
避免使得 NameNode 成为数据访问瓶颈。
HDFS 的基本文件访问过程是：
1）首先，用户的应用程序通过 HDFS 的客户端程序将文件名发送至 NameNode。
2）NameNode 接收到文件名之后，在 HDFS 目录中检索文件名对应的数据块，再根据
数据块信息找到保存数据块的 DataNode 地址，将这些地址回送给客户端。
3）客户端接收到这些 DataNode 地址之后，与这些 DataNode 并行地进行数据传输操作，
同时将操作结果的相关日志（比如是否成功，修改后的数据块信息等）提交到 NameNode。
2. 数据块
为了提高硬盘的效率，文件系统中最小的数据读写单位不是字节，而是一个更大的概
念——数据块。但是，数据块的信息对于用户来说是透明的，除非通过特殊的工具，否则很
难看到具体的数据块信息。
HDFS 同样也有数据块的概念。但是，与一般文件系统中大小为若干 KB 的数据块不同，
HDFS 数据块的默认大小是 64MB，而且在不少实际部署中，HDFS 的数据块甚至会被设置
成 128MB 甚至更多，比起文件系统上几个 KB 的数据块，大了几千倍。
将数据块设置成这么大的原因是减少寻址开销的时间。在 HDFS 中，当应用发起数据
传输请求时，NameNode 会首先检索文件对应的数据块信息，找到数据块对应的 DataNode ；
DataNode 则根据数据块信息在自身的存储中寻找相应的文件，进而与应用程序之间交换数
据。因为检索的过程都是单机运行，所以要增加数据块大小，这样就可以减少寻址的频度和
时间开销。
3. 命名空间
HDFS 中的文件命名遵循了传统的“目录 / 子目录 / 文件”格式。通过命令行或者是 API
可以创建目录，并且将文件保存在目录中；也可以对文件进行创建、删除、重命名操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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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HDFS 中不允许使用链接（硬链接和符号链接都不允许）。命名空间由 NameNode 管理，
所有对命名空间的改动（包括创建、删除、重命名，或是改变属性等，但是不包括打开、读
取、写入数据）都会被 HDFS 记录下来。
HDFS 允许用户配置文件在 HDFS 上保存的副本数量，保存的副本数称作“副本因子”
（Replication Factor），这个信息也保存在 NameNode 中。
4. 通信协议
作为一个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 中大部分的数据都是通过网络进行传输的。为了保证
传输的可靠性，HDFS 采用 TCP 协议作为底层的支撑协议。应用可以向 NameNode 主动发起
TCP 连接。应用和 NameNode 交互的协议称为 Client 协议，NameNode 和 DataNode 交互的
协议称为 DataNode 协议（这些协议的具体内容请参考其他资料）。而用户和 DataNode 的交
互是通过发起远程过程调用（Remote Procedure Call，RPC）、并由 NameNode 响应来完成的。
另外，NameNode 不会主动发起远程过程调用请求。
5. 客户端
严格来讲，客户端并不能算是 HDFS 的一部分，但是客户端是用户和 HDFS 通信最常见
也是最方便的渠道，而且部署的 HDFS 都会提供客户端。
客户端为用户提供了一种可以通过与 Linux 中的 Shell 类似的方式访问 HDFS 的数据。
客户端支持最常见的操作如（打开、读取、写入等）；而且命令的格式也和 Shell 十分相似，
大大方便了程序员和管理员的操作。具体的命令行操作详见 3.4 节。
除了命令行客户端以外，HDFS 还提供了应用程序开发时访问文件系统的客户端编程接
口，具体的 HDFS 编程接口详见 3.5 节。

3.2

HDFS 可靠性设计
Hadoop 能得到如此广泛的应用，和背后默默支持它的 HDFS 是分不开的。作为一个能

在成百上千个节点上运行的文件系统，HDFS 在可靠性设计上做了非常周密的考虑。

3.2.1

HDFS 数据块多副本存储设计

作为一个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 采用了在系统中保存多个副本的方式保存数据（以下
简称多副本），且同一个数据块的多个副本会存放在不同节点上，如图 3-2 所示。采用这种多
副本方式有以下几个优点：1）采用多副本，可以让客户从不同的数据块中读取数据，加快
传输速度；2）因为 HDFS 的 DataNode 之间通过网络传输数据，如果采用多个副本可以判断
数据传输是否出错；3）多副本可以保证某个 DataNode 失效的情况下，不会丢失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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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FS 数据块多副本存储

HDFS 按照块的方式随机选择存储节点，为了可以判断文件是否出错，副本个数默认为
3（注：如果副体个数为 1 或 2 的话，是不能判断数据对错的）。出于数据传输代价以及错误
恢复等多方面的考虑，副本的保存并不是均匀分布在集群之中的，关于副本保存分布和维持
DataNode 负载均衡的更详细的内容，可以参考后面 3.4.4 节关于 balancer 的介绍。

