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Chapter 1

从宏观视角看大数据分析

本 书 的 目 标 是 让 你 熟 悉 Apache Spark 用 到 的 工 具 和 技 术， 重 点 介 绍 Hadoop 平 台 上
使用的 Hadoop 部署和工具。大多数 Spark 的生产环境会采用 Hadoop 集群，用户在集成
Spark 和 Hadoop 配套的各种工具时会遇到很多挑战。本书将讲解 Hadoop 分布式文件系
统（Hadoop Distributed File System，HDFS）和另一种资源协商器（Yet Another Resource
Negotiator，YARN）面临的集成挑战，以及 Spark 和 Hadoop 使用的各种工具。本书还会
讨论所有 Spark 组件 —Spark Core、Spark SQL、DataFrame、Dataset、Spark Streaming、
Structured Streaming、MLlib、GraphX 和 SparkR，以及它与分析组件（如 Jupyter、Zeppelin、
Hive、HBase）及数据流工具（例如 NiFi）的集成。此外，本书还会通过使用 MLlib 的一个
实时推荐系统示例来帮助我们理解数据科学技术。
在本章，我们会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来介绍大数据分析，并尝试了解在 Apache Hadoop
和 Apache Spark 平台上使用的工具和技术。
大数据分析是分析大数据的过程，它可以提取过去、当前和未来的统计数据，以及用
于改进业务决策的内在规律性。
大数据分析大致可分为两大类：数据分析和数据科学，它们是相互关联的学科。本章
会解释数据分析与数据科学之间的差异。数据分析和数据科学在当前行业里的定义会随着
它们的应用案例的不同而不同，但让我们尝试理解它们分别能够完成什么工作。
数据分析侧重于数据的收集和解释，通常侧重于过去和现在的统计。而另一方面，数
据科学通过进行探索性分析，可以根据过去和现在的数据所识别的模型来产生推荐，重点
关注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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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analytics focuses on the colle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data, typically with a

focus on past and present statistics. Data science, on the other hand, focuses on the
future by performing explorative analytics to provide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models identified by past and present data.

图 1-1 解释了数据分析和数据科学在时间和实现的价值方面的差异。图中还显示了它们
Figure 1.1 explain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ata analytics and data science with

解决的典型问题和使用的工具及技术。数据分析主要有两种类型的分析：描述性分析和诊
respect to time and value achieved. It also shows typical questions asked and tools

and techniques used. Data analytics has mainly two types of analytics, descriptive
断性分析。数据科学也有两种类型的分析：预测性分析和规范性分析。数据科学和数据分
analytics and diagnostic analytics. Data science has two types of analytics, predictive

analytics and
析的具体情况如图
1-1prescriptive
所示。 analytics. The following diagram explains data science and
data analytics:

数据科学
高

预测性分析：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规范性分析：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进行预防？

业务价值

使用的典型工具和技术：Python、R、MLlib、Graph

低

数据分析
描述性分析：发生了什么？
诊断性分析：为什么它会发生？
使 用 的 典 型 工 具 和 技 术：Hive、Pig、Tez、
Impala、Spark SQL
过去

现在

将来

时间
Figure 1.1: Data analytics versus data science

图 1-1

数据分析与数据科学

The following table explains the differences with respect to processes, tools,
techniques, skill sets, and outputs:

两者之间在过程、工具、技术、技能和输出方面的差异见下表：
Perspective

角度 Nature of work
工作性质
输出

Output

Data analytics

Data science

Looking backward

Looking forward

向后看 and optimize
Report

向前看 investigate,
Explore, discover,
and visualize
探索、发现、调查和视觉化

数据分析

报表和优化

Reports and dashboards

报表和仪表盘

Data product

采用的典型工具

Hive、Impala、Spark SQL 和 HBase

采用的典型技术

ETL 和探索性分析

所需的典型技能

数据工程、SQL 和编程

[2]

本章要讨论的主题如下：
 大数据分析以及 Hadoop 和 Spark 在其中承担的角色
 大数据科学以及 Hadoop 和 Spark 在其中承担的角色
 相关的工具和技术
 真实环境下的用例

