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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Spark 详解

2.1

Spark 概述
Spark 是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AMP 实验室开源的分布式大规模数据处理通用引擎，

具有高吞吐、低延时、通用易扩展、高容错等特点。Spark 内部提供了丰富的开发库，集成
了数据分析引擎 Spark SQL、图计算框架 GraphX、机器学习库 MLlib、流计算引擎 Spark
Streaming。Spark 在 函 数 式 编 程 语 言 Scala 中 实 现， 提 供 了 丰 富 的 开 发 API， 支 持 Scala、
Java、Python、R 等多种开发语言。同时，Spark 提供了多种运行模式，既可以采用独立部署
的方式运行，也可以依托 Hadoop YARN、Apache Mesos 等资源管理器调度任务运行。目前，
Spark 已经在金融、交通、医疗、气象等多种领域中广泛使用。

2.1.1

Spark 概述

1. 核心概念介绍
Spark 架构示意图如图 2-1 所示，下面将分别介绍各核心组件。
Client：客户端进程，负责提交作业。
Driver：一个 Spark 作业有一个 Spark Context，一个 Spark Context 对应一个 Driver
进 程， 作 业 的 main 函 数 运 行 在 Driver 中。Driver 主 要 负 责 Spark 作 业 的 解 析， 以 及 通 过
DAGScheduler 划分 Stage，将 Stage 转化成 TaskSet 提交给 TaskScheduler 任务调度器，进而
调度 Task 到 Executor 上执行。
Executor：负责执行 Driver 分发的 Task 任务。集群中一个节点可以启动多个 Executor，
每一个 Executor 可以执行多个 Task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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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che ：Spark 提供了对 RDD 不同级别的缓存策略，分别可以缓存到内存、磁盘、外部
分布式内存存储系统 Tachyon 等。
Application ：提交的一个作业就是一个 Application，一个 Application 只有一个 Spark
Context。
Job：RDD 执行一次 Action 操作就会生成一个 Job。
Task：Spark 运行的基本单位，负责处理 RDD 的计算逻辑。
Stage：DAGScheduler 将 Job 划分为多个 Stage，Stage 的划分界限为 Shuff le 的产生，
Shuff