3.2.2

HDFS 可靠性的设计实现

1. 安全模式
HDFS 刚刚启动时，NameNode 会进入安全模式（safe mode）。处于安全模式的 NameNode
不能做任何的文件操作，甚至内部的副本创建也是不允许的。NameNode 此时需要和各个
DataNode 通信，获得 DataNode 保存的数据块信息，并对数据块信息进行检查。只有通过了
NameNode 的检查，一个数据块才被认为是安全的。当认为安全的数据块所占的比例达到了某
个阈值（可配置），NameNode 才会退出。
2. SecondaryNameNode
Hadoop 中 使 用 SecondaryNameNode 来 备 份 NameNode 的 元 数 据， 以 便 在 NameNode 失
效 时 能 从 SecondaryNameNode 恢 复 出 NameNode 上 的 元 数 据。SecondaryNameNode 充 当
NameNode 的一个副本，它本身并不处理任何请求，因为处理这些请求都是 NameNode 的责任。
NameNode 中保存了整个文件系统的元数据，而 SecondaryNameNode 的作用就是周期
性（周期的长短也是可以配置的）保存 NameNode 的元数据。这些元数据中包括文件镜像数
据 FsImage 和 编 辑 日 志 数 据 EditLog。FsImage 相 当 于 HDFS 的 检 查 点，NameNode 启 动 时
候会读取 FsImage 的内容到内存，并将其与 EditLog 日志中的所有修改信息合并生成新的
FsImage；在 NameNode 运行过程中，所有关于 HDFS 的修改都将写入 EditLog。这样，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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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Node 失效，可以通过 Secondary NameNode 中保存的 FsImage 和 EditLog 数据恢复出
NameNode 最近的状态，尽量减少损失。
3. 心跳包（HeartBeats）和副本重新创建（re-replication）
如果 HDFS 运行过程中，一部分 DataNode 因为崩溃或是掉线等原因，离开了 HDFS 系
统， 怎 么 办？ 为 了 保 证 NameNode 和 各 个 DataNode 的 联 系，HDFS 采 用 了 心 跳 包（Heart
beat）机制。位于整个 HDFS 核心的 NameNode，通过周期性的活动来检查 DataNode 的活
性，就像跳动的心脏一样，所以，这里把这些包就叫做心跳包。NameNode 周期性向管理的
各个 DataNode 发送心跳包，而收到心跳包的 DataNode 则需要回复。因为心跳包总是定时
发送的，所以 NameNode 就把要执行的命令也通过心跳包发送给 DataNode，而 DataNode
收到心跳包，一方面回复 NameNode，另一方面就开始了与用户或者应用的数据传输。
如果侦测到了 DataNode 失效，那么之前保存在这个 DataNode 上的数据就变成不可用
的。那么，如果有的副本存储在失效的 DataNode 上，则需要重新创建这个副本，放到另外
可用的地方。其他需要创建副本的情况包括数据块校验失败等。
4. 数据一致性
一般来讲，DataNode 与应用数据交互的大部分情况都是通过网络进行的，而网络数据
传输带来的一大问题就是数据是否能原样到达。为了保证数据的一致性，HDFS 采用了数据
校验和（CheckSum）机制。创建文件时，HDFS 会为这个文件生成一个校验和，校验和文件
和文件本身保存在同一空间中。传输数据时会将数据与校验和一起传输，应用收到数据后可
以进行校验，如果两个校验的结果不同，则文件肯定出错了，这个数据块就变成了无效的。
如果判定数据无效，就需要从其他 DataNode 上读取副本。
5. 租约
在 Linux 中，为了防止出现多个进程向同一个文件写数据的情况，采用了文件加锁的机
制。而在 HDFS 中，同样也需要一种机制来防止同一个文件被多个人写入数据。这种机制就
是租约（Lease）。每当写入文件之前，一个客户端必须要获得 NameNode 发放的一个租约。
NameNode 保证同一个文件只会发放一个允许写的租约，那么就可以有效防止出现多人写入
的情况。
不过，租约的作用不止于此。如果 NameNode 发放租约之后崩溃了，怎么办？或者如果客
户端获得租约之后崩溃了，又怎么办？第一个问题可以通过前面提到的恢复机制解决。而第二
个问题，则通过在租约中加入时间限制来解决。每当租约要到期时，客户端需要向 NameNode
申请更新租约，NameNode“审核”之后，重新发放租约。如果客户端不申请，那就说明客户
端不需要读写这一文件或者已经崩溃了，NameNode 收回租约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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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回滚
HDFS 与 Hadoop 一样处于发展阶段。而某个升级可能会导致 BUG 或者不兼容的问题，这
些问题还可能导致现有的应用运行出错。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回滚回到旧版本解决。HDFS 安装或
者升级时，会将当前的版本信息保存起来，如果升级之后一段时间内运行正常，可以认为这次升
级没有问题，重新保存版本信息，否则，根据保存的旧版本信息，将 HDFS 恢复至之前的版本。

3.3

HDFS 文件存储组织与读写
作为一个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 内部的数据与文件存储机制、读写过程与普通的本地

文件系统有较大的差别。下面具体介绍 HDFS 中数据的存储组织和读写过程。

3.3.1

文件数据的存储组织

如前所述，HDFS 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 NameNode 和 DataNode。NameNode 存储了所有
文件元数据、文件与数据块的映射关系，以及文件属性等核心数据，DataNode 则存储了具体
的数据块。那么，在 HDFS 中，具体的文件存储组织结构是怎样的呢？
1. NameNode 目录结构
图 3-3 是 NameNode 的目录结构和内容。NameNode 借助本地文件系统来保存数据，保
存的文件夹位置由配置选项 {dfs.name.dir} 决定（未配置此选项，则为 hadoop 安装目录下的
/tmp/dfs/name），所以，这里我们以 ${dfs.name.dir} 代表 NameNode 节点管理的根目录。目
录下的文件和子目录则以 ${dfs.name.dir}/file 和 ${dfs.name.dir}/subdir 的格式表示。

图 3-3

HDFS NameNode 目录结构

在 NameNode 的 ${dfs.name.dir} 之下有 3 个文件夹和 1 个文件：
1）current 目录：主要包含如下的内容和结构：
a）文件 VERSION：保存了当前运行的 HDFS 版本信息。
b）FsImage：是整个系统的空间镜像文件。
c）Edit：EditLog 编辑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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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stime：上一次检查点的时间。
2）previous.checkpoint 目录：和 current 内容结构一致，不同之处在于，此目录保存的
是上一次检查点的内容。
3）image 目录：旧版本（版本 <0.13）的 FsImage 存储位置。
4）in_use.lock ：NameNode 锁，只有在 NameNode 有效（启动并且能和 DataNode 正常
交互）时存在；不满足上述情况时，该文件不存在。这一文件具有“锁”的功能，可以防止
多个 NameNode 共享同一目录（如果一个机器上只有一个 NameNode，这也是最常见的情况，
那么这个文件基本不需要）。
2. DataNode 目录结构
图 3-4 是 DataNode 的目录结构和内容。DataNode 借助本地文件系统来保存数据，一般情
况下，保存的文件夹位置由配置选项 {dfs.data.dir} 决定（未配置此选项，则为 hadoop 安装目
录下的 /tmp/dfs/data）。所以，这里我们以 ${dfs.data.dir} 代表 DataNode 节点管理的数据目录的
根目录，目录下的文件和子目录则以 ${dfs.data.dir}/file 和 ${dfs.data.dir}/subdir 的格式表示。

图 3-4

HDFS DataNode 目录结构

一般来说，在 ${dfs.data.dir} 之下有 4 个子目录和 2 个文件：
1）current 目录：已经成功写入的数据块，以及一些系统需要的文件。包括以下内容：
a）文件 VERSION：保存了当前运行的 HDFS 版本信息。
b）Blk_XXXXX 和 Blk_XXXXX.Meta：分别是数据块和数据块对应的元数据（比如校验
信息等）。
c）subdirXX：当同一目录下文件数超过一定限制（比如 64）时，会新建一个 subdir 目录，
保存多出来的数据块和元数据；这样可以保证同一目录下目录 + 文件数不会太多，可以提高
搜索效率。
2）tmp 目录和 blocksBeingWritten 目录：正在写入的数据块，tmp 目录保存的是用户操
作引发的写入操作对应的数据块，blocksBeingWritten 目录是 HDFS 系统内部副本创建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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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副本错误或者数量不够等情况时）引发的写入操作对应的数据块。
3）detach 目录：用于 DataNode 升级。
4）storage 文件：由于旧版本（版本 <0.13）的存储目录是 storage，因此如果在新版本
的 DataNode 中启动旧版的 HDFS，会因为无法打开 storage 目录而启动失败，这样可以防止
因版本不同带来的风险。
5）in_use.lock 文件：DataNode 锁，只有在 DataNode 有效（启动并且能和 NameNode 正常
交互）时存在；不满足上述情况时，该文件不存在。这一文件具有“锁”的功能，可以防止多
个 DataNode 共享同一目录（如果一个机器上只有一个 DataNode，这也是最常见的情况，那么
这个文件基本不需要）。
3. CheckPointNode 目录结构
图 3-5 是 CheckPointNode 的目录结构和内容。CheckPointNode 和旧版本的 SecondaryName
Node 作用类似，所以目录结构也十分相近。