数据科学

数据产品
MLlib 和 Mahout
预测分析和情感分析
统计学、机器学习和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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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分析以及 Hadoop 和 Spark 在其中承担的角色
传统的数据分析使用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Relational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RDBMS）的数据库来创建数据仓库和数据集市，以便使用商业智能工具进行分析。RDBMS
数据库采用的是写时模式（Schema-on-Write）的方法，而这种方法有许多缺点。
传 统 数 据 仓 库 的 设 计 思 想 是 用 于 提 取、 转 换 和 加 载（Extract, Transform, and Load，
ETL）数据，据此回答与用户需求直接相关的一组预先定义的问题。这些预先定义的问题是
利用 SQL 查询来回答的。一旦数据以易于访问的（consumable）格式进行转换和加载，用
户就可以通过各种工具和应用程序访问它，从而生成报告和仪表板。但是，以易于访问的
格式创建数据需要几个步骤，如下所示：
（1）确定预先定义的问题。
（2）从数据源系统识别和收集数据。
Big Data Analytics at a 10,000-Foot View
（3）创建
ETL 流水线，把数据以易于访问的格式加载到分析型数据库里。

If new questions arise, systems need to identify and add new data sources
and流水线。这涉
create
如果有了新的问题，系统就需要识别和添加新的数据源并创建新的
ETL
new ETL pipelines. This involves schema changes in databases and the effort of

及数据库中的模式更改，实施工作通常会持续
～months.
6 个月。这是一个很重大的约束，迫使
implementation typically ranges from one to1six
This is a big constraint and
forces the data analyst to operate in predefined boundaries only.
数据分析人员只能在预定义的范围内进行操作。

Transforming data into a consumable format generally
results in losing raw/atomic
将数据转换为易于访问的格式通常会导致丢失原始
/ 原子数据，而这些数据可能含有我
data that might have insights or clues to the answers that we are looking for.

们正在寻找的答案的结论或线索。

Processing structured and unstructured data is another challenge in traditional

处理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是传统数据仓库系统中的另一个挑战。有效地存储和处理
data warehousing systems. Storing and processing large binary images or videos

effectively is always a challenge.
大型二进制图像或视频也总是有挑战性的。

Big Data analytics does not use relational databases; instead, itHive
uses the
大数据分析是不使用关系数据库的；相反，它通常借助
和 HBase 在 Hadoop 平
Schema-on-Read (SOR) approach on the Hadoop platform using Hive and

台上使用读取模式（Schema-on-Read，SOR）方法
。这种方法有许多优点。图
HBase typically. There are many advantages of this
approach. Figure 1.2 shows 1-2 比较了
the Schema-on-Write
and Schema-on-Read
Schema-on-Write
和 Schema-on-Read
的场景。 scenarios:

原始数据

运用模式
和 ETL

数据仓库 数据访问
写时模式

运用模式
和分析

原始数据
读取模式

Figure 1.2: Schema-on-Write versus Schema-on-Read

图 1-2

写时模式和读取模式的对比

The Schema-on-Read approach introduces flexibility and reusability to systems.
The Schema-on-Read paradigm emphasizes storing the data in a raw, unmodified
format and applying a schema to the data as needed, typically while it is being read
or processed. This approach allows considerably more flexibility in the amount and
type of data that can be stored. Multiple schemas can be applied to the same 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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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模式方法为系统带来了灵活性和可重用性。读取模式的范例强调以原始的、未修
改的格式存储数据，并且通常在读取或处理数据时，会根据需要将某个模式应用于数据。
这种方法让存储数据的数量和类型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同一组原始数据可以应用多个模式，
以提出各种问题。如果需要回答新问题，只需获取新数据并将其存储在 HDFS 的一个新目
录中，就可以开始回答新问题了。
这种方法还为使用多种方法和工具访问数据提供了巨大的灵活性。例如，可以使用
SQL 分析工具或 Spark 中的复杂 Python 或 R 脚本来分析同一组原始数据。由于我们并不会
把数据存储在 ETL 所需的多个层中，因此可以降低存储成本和数据转移成本。非结构化和
结构化的数据源都可以和结构化的数据源一起进行分析。

1.1.1

典型大数据分析项目的生命周期

使用大数据平台（如 Hadoop）进行大数据分析的生命周期与传统的数据分析项目类似。
不过，大数据分析有个根本的格局转变，那就是使用读取模式方法进行数据分析。
一个大数据分析项目涉及的活动如图 1-3 所示。