图 3-5

HDFS CheckPointNode 目录结构

CheckPointNode 借助本地文件系统来保存数据，一般情况下，保存的文件夹位置由配置选
项 {dfs.checkpoint.dir} 决定（未配置此选项，则为 hadoop 安装目录下的 /tmp/dfs/namesecondary）。
所以，这里我们以 ${dfs.checkpoint.dir} 代表 CheckPointNode 节点管理的数据目录的根目录，目
录下的文件和子目录则以 ${dfs.checkpoint.dir} 和 file，${dfs.checkpoint.dir}/subdir 的格式表示。
CheckPointNode 目录下的文件和 NameNode 目录下的同名文件作用基本一致，不同之
处在于 CheckPointNode 保存的是自上一个检查点之后的临时镜像和日志。

3.3.2

数据的读写过程

数据的读写过程与数据的存储是紧密相关的，以下介绍 HDFS 数据的读写过程。
1. 数据读取过程
一般的文件读取操作包括 open、read、close 等，具体可参见 3.5 节的 HDFS 编程接口介
绍。这里介绍一下客户端连续调用 open、read、close 时，HDFS 内部的整个执行过程。图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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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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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FS 数据读取过程

以下是客户端读取数据的过程，其中 1、3、6 步由客户端发起：
客户端首先要获取 FileSystem 的一个实例，这里就是 HDFS 对应的实例。
1）首先，客户端调用 FileSystem 实例的 open 方法，获得这个文件对应的输入流，在
HDFS 中就是 DFSInputStream。
2） 构 造 第 1 步 中 的 输 入 流 DFSInputStream 时， 通 过 RPC 远 程 调 用 NameNode 可 以 获
得 NameNode 中此文件对应的数据块保存位置，包括这个文件的副本的保存位置（主要是各
DataNode 的地址）。注意，在输入流中会按照网络拓扑结构，根据与客户端距离对 DataNode 进
行简单排序。
3 ～ 4）获得此输入流之后，客户端调用 read 方法读取数据。输入流 DFSInputStream 会
根据前面的排序结果，选择最近的 DataNode 建立连接并读取数据。如果客户端和其中一个
DataNode 位于同一机器（比如 MapReduce 过程中的 mapper 和 reducer）
，那么就会直接从本地读
取数据。
5）如果已到达数据块末端，那么关闭与这个 DataNode 的连接，然后重新查找下一个数
据块。
不断执行第 2 ～ 5 步直到数据全部读完，然后调用 close。
6）客户端调用 close，关闭输入流 DFSInputStream。
另外，如果 DFSInputStream 和 DataNode 通信时出现错误，或者是数据校验出错，那么
DFSInputStream 就会重新选择 DataNode 传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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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写入过程
一般的文件写入操作不外乎 create、write、close 几种，具体可参见 3.5 节的 HDFS 编程
接口介绍。这里介绍一下客户端连续调用 create、write、close 时，HDFS 内部的整个执行过程，
见图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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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FS 数据写入过程

以下是客户端写入数据的过程，其中 1、3、6 步由客户端发起：
客户端首先要获取 FileSystem 的一个实例，这里就是 HDFS 对应的实例。
1 ～ 2）客户端调用 FileSystem 实例的 create 方法，创建文件。NameNode 通过一些检查，
比如文件是否存在，客户端是否拥有创建权限等；通过检查之后，在 NameNode 添加文件信
息。注意，因为此时文件没有数据，所以 NameNode 上也没有文件数据块的信息。创建结束
之后，HDFS 会返回一个输出流 DFSDataOutputStream 给客户端。
3）客户端调用输出流 DFSDataOutputStream 的 write 方法向 HDFS 中对应的文件写入
数据。数据首先会被分包，这些分包会写入一个输出流的内部队列 Data 队列中，接收完数
据分包，输出流 DFSDataOutputStream 会向 NameNode 申请保存文件和副本数据块的若干个
DataNode，这若干个 DataNode 会形成一个数据传输管道。
4）DFSDataOutputStream 会（根 据 网 络 拓 扑 结 构 排 序） 将 数 据 传 输 给 距 离 上 最 短 的
DataNode，这个 DataNode 接收到数据包之后会传给下一个 DataNode。数据在各 DataNode
之间通过管道流动，而不是全部由输出流分发，这样可以减少传输开销。
5） 因 为 各 DataNode 位 于 不 同 机 器 上， 数 据 需 要 通 过 网 络 发 送， 所 以， 为 了 保 证 所
有 DataNode 的 数 据 都 是 准 确 的， 接 收 到 数 据 的 DataNode 要 向 发 送 者 发 送 确 认 包（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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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et）。 对 于 某 个 数 据 块， 只 有 当 DFSDataOutputStream 收 到 了 所 有 DataNode 的 正 确
ACK，才能确认传输结束。DFSDataOutputStream 内部专门维护了一个等待 ACK 队列，这
一队列保存已经进入管道传输数据、但是并未被完全确认的数据包。
不断执行第 3 ～ 5 步直到数据全部写完，客户端调用 close 关闭文件。
6）客户端调用 close 方法，DFSDataInputStream 继续等待直到所有数据写入完毕并被确
认，调用 complete 方法通知 NameNode 文件写入完成。
7）NameNode 接收到 complete 消息之后，等待相应数量的副本写入完毕后，告知客户
端即可。
在传输数据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某个 DataNode 失效（未联通，ACK 超时），那么 HDFS
执行如下操作：
1）关闭数据传输的管道。
2）将等待 ACK 队列中的数据放到 Data 队列的头部。
3）更新正常 DataNode 中所有数据块的版本；当失效的 DataNode 重启之后，之前的数
据块会因为版本不对而被清除。
4）在传输管道中删除失效的 DataNode，重新建立管道并发送数据包。
以上就是 HDFS 中数据读写的大致过程。

3.4

HDFS 文件系统操作命令
通过之前章节的学习，相信各位读者对 HDFS 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在本小节里，

我们来了解一下 HDFS 常用的的基本操作命令。

3.4.1

HDFS 启动与关闭

HDFS 和普通的硬盘上的文件系统不一样，是通过 Java 虚拟机运行在整个集群当中的，
所以当 Hadoop 程序写好之后，需要启动 HDFS 文件系统，才能运行。
HDFS 启动过程如下：
1）进入到 NameNode 对应节点的 Hadoop 安装目录下。
2）执行启动脚本：
bin/start-dfs.sh

这一脚本会启动 NameNode，然后根据 conf/slaves 中的记录逐个启动 DataNode，最后
根据 conf/masters 中记录的 Secondary NameNode 地址启动 SecondaryNameNode。
HDFS 关闭过程如下：
运行以下关闭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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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stop-dfs.sh

这一脚本的运行过程正好是 bin/start-dfs.sh 的逆过程，关闭 Secondary NameNode，然后
是每个 DataNode，最后是 NameNode 自身。

3.4.2

HDFS 文件操作命令格式与注意事项

HDFS 文件系统提供了相当多的 shell 操作命令，大大方便了程序员和系统管理人员查
看、修改 HDFS 上的文件。进一步，HDFS 的操作命令和 Unix/Linux 的命令名称和格式相当
一致，因而学习 HDFS 命令的成本也大为缩小。
HDFS 的基本命令格式如下：
bin/hadoop dfs–cmd <args>