识别业
务问题
和结果

识别所
需的
数据

数据
收集

图 1-3

预处理
和 ETL

进行
分析

视觉化
信息

大数据分析的生命周期

1. 识别问题和结果
首先要明确项目的业务问题和期望的结果，以便确定需要哪些数据，可以进行哪些分
析。业务问题的一些示例是公司销售额下降、客户访问了网站但没有购买产品、客户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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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购物车、支持电话热线呼叫量的突然增加等。而项目成果的一些示例是把购买率提高
10%、将购物车放弃率降低 50%、在下一季度让支持电话量减少 50% 的同时保持客户满
意度。
2. 识别必要的数据
要确定数据的质量、数量、格式和来源。数据源可以是数据仓库（OLAP）、应用程序数
据库（OLTP）、来自服务器的日志文件、来自互联网的文档，以及从传感器和网络集线器生
成的数据。要识别所有内部和外部数据源的需求。此外，要确定数据匿名化和重新进行身
份信息处理的要求，以删除或掩盖个人身份信息（personally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PII）。
3. 数据收集
我们可以使用 Sqoop 工具从关系数据库收集数据，并使用 Flume 来对数据进行流式传
输。我们还可以考虑使用 Apache Kafka 来实现可靠的中间存储。在设计和收集数据的时候，
还要考虑容错的情况。
4. 预处理数据和 ETL
我们得到的数据会有不同的格式，也可能有数据质量问题。预处理步骤的作用是把数
据转换为所需的格式，或清理不一致、无效或损坏的数据。一旦数据符合所需的格式，就
可以启动执行分析阶段的工作。Apache Hive、Apache Pig 和 Spark SQL 都是对海量数据进
行预处理的优秀工具。
在 某 些 项 目 中， 如 果 数 据 已 经 具 备 了 整 洁 的 格 式， 或 者 分 析 过 程 是 使 用 读 取 模 式
（Schema-on-Read）方法直接针对源数据进行的，那可能就不需要这个步骤了。
5. 进行分析
我们进行分析的目的是回答业务方面的问题。这就需要了解数据以及数据点之间的关
系。进行分析的类型有描述性和诊断性分析，得到的是数据的过去和当前视图。它通常回
答的是像“发生了什么事情？”和“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一些问题。在某些情况下也会进
行预测分析，它回答的问题是，基于某个假设会发生什么情况，诸如此类。
Apache Hive、Pig、Impala、Drill、Tez、Apache Spark 和 HBase 都是在批处理模式下
进行数据分析的优秀工具。而 Impala、Tez、Drill 和 Spark SQL 等实时分析工具可以集成到
传统的商业智能工具（Tableau、Qlikview 等）里，用于交互式分析。
6. 数据可视化
数据可视化是把分析结果以图像或图形格式来呈现，以便更好地理解分析结果，并根
据这些数据做出业务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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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我们可以使用 Sqoop 将最终数据从 Hadoop 导出到 RDBMS 数据库，以便集成
到可视化系统中；也可以把可视化系统直接集成到 Tableau、Qlikview、Excel 这些工具中。
基于 Web 的笔记本（如 Jupyter、Zeppelin 和 Databricks cloud 等）也可以通过和 Hadoop 及
Spark 组件进行集成，用于实现数据的可视化。

1.1.2

Hadoop 和 Spark 承担的角色

Hadoop 和 Spark 为你提供了大数据分析的极大灵活性：
 大规模数据预处理：大规模数据集可以高性能地进行预处理
 探索大型和完整数据集：数据集的大小无关紧要
 通过提供读取模式方法加速数据驱动的创新
 用于数据探索的各种工具和 API

1.2

大数据科学以及 Hadoop 和 Spark 在其中承担的角色
数据科学的工作体现在以下这两个方面：
 从数据中提取其深层次的规律性
 创建数据产品
要从数据中提取其深层次的规律性，意味着要使用统计算法提炼出有价值的信息。

数据产品则是一种软件系统，其核心功能取决于对数据的统计分析和机器学习的应用。
Google AdWords 或 Facebook 里的“你可能认识的人”就是数据产品的两个例子。