这里 cmd 就是具体的命令，记住 cmd 前面的短线“ – ”千万不要忽略。
部分命令（如 mkdir 等）需要文件 \ 目录名作为参数，参数一般都是 URI 格式，args 参
数的基本格式是：
scheme:// authority/path

scheme 指具体的文件系统，如果是本地文件，那么 scheme 就是 file ；如果是 HDFS 上
的文件，那么 scheme 就是 hdfs。authority 就是机器的地址和对应的端口。当然，正如 Linux
文件有绝对路径和相对路径一样，这里的 URI 参数也可以做一定程度省略。当对应的设置为
hdfs://namenode：namenodeport 时，如果路径参数为 /parent/child，那么它对应的实际文件为
hdfs:// namenode:namenodeport/parent/child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HDFS 没有所谓当前工作目录的概念。前面说过，HDFS 所有文件
元数据都是存在 NameNode 节点上的，具体文件的存放由 NameNode 掌控，某一个文件可能
被分拆放到不同的机器上，也可能为了提高效率将路径不同的文件也放到同一台机器上。所
以，为 HDFS 提供 cd、pwd 操作，都是不现实的。

3.4.3

HDFS 文件操作命令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 HDFS 的命令。再提醒一下，文件操作命令的基本格式是：
bin/hadoop dfs–cmd <args>

1. cat
格式：hadoop dfs-cat URI [URI …]
作用：将参数所指示的文件的内容输出到 stdout。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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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doop dfs -cat hdfs:// nn1.example.com/file1 hdfs:// nn2.example.com/file2
● hadoop dfs -cat file:/// file3 /user/hadoop/file4

返回值：成功结束返回 0，出现错误返回 -1。
2. chgrp
格式：hadoop dfs -chgrp [-R] GROUP URI [URI …]
作用：改变文件所属的用户组。如果使用 -R 选项，则这一操作对整个目录结构递归执
行。使用这一命令的用户必须是文件的所属用户，或者是超级用户。
3. chmod
格式：hadoop dfs -chmod [-R] <MODE[,MODE]... | OCTALMODE> URI[URI …]
作用：改变文件的权限。如果使用 -R 选项，则这一操作对整个目录结构递归执行。使
用这一命令的用户必须是文件的所属用户，或者是超级用户。
4. chown
格式：hadoop dfs -chown [-R] [OWNER][,[GROUP]] URI [URI… ]
作用：改变文件的所属用户。如果使用 -R 选项，则这一操作对整个目录结构递归执行。
使用这一命令的用户必须是文件在命令变更之前的所属用户，或者是超级用户。
5. copyFromLocal
格式：hadoop dfs -copyFromLocal <localsrc> URI
作用：与 put 命令类似，但是要限定源文件路径为本地文件系统。
6. copyToLocal
格式：hadoop dfs -copyToLocal [-ignorecrc] [-crc] URI
<localdst>

作用：与 get 命令类似，但是要限定目标文件路径为本地文件系统。
7. count
格式：hadoop dfs -count [-q] <paths>
作用：统计匹配对应路径下的目录数，文件数，字节数（文件大小）。
选项意义：
使用 -count 选项时，输出的列为：
DIR_COUNT, FILE_COUNT, CONTENT_SIZE,FILE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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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到右分别对应目录下已存在的目录数，文件数，文件大小，文件名
使用 -count-q 选项时，输出的列为：
QUOTA, REMAINING_QUOTA, SPACE_QUOTA, REMAINING_SPACE_QUOTA,
DIR_COUNT, FILE_COUNT, CONTENT_SIZE, FILE_NAME

从左到右的意义是：目录下最大允许文件 + 目录数（不存在上限，则为 none）
，目录下可增
加目录 + 文件数（不存在上限，则为 inf）
，目录下最大允许空间（不存在上限，则为 none）
，目
录下可用最大空间（不存在上限，则为 inf）
；后面的几个和 -count 选项一致，分别对应目录下已
存在的目录数，文件数，文件大小，文件名。
示例：
● hadoop dfs -count hdfs:// nn1.example.com/file1 hdfs:// nn2.example.com/file2
● hadoop dfs -count -q hdfs:// nn1.example.com/file1

返回值：成功结束返回 0，出现错误返回 -1。图 3-8 所示是一个 count 选项使用后的结
果示例。

图 3-8

count 命令示例

8. cp
格式：hadoop dfs -cp URI [URI …] <dest>
作用：将文件拷贝到目标路径中。如果 <dest> 为目录的话，可以将多个文件拷贝到该目录下。
示例：
● hadoop dfs -cp /user/hadoop/file1 /user/hadoop/file2
● hadoop dfs -cp /user/hadoop/file1 /user/hadoop/file2 /user/hadoop/dir

返回值：成功结束返回 0，出现错误返回 -1。
9. du
格式：hadoop dfs -du [-s] [-h] URI [UR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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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如果参数为目录，显示该目录下所有目录 + 文件的大小；如果参数为单个文件，
则显示文件大小。
选项意义：
-s 指输出所有文件大小的累加和，而不是每个文件的大小。
-h 会将文件大小的数值用方便阅读的形式表示，比如用 64.0M 代替 67108864。
示例：
● hadoop dfs -du /user/hadoop/dir1 /user/hadoop/file1\
hdfs:// nn.example.com/user/hadoop/dir1

返回值：成功结束返回 0，出现错误返回 -1。
10. dus
格式：hadoop dfs -dus <args>
作用：显示文件的大小。这个命令等价于 hadoop dfs -du-s。
11. expunge
格式：hadoop dfs -expunge
作用：清空回收站。如需更多有关回收站特性的信息，请参考其他资料和文献。
12. get
格式：hadoop dfs -get [-ignorecrc] [-crc] <src><localdst>
作用：将文件拷贝到本地文件系统。CRC 校验失败的文件可通过 -ignorecrc 选项拷贝。
文件和 CRC 校验和可以通过 -crc 选项拷贝。
示例：
● hadoop dfs -get /user/hadoop/file localfile
● hadoop dfs -get hdfs:// nn.example.com/user/hadoop/f ile localf ile

返回值：成功结束返回 0，出现错误返回 -1。
13. getmerge
格式：hadoop dfs -getmerge <src><localdst> [addnl]
作用：命令参数为一个源文件目录和一个目的文件。将源文件目录下的所有文件排序后
合并到目的文件中。添加 addnl 可以在每个文件后面插入新行。
14. ls
格式：hadoop dfs -ls <ar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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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对于一个文件，该命令返回的文件状态以如下格式列出：
permissions number_of_replicas userid groupid f ilesize
modif ication_date modif ication_time f ilename

从左到右的意义分别是：文件权限，副本个数，用户 ID，组 ID，文件大小，最近一次
修改日期，最近一次修改时间，文件名。
对于一个目录，该命令返回这一目录下的第一层子目录和文件，与 Unix 中 ls 命令的结
果类似；结果以如下状态列出：
permissions userid groupid modification_date

modification_time dirname

从左到右的意义分别是：文件权限，用户 ID，组 ID，最近一次修改日期，最近一次修
改时间，文件名。
示例：
● hadoop dfs -ls /user/hadoop/file1