1.2.1

从数据分析到数据科学的根本性转变

从数据分析到数据科学的根本转变的根源，是对更准确的预测和创建更好的数据产品
需求的不断增长。
让我们来看一个示例，其中解释了数据分析和数据科学之间的差异。
问题：某大型电信公司有多个呼叫中心，负责收集呼叫者信息并将其存储在数据库和
文件系统中。该公司已经对呼叫中心数据实施数据分析，提供了以下分析结果：
 服务的可用性
 平均应答速度、平均通话时间、平均等待时间和平均呼叫时间
 呼叫的放弃率
 首次呼叫解析率和每次通话的费用
 座席占用情况
现在，该电信公司希望减少客户流失，改善客户体验，提高服务质量，并通过以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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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的方式了解客户的情况，进行交叉销售和向上销售。
解决方案：分析客户的声音。客户的声音比任何其他信息都有更深刻的含义。我们可
以使用 CMU Sphinx 等工具将所有呼叫转换为文本，并在 Hadoop 平台上进行扩展。我们可
以进行文本分析以从数据中获取分析结果，获得高精确度的呼叫 – 文本转换，创建适合该
公司的模型（语言和声学），并根据业务发生变化的频度，随时重新训练模型。此外，可以
利用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技术创建用于文本分析
的模型，提供以下指标，合并到数据分析的指标里：
 客户流失的主要原因
 客户情感分析
 客户和问题的划分
 客户的 360 度视角
请注意，这个用例的业务需求产生了从数据分析到实现机器学习和 NLP 算法的数据科
学的根本转变。为了实施这个解决方案，需要使用新的工具和技术，还需要一个新的角色：
数据科学家。
数据科学家具备多种技能—统计、软件编程和业务专业知识。数据科学家能够创建
数据产品，并从数据中提炼出价值。让我们来看看数据科学家与其他角色有什么不同。这
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在数据科学和数据分析项目中有哪些角色，以及他们要承担哪些工作。
1. 数据科学家与软件工程师
数据科学家和软件工程师角色之间的区别如下：
 软件工程师根据业务需求，开发通用的应用软件
 数据科学家不开发应用软件，但他们开发软件来帮助解决问题
 通常，软件工程师使用 Java、C++ 和 C ＃等编程语言
 数据科学家往往更重视像 Python 和 R 这样的脚本语言
2. 数据科学家与数据分析师
数据科学家和数据分析师角色之间的区别如下：
 数据分析师使用 SQL 和脚本语言进行描述性及诊断性分析，从而创建报告和仪表板。
 数据科学家使用统计技术和机器学习算法来进行预测性及规范性分析，从而找到答
案。他们通常会使用诸如 Python、R、SPSS、SAS、MLlib 和 GraphX 之类的工具。
3. 数据科学家与业务分析师
数据科学家和业务分析师角色之间的区别如下：
 两者都关注业务，因此他们可能会提出类似的问题
 数据科学家具备找到答案所需的技术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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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环境。我们可以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如逻辑回归、K 均值聚类、决策树或朴素贝叶斯等）
来构建合适的模型。
2. 衡量有效性
模型的执行是通过针对数据集运行确定的模型来进行的。通过利用正确的输出对结
果进行核对可以衡量模型的有效性。我们可以使用测试数据验证结果，并创建像均方差
（Mean Squared Error，MSE）之类衡量有效性的指标。
3. 做出改进
从衡量结果可以看到需要改进的程度有多大。要考虑你会做出哪些改变。你可以问自
己以下问题：
 围绕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做出的那些假设是否正确？
 提取更多的数据集是否会产生更好的结果？
 是否有其他解决方案能产生更好的结果？
一旦你实施了改进措施，就要对它们再次进行测试，并将它们与以前的衡量结果进行
比较，以进一步改进解决方案。
4. 交流结果
针对结果的交流是数据科学项目生命周期中的重要一步。数据科学家描述数据中的发
现的方式是把这些发现和业务问题关联起来。报表和仪表板是交流结果的常用工具。

1.2.3

Hadoop 和 Spark 承担的角色

Apache Hadoop 为你提供了分布式存储和资源管理功能，而 Spark 为你提供了数据科学
应用程序所需的内存级性能。对于数据科学项目来说，Hadoop 和 Spark 有以下的优点：
 广泛的应用和第三方组件包
 一个便于使用的机器学习算法库
 Spark 能够和深度学习库（如 H2O 和 TensorFlow）集成
 可以利用 Scala、Python 和 R 的 shell 进行交互式分析
 统一的特性—可以把 SQL、机器学习和流式传输一起使用

1.3

工具和技术
让我们来看看在 Hadoop 和 Spark 中用于大数据分析的不同工具和技术。
虽然 Hadoop 平台可以用于存储和处理数据，但 Spark 只能通过将数据读入内存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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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下表展示了典型大数据分析项目中所使用的工具和技术。
使用的工具