返回值：成功结束返回 0，出现错误返回 -1。图 3-9 所示是一个 ls 命令显示结果示例。

图 3-9

HDFS 启动与 ls 命令示例

15. lsr
格式：hadoop dfs -lsr <args>
作用：在整个目录下递归执行 ls，与 Unix 中的 ls-R 类似。
16. mkdir
格式：hadoop dfs -mkdir <paths>
作用：以 <paths> 中的 URI 作为参数，创建目录。该命令的行为与 Unix 中 mkdir-p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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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十分相似。这一路径上的父目录如果不存在，则创建该父目录。
示例：
● hadoop dfs -mkdir /user/hadoop/dir1 /user/hadoop/dir2
● hadoop dfs -mkdir hdfs:// nn1.example.com/user/hadoop/dir
hdfs:// nn2.example.com/user/hadoop/dir

返回值：成功结束返回 0，出现错误返回 -1。
17. moveFromLocal
格式：hadoop dfs -moveFromLocal <localsrc><dst>
作用：和 put 命令类似，但是源文件 localsrc 拷贝之后自身被删除。
18. moveToLocal
格式：hadoop dfs -moveToLocal [-crc] <src><dst>
作用：输出“ Not implemented yet ”信息，也就是说当前版本中未实现此命令。
19. mv
格式：hadoop dfs -mv URI [URI …] <dest>
作用：将文件从源路径移动到目标路径（移动之后源文件删除）。目标路径为目录的情况
下，源路径可以有多个。跨文件系统的移动（本地到 HDFS 或者反过来）是不允许的。
示例：
● hadoop dfs -mv /user/hadoop/file1 /user/hadoop./file2
● hadoop dfs -mv hdfs:// nn.example.com/file1
hdfs:// nn.example.com/file2 hdfs:// nn.example.com/file3
hdfs:// nn.example.com/dir1

返回值：
成功结束返回 0，出现错误返回 -1。
20. put
格式：hadoop dfs -put <localsrc> … <dst>
作用：将单个的源文件 src 或者多个源文件 srcs 从本地文件系统拷贝到目标文件系统中
（<dst> 对应的路径）。也可以从标准输入中读取输入，写入目标文件系统中。
示例：
●
●
●
●

hadoop
hadoop
hadoop
hadoop

dfs
dfs
dfs
dfs

-put
-put
-put
-put

localfile /user/hadoop/hadoopfile
localfile1 localfile2 /user/hadoop/hadoopdir
localfile hdfs:// nn.example.com/hadoop/hadoopfile
- hdfs:// nn.example.com/hadoop/hadoop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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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实例中，<localsrc> 为“ - ”，这就是可以读取标准输入，当用户输入
EOF（Ctrl+C）时，输入结束，此命令会将这些输入的数据写入 HDFS 的对应目录中。
返回值：成功结束返回 0，出现错误返回 -1。图 3-10 所示是一个 put 命令操作结果
示例。

图 3-10

put 命令示例

21. rm
格式：hadoop dfs -rm [-skipTrash] URI [URI …]
作用：删除参数指定的文件，参数可以有多个。此命令只删除文件和非空目录。如果指
定了 -skipTrash 选项，那么在回收站可用的情况下，该选项将跳过回收站而直接删除文件；
否则，在回收站可用时，在 HDFS Shell 中执行此命令，会将文件暂时放到回收站中。这一
选项在删除超过容量限制的目录（over-quota directory）中的文件时很有用。需要递归删除时
可参考 rmr 命令。
示例：
● hadoop dfs -rm hdfs:// nn.example.com/file /user/hadoop/emptydir

返回值：成功结束返回 0，出现错误返回 -1。图 3-11 所示是一个 rm 命令操作结果示例。

图 3-11

tail，rm 命令，以及 HDFS 关闭命令示例

22. rmr
格式：hadoop dfs -rmr [-skipTrash] URI [UR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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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删除操作的递归版本，即递归删除所有子目录下的文件。如果指定了 -skipTrash
选项，那么在回收站可用的情况下，该选项将跳过回收站而直接删除文件；否则，在回收站
可用时，在 HDFS Shell 中执行此命令，会将文件暂时放到回收站中。这一选项在删除超过
容量限制的目录（over-quota directory）中的文件时很有用。
示例：
● hadoop dfs -rmr /user/hadoop/dir
● hadoop dfs -rmr hdfs:// nn.example.com/user/hadoop/dir

返回值：成功结束返回 0，出现错误返回 -1。
23. setrep
格式：hadoop dfs -setrep [-R] <path>
作用：改变一个文件在 HDFS 中的副本个数。使用 -R 选项可以对一个目录下的所有目
录 + 文件递归执行改变副本个数的操作。
示例：
● hadoop dfs -setrep -w 3 -R /user/hadoop/dir1

返回值：成功结束返回 0，出现错误返回 -1。
24. stat
格式：hadoop dfs -stat [format] URI [URI …]
作用：返回对应路径的状态信息。可以通过与 C 语言中的 printf 类似的格式化字符串定
制输出格式，这里支持的格式字符有：
%b：文件大小
%o：Block 大小
%n：文件名
%r：副本个数
%y 或 %Y：最后一次修改日期和时间
默认情况输出最后一次修改日期和时间。
示例：
● hadoop dfs -stat path
● hadoop dfs -stat “ %n %b %o %y ”path

返回值：成功结束返回 0，出现错误返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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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tail
格式：hadoop dfs -tail [-f] URI
作用：在标准输出中显示文件末尾的 1KB 数据。-f 的用法与 Unix 类似，也就是说当文
件尾部添加了新的数据或者做出了修改时，在标准输出中也会刷新显示。
示例：
● hadoop dfs -tail pathname

返回值：成功结束返回 0，出现错误返回 -1。
26. test
格式：hadoop dfs -test -[ezd] URI
作用：判断文件信息。
选项含义：
-e 检查文件是否存在，如果存在返回 0。
-z 检查文件大小是否为 0，是的话返回 0。
-d 检查这一路径是否为目录，是的话返回 0。
如果返回 0 则不输出，否则会输出相应的信息。
示例：
● hadoop dfs -test -e filename

27. text
格式：hadoop dfs -text <src>
作用：将文本文件或者某些格式的非文本文件通过文本格式输出。允许的格式有 zip 和
TextRecordInputStream。
28. touchz
格式：hadoop dfs -touchz URI [URI …]
作用：创建一个大小为 0 的文件。
示例：
● hadoop dfs -touchz pathname

返回值：成功结束返回 0，出现错误返回 -1。

3.4.4

高级操作命令和工具

本节讲解 HDFS 的一些高级操作功能，以及通过 web 方式查看 HDFS 信息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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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rchive
在本地文件系统中，如果文件很少用，但又占用很大空间，可以将其压缩起来，以减少空
间使用。在 HDFS 中同样也会面临这种问题，一些小文件可能只有几 KB 到几十 KB，但是在
DataNode 中也要单独为其分配一个几十 MB 的数据块，同时还要在 NameNode 中保存数据块
的信息。如果小文件很多的话，对于 NameNode 和 DataNode 都会带来很大负担。所以 HDFS
中提供了 archive 功能，将文件压缩起来，减少空间使用。
HDFS 的压缩文件的后缀名是 .har，一个 har 文件中包括文件的元数据（保存在 _index
和 _masterindex）以及具体数据（保存在 part-XX）。但是，HDFS 的压缩文件和本地文件系
统的压缩文件不同的是：har 文件不能进行二次压缩；另外，har 文件中，原来文件的数据
并没有变化，har 文件真正的作用是减少 NameNode 和 DataNode 过多的空间浪费。简单算
一笔账，保存 1000 个 10K 的文件，不用 archive 的话，要用 64M×1000，也就是将近 63G
的空间来保存；用 archive 的话，因为总数据量有 10M（还需要加上这些文件的 _index 和 _
masterindex，不过很小就是了），只需要一个数据块，也就是 64M 的空间就够了。这样的话，
节约的空间相当多；如果有十万百万的文件，那节省的空间会更可观。
将文件压缩成 .har 文件的格式如下：
hadoop archive -archiveName name -p <parent><src>*<dest>

选项含义如表 3-1：
表 3-1
选

archive 命令的选项及含义

项

含

-archiveName

指定压缩文件名

-p

待压缩文件所在父目录

<src>*
<dest>

义

待压缩文件路径（相对 <parent>），如果这一部分没有，则是将 <parent> 的所有文
件都压缩
压缩文件存放路径

示例：
hadoop archive -archiveName zoo.har -p /foo/bar /outputdir

注意，.har 文件一旦创建之后就不能更改，也不能再次被压缩。如果想给 .har 加文件，
只能找到原来的文件，重新创建一个。
访问 har 文件的内容可以通过指定 URL har:///user/data/arch.har 来完成，所以可以通过
上节提到的文件操作命令操作 har，比如，显示 har 文件内容可以用：
hadoop dfs -ls har:///user/data/arch.har

查看全部文件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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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oop dfs -lsr har:///user/data/arch.har

也可以作为 MapReduce 作业的输入：
hadoopjar MyJob.jar MyJobMain har:///user/data/arch.jar \
/user/data/output/

看一下图 2-12，将一个目录 /user/zhaodi/resultTest/origin 压缩成 har 文件。

图 3-12

archive 示例 1

图 3-13

archive 示例 2

压缩完毕后，发现 origin 的大小和 har 文件中的 part-XX 的大小一样，之所以一样的原
因是 har 压缩文件在文件的数据块占用上做了优化，但是文件本身并未发生变化，只是单纯
连接到一起而已。
2. balancer
如 3.2.1 节所述，HDFS 并不会将数据块的副本在集群中均匀分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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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存在的集群中添加和删除 DataNode 被视作正常的情形。保存数据块时，NameNode 会
从多个角度考虑 DataNode 的选择，比如：
● 将副本保存到与第一个副本所在 DataNode 所属机架不同的机架上（这里的机架可以
认为是若干 DataNode 组成的“局域网”，机架内部的 DataNode 之间的数据传输的代
价远小于机架内部 DataNode 和机架外部的数据传输）。
● 在与正写入文件数据的 DataNode 相同的机架上，选择另外的 DataNode 放一个副本。
● 在满足以上条件之后，尽量将副本均匀分布。
在默认的副本因子为 3 的集群中，一般情况下，数据块的存放策略如下：首先，选择一
个 DataNode 保存第一个副本；接下来，选择与第一副本所在 DataNode 不同的机架保存第二
个副本；最后，和第二个副本相同的机架中，选择另外一个 DataNode 保存第三个副本。
如果管理员发现某些 DataNode 保存数据过多，而某些 DataNode 保存数据相对少，那么
可以使用 hadoop 提供的工具 balancer，手动启动内部的均衡过程。
命令如下：
hadoop balancer [-threshold <threshold>]

-threshold 参数是一个 0 ～ 100 之间的实数，单位为百分比，默认值为 10。这个参数表
示：各个 DataNode 的利用率（已用空间 / 可用空间）与整个集群的利用率的差值的绝对值的
上限。也就是说，如果每个 DataNode 的利用率和平均利用率相差不大（小于阈值）的话，可
以认为这个集群已经“平衡”了。管理员可以通过 Ctrl+C 手动打断 balancer。
另外还有一种运行方式，在终端中输入如下命令：
start-balancer.sh[–t <therehold>]

可以启动后台守护进程，也能达到同样效果。-t 选项指定阈值。在“平衡”之后，进程
退出，手动关闭进程的方式为：
stop-balancer.sh

3. distcp
distcp（distribution copy）用来在两个 HDFS 之间拷贝数据。在 HDFS 之间拷贝数据要
考虑很多因素，比如，两个 HDFS 的版本不同怎么办？两个 HDFS 的数据块大小、副本因子
各不相同，又该怎么办？不同的数据块分布在不同节点上，如何让传输效率尽量高，等等。
正因如此，HDFS 中专门用 distcp 命令完成跨 HDFS 数据拷贝。从 /src/tools 子目录下的
源代码中可以看出，distcp 是一个没有 reducer 的 MapReduce 过程。
distcp 命令格式如下：
hadoop distcp [options] <srcurl>*<dest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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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curl><desturl> 就是源文件和目标文件的路径，这和 fs 中的 cp 类似。
Options 选项及含义如表 3-2 所示：
表 3-2
选

distcp 命令的选项及含议

项

含

义

保留之前的属性信息，rbugp 分别表示：r(eplication number 副本数 )，b(lockSize 数
据块数 )，u(ser 所属用户 )，g(roup 所属组 )，p(ermission 权限 )。只用 -p 等价于 -prbugp

-p[rbugp]
-i

忽略传输失败

-log <logdir>

将日志写入到 <logdir> 中

-m <num_maps>

并行传输过程数目最大值

-overwrite

覆盖目标路径已有文件

-update

只有在源路径的文件和目标路径的文件大小不同时才覆盖

-f <urilist_uri>

使用 <urilist_uri> 作为输入

-filelimit <n>

文件数不超过 n

-sizelimit <n>

拷贝数据大小不超过 n?

-delete

删除目标路径中存在但是源路径不存在的文件

-mapredSslConf <f>

为 map 任务配置 SSL 信息的文件

注：不同版本的 HDFS 可以通过 http 协议拷贝，那么命令
Hadoop distcp hdfs:// dn1:port1/data/f ile1\
hdfs:// dn2:port2/data/f ile2

可以写成：
hadoop distcp hftp:// dn1:port1/data/f ile1\
hftp:// dn2:port2/data/f ile2

后续版本中，HDFS 中增加了 distcp 的增强版本 distcp2。比起 distcp，dsitcp2 多了许多高级
功能，如：-bandwidth，允许设置传输带宽；-atomic，允许借助临时目录进行拷贝；-strategy，允
许设置拷贝策略；-async，允许异步执行（后台运行传输过程，而命令行可以继续执行命令）。
4. dfsadmin
管理员可以通过 dfsadmin 管理 HDFS。支持的命令选项及含义如表 3-3：
表 3-3
选

dfsadmin 命令的选项及含义

项

-report
-safemode

含

义

显示文件系统的基本数据
维护 HDFS 的安全模式。该命令的参数有：enter，进入安全模式；leave，离开安全模
式；get，获知是否开启安全模式；wait 等待离开安全模式。如果手动进入了安全模式，
只能通过手动退出