使用的技术
实时数据提取

数据收集

用于实时数据收集和聚合的 Apache Flume

导出

用于从关系数据库和 NoSQL 数据库导入 / 导出数据的 Apache Sqoop

导入

用于发布 – 订阅消息传递系统的 Apache Kafka

消息发布

通用工具，如 FTP / 复制

数据 API
屏幕直接抓取

HDFS：Hadoop 的主存储
HBase：NoSQL 数据库
Parquet：列格式
Avro：Hadoop 中的序列化系统
数据存储和格式

Sequence 文件：二进制键值对
RC 文件：Hadoop 中的第一个列格式
ORC 文件：优化的 RC 文件
XML 和 JSON：标准数据交换格式

数据存储
数据归档
数据压缩
数据序列化
模式演进

压缩格式：Gzip、Snappy、LZO、Bzip2、Deﬂate 等
非结构化文本、图片、视频等
MapReduce：Hadoop 的处理框架
Spark：计算引擎
数据变换和增强

Hive：数据仓库和查询
Pig：数据流语言
Python：函数式编程
Crunch、Cascading、Scalding 和 Cascalog：特殊的 MapReduce 工具

数据甄别
过滤
连接
ETL
文件格式转换
匿名化
重新处理身份信息

Hive：数据仓库和查询方法
Pig：数据流语言
Tez：MapReduce 的替代方法
Impala：MapReduce 的替代方法
Drill：MapReduce 的替代方法
Apache Storm：实时计算引擎
Spark Core：Spark 核心计算引擎
数据分析

Spark Streaming：实时计算引擎
Spark SQL：用于 SQL 分析
SolR：搜索平台
Apache Zeppelin：基于 Web 的笔记本
Jupyter 笔记本
Databricks cloud
Apache NiFi：数据流
Spark-on-HBase 连接器
编程语言：Java、Scala 和 Python

在线分析处理（OLAP）
数据挖掘
数据可视化
复杂事件处理
实时流处理
全文搜索
交互式数据分析

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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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使用的工具

数据科学

1.4

使用的技术

Python：函数式编程
R：统计计算语言
Mahout：Hadoop 的机器学习库
MLlib：Spark 的机器学习库
GraphX 和 GraphFrame：Spark 的图处理框架和用于图处理的 DataFrame

预测分析
情感分析
文本和自然语言处理
网络分析
聚类分析

实际环境中的用例
让我们来看看大数据分析用例的不同类型。总体而言，大数据分析用例可以分为以下

5 类：
 客户分析：数据驱动的客户分析对于深化客户关系和提高收入很有必要。
 运营分析：性能和高质量服务是维持客户的关键，从制造业到健康服务业，任何行
业都是如此。
 数据驱动的产品和服务：与不断增长的业务需求相匹配的新产品和服务。
 企业数据仓库（Enterprise Data Warehouse，EDW）优化：早期的数据仓库架构至
今已经有 20 年历史了。企业需要让 EDW 架构实现现代化，以处理海量数据。
 特定领域的解决方案：特定领域的解决方案为企业提供了实施新功能或遵守行业合
规性的有效方式。
下表显示了大数据分析的典型用例：
问题类别

客户分析

运营分析

数据驱动的产品和服务

用

例

数据分析还是数据科学

客户的 360 度视图

数据分析和数据科学

呼叫中心分析

数据分析和数据科学

情感分析

数据科学

推荐引擎（例如，最佳的下一个动作）

数据科学

日志分析

数据分析

呼叫中心分析

数据分析

非结构化数据管理

数据分析

文档管理

数据分析

网络分析

数据分析和数据科学

预防性的维护

数据科学

地理空间数据管理

数据分析和数据科学

IOT 分析

数据分析和数据科学

元数据管理

数据分析

运营数据服务

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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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问题类别
数据驱动的产品和服务

EDW 优化

特定领域的解决方案

1.5

用

例

数据分析还是数据科学

数据 / 大数据环境

数据分析

数据市场

数据分析

第三方数据管理

数据分析

数据仓库分流

数据分析

结构化的大数据湖

数据分析

授权成本削减

数据分析

云数据架构

数据分析

软件评估和迁移

数据分析

欺诈和合规

数据分析和数据科学

具体行业领域的模型

数据分析

数据源和集成

数据分析

衡量指标和报告的解决方案

数据分析

一站式数据仓库解决方案

数据分析

小结
使用 Hadoop 和 Spark 的大数据分析大致分为两大类：数据分析和数据科学。数据分析

侧重于过去和现在的统计，而数据科学侧重于未来的统计。数据科学项目本质上是迭代的，
而数据分析项目则不是迭代的。
Apache Hadoop 为你提供了分布式存储和资源管理，Spark 为你提供了大数据分析的内
存级性能。在大数据分析中，需要根据用例的类型及其可行性来使用各种工具和技术。
下一章将帮助你开始学习 Hadoop 和 Spa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