-refreshNodes

更新 DataNode 信息

-finalizeUpgrade

完成升级，将 NameNode 和 DataNode 上的所有的上一个版本信息删除

-help

显示帮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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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HDFS 还提供了通过 web 查看 HDFS 信息的方式。HDFS 启动之后，会建立 web
服务，在默认情况下，访问 http://namenode-name ：50070 即可查看 HDFS 的 Name Node 信
息，如图 3-14 所示：

图 3-14

NameNode 的 web 界面

通 过 web 界 面 可 以 查 看 HDFS 的 信 息， 包 括 总 容 量、 可 用 容 量、DataNodes 的 信 息、
HDFS 运行目录等。
点击“ Browse the filesystem ”可以查看 HDFS 的目录结构，如图 3-15 所示。
点击“ Live Nodes ”可以查看当前有效的 DataNode 的信息，如图 3-16 所示。

图 3-15

HDFS 的文件目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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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3.5

DataNode 的相关信息

HDFS 基本编程接口与示例
除了上一节提到的命令之外，Hadoop 提供了可用于读写、操作文件的 API，这样可以让

程序员通过编程实现自己的 HDFS 文件操作。
Hadoop 提供的大部分文件操作 API 都位于 org.apache.hadoop.fs 这个包中。基本的文件
操作包括打开、读取、写入、关闭等。为了保证能跨文件系统交换数据，Hadoop 的 API 也可
以对部分非 HDFS 的文件系统提供支持；也就是说，用这些 API 来操作本地文件系统的文件
也是可行的。

3.5.1

HDFS 编程基础知识

在 Hadoop 中，基本上所有的文件 API 都来自 FileSystem 类。FileSystem 是一个用来与文
件系统交互的抽象类，可以通过实现 FileSystem 的子类来处理具体的文件系统，比如 HDFS
或者其他文件系统。通过 factory 方法 FileSystem.get（Configuration conf），可以获得所需的文
件系统实例（factory 方法是软件开发的一种设计模式，指：基类定义接口，但是由子类实例化
之；在这里 FileSystem 定义 get 接口，但是由 FileSytem 的子类（比如 FilterFileSystem）实现）。
Conﬁguration 类比较特殊，这个类通过键值对的方式保存了一些配置参数。这些配置默认情况
下来自对应文件系统的资源配置。我们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获得具体的 FileSystem 实例：
Conf iguration conf = new Conf iguration();
FileSystem hdfs = FileSystem.get(conf);

如果要获得本地文件系统对应的 FileSystem 实例，则可以通过 factory 方法 FileSystem.
getLocal（Configuration conf）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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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System local = FileSystem.getLocal(conf);

Hadoop 中，使用 Path 类的对象来编码目录或者文件的路径，使用后面会提到的 FileStatus
类来存放目录和文件的信息。在 Java 的文件 API 中，文件名都是 String 类型的字符串，在这里
则是 Path 类型的对象。

3.5.2

HDFS 基本文件操作 API

接下来看一下具体的文件操作。我们按照“创建、打开、获取文件信息、获取目录信息、
读取、写入、关闭、删除”的顺序讲解 Hadoop 提供的文件操作的 API。
以下接口的实际内容可以在 Hadoop API 和 Hadoop 源代码中进一步了解。
1. 创建文件
FileSystem.create 方法有很多种定义形式，参数最多的一个是：
public abstract FSDataOutputStream create(Path f,
FsPermission permission,
boolean overwrite,
int bufferSize,
short replication,
long blockSize,
Progressable progress)
Throws IOException

那些参数较少的 create 只不过是将其中一部分参数用默认值代替，最终还是要调用这个
函数。其中各项的含义如下：
f：文件名
overwrite：如果已存在同名文件，overwrite=true 覆盖之，否则抛出错误；默认为 true。
buffersize ： 文 件 缓 存 大 小。 默 认 值：Configuration 中 io.file.buffer.size 的 值， 如 果
Configuration 中未显式设置该值，则是 4096。
replication：创建的副本个数，默认值为 1。
blockSize ：文件的 block 大小，默认值：Configuration 中 fs.local.block.size 的值，如果
Configuration 中未显式设置该值，则是 32M。
permission 和 progress 的值与具体文件系统实现有关。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只需要用到最简单的几个版本：
publicFSDataOutputStream create(Path f);
publicFSDataOutputStream create(Path f,boolean overwrite);
publicFSDataOutputStream create(Path f,boolean overwrite,int bufferSize);

2. 打开文件
FileSystem.open 方法有 2 个，参数最多的一个定义如下：

第 3 章 大数据存储——分布式文件系统 HDFS

public abstract FSDataInputStream open(Path f, intbufferSize) throws IOException

其中各项的含义如下：
f：文件名
buffersize ：文件缓存大小。默认值：Conﬁguration 中 io.ﬁle.buffer.size 的值，如果 Conﬁgur
ation 中未显式设置该值，则是 4096。
3. 获取文件信息
FileSystem.getFileStatus 方法格式如下：
public abstract FileStatus getFileStatus(Path f) throws IOException;

这一函数会返回一个 FileStatus 对象。通过阅读源代码可知，FileStatus 保存了文件的很
多信息，包括：
path：文件路径
length：文件长度
isDir：是否为目录
block_replication：数据块副本因子
blockSize：文件长度（数据块数）
modification_time：最近一次修改时间
access_time：最近一次访问时间
owner：文件所属用户
group：文件所属组
如 果 想 了 解 文 件 的 这 些 信 息， 可 以 在 获 得 文 件 的 FileStatus 实 例 之 后， 调 用 相 应 的
getXXX 方法（比如，FileStatus.getModificationTime（）获得最近修改时间）。
4. 获取目录信息
获 取 目 录 信 息， 不 仅 是 目 录 本 身， 还 有 目 录 之 下 的 文 件 和 子 目 录 信 息， 如 下 所 述。
FileStatus.listStatus 方法格式如下：
public FileStatus[] listStatus(Path f) throws IOException;

如果 f 是目录，那么将目录之下的每个目录或文件信息保存在 FileStatus 数组中返回。如果
f 是文件，和 getFileStatus 功能一致。
另外，listStatus 还有参数为 Path[] 的版本的接口定义以及参数带路径过滤器 PathFilter
的接口定义，参数为 Path[] 的 listStatus 就是对这个数组中的每个 path 都调用上面的参数为
Path 的 listStatus。参数中的 PathFilter 则是一个接口，实现接口的 accept 方法可以自定义文
件过滤规则。
另外，HDFS 还可以通过正则表达式匹配文件名来提取需要的文件，这个方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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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FileStatus[] globStatus（Path pathPattern） throws IOException；

参数 pathPattern 中，可以像正则表达式一样，使用通配符来表示匹配规则：
?：表示任意的单个字符。
*：表示任意长度的任意字符，可以用来表示前缀后缀，比如 *.java 表示所有 java 文件。
[abc]：表示匹配 a，b，c 中的单个字符。
[a-b]：表示匹配 a-b 范围之间的单个字符。
[^a]：表示匹配除 a 之外的单个字符。
\c：表示取消特殊字符的转义，比如 \* 的结果是 * 而不是随意匹配。
{ab，cd}：表示匹配 ab 或者 cd 中的一个串。
{ab，c{de，fh}}：表示匹配 ab 或者 cde 或者 cfh 中的一个串
5. 读取
3.3.2 节提到，调用 open 打开文件之后，使用了一个 FSDataInputStream 对象来负责数
据的读取。通过 FSDataInputStream 进行文件读取时，提供的 API 就是 FSDataInputStream.
read 方法：
public int read(long position, byte[] buffer, int offset, int length) throws IOException

函数的意义是：从文件的指定位置 position 开始，读取最多 length 字节的数据，保存到
buffer 中从 offset 个元素开始的空间中；返回值为实际读取的字节数。此函数不改变文件当
前 offset 值。不过，使用更多的还有一种简化版本：
public f inal int read(byte[] b)throws IOException

从文件当前位置读取最多长度为 b.len 的数据保存到 b 中，返回值为实际读取的字节数。
6. 写入
从接口定义可以看出，调用 create 创建文件以后，使用了一个 FSDataOutputStream 对象来
负责数据的写入。通过 FSDataOutputStream 进行文件写入时，最常用的 API 就是 write 方法：
public void write(byte[] b,int off,int len) throws IOException

函数的意义是：将 b 中从 off 开始的最多 len 个字节的数据写入文件当前位置。返回值
为实际写入的字节数。
7. 关闭
关闭为打开的逆过程，FileSystem.close 定义如下：
public void close() throws IOEx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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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其他操作而关闭文件。释放所有持有的锁。
8. 删除
删除过程 FileSystem.delete 定义如下：
public abstract boolean delete(Path f,boolean recursive) throws IOException

其中各项含义如下：
f：待删除文件名。
recursive ：如果 recursive 为 true，并且 f 是目录，那么会递归删除 f 下所有文件；如果 f 是
文件，recursive 为 true 还是 false 无影响。
另外，类似 Java 中 File 的接口 DeleteOnExit，如果某些文件需要删除，但是当前不能
被删；或者说当时删除代价太大，想留到退出时再删除的话，FileSystem 中也提供了一个
deleteOnExit 接口：
Public Boolean deleteOnExit（Path f） throws IOException

标记文件 f，当文件系统关闭时才真正删除此文件。但是这个文件 f 在文件系统关闭前
必须存在。

3.5.3

HDFS 基本编程实例

本节介绍使用 HDFS 的 API 编程的简单示例。
下面的程序可以实现如下功能：在输入文件目录下的所有文件中，检索某一特定字
符串所出现的行，将这些行的内容输出到本地文件系统的输出文件夹中。这一功能在分析
MapReduce 作业的 Reduce 输出时很有用。
这个程序假定只有第一层目录下的文件才有效，而且，假定文件都是文本文件。当然，
如果输入文件夹是 Reduce 结果的输出，那么一般情况下，上述条件都能满足。为了防止单
个的输出文件过大，这里还加了一个文件最大行数限制，当文件行数达到最大值时，便关闭
此文件，创建另外的文件继续保存。保存的结果文件名为 1，2，3，4，…，以此类推。
如上所述，这个程序可以用来分析 MapReduce 的结果，所以称为 ResultFilter。
程序：Result Filter
输入参数：此程序接收 4 个命令行输入参数，参数含义如下：
<dfs path>：HDFS 上的路径
<local path>：本地路径
<match str>：待查找的字符串
<single file lines>：结果每个文件的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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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ResultFilter
import java.util.Scanner;
import java.io.IOException;
import java.io.File;
import org.apache.hadoop.conf.Configuration;
import org.apache.hadoop.fs.FSDataInputStream;
import org.apache.hadoop.fs.FSDataOutputStream;
import org.apache.hadoop.fs.FileStatus;
import org.apache.hadoop.fs.FileSystem;
import org.apache.hadoop.fs.Path;
public class resultFilter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IOException {
Conf iguration conf = new Conf iguration();
// 以下两句中 ,hdfs 和 local 分别对应 HDFS 实例和本地文件系统实例
FileSystem hdfs = FileSystem.get(conf);
FileSystem local = FileSystem.getLocal(conf);
Path inputDir, localFile;
FileStatus[] inputFiles;
FSDataOutputStream out = null;
FSDataInputStream in = null;
Scanner scan;
String str;
byte[] buf;
int singleFileLines;
int numLines, numFiles, i;
if(args.length!=4)
{
// 输入参数数量不够 , 提示参数格式后终止程序执行
System.err.println("usage resultFilter <dfs path><local path>" +
" <match str><single f ile lines>");
return;
}
inputDir = new Path(args[0]);
singleFileLines = Integer.parseInt(args[3]);
try {
inputFiles = hdfs.listStatus(inputDir);
numLines = 0;
numFiles = 1;
localFile = new Path(args[1]);
if(local.exists(localFile))
local.delete(localFile, true);
for (i = 0; i<inputFiles.length; i++) {
if(inputFiles[i].isDir() == true)
continue;

// 获得目录信息
// 输出文件从 1 开始编号
// 若目标路径存在 , 则删除之

// 忽略子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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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out.println(inputFiles[i].getPath().getName());
in = hdfs.open(inputFiles[i].getPath());
scan = new Scanner(in);
while (scan.hasNext()) {
str = scan.nextLine();
if(str.indexOf(args[2])==-1)
continue;
// 如果该行没有 match 字符串 , 则忽略之
numLines++;
if(numLines == 1)
// 如果是 1, 说明需要新建文件了
{
localFile = new Path(args[1] + File.separator + numFiles);
out = local.create(localFile);
// 创建文件
numFiles++;
}
buf = (str+"\n").getBytes();
out.write(buf, 0, buf.length);		
// 将字符串写入输出流
if(numLines == singleFileLines)
// 如果已满足相应行数 , 关闭文件
{
out.close();
numLines = 0;
// 行数变为 0, 重新统计
}
}// end of while
scan.close();
in.close();
}// end of for
if(out != null)
out.close();
} // end of try
catch (IO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 end of main
}// end of resultFilter

程序的编译命令：
javac *.java

运行命令：
hadoop jar resultFilter.jar resultFilter <dfs path>\
<local path><match str><single f ile lines>

参数和含义如下：
<dfs path>:HDFS 上的路径
<local path>: 本地路径
<match str>: 待查找的字符串
<single file lines>: 结果的每个文件的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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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程序的逻辑很简单，获取该目录下所有文件的信息，对每一个文件，打开文件、循
环读取数据、写入目标位置，然后关闭文件，最后关闭输出文件。这里粗体打印的几个函数
上面都有介绍，不再赘述。
我们在自己机器上预装的 hadoop-1.0.4 上简单试验了这个程序，在 hadoop 源码中拷贝
了几个文件，然后上传到 HDFS 中，文件如下（见图 3-17）：

图 3-17

HDFS 中的内容

然后，编译运行一下该示例程序，显示一下目标文件内容，结果如图 3-18 所示，其
中，将出现“ java ”字符串的每一行都输出到文件中。

图 3-18

运行效果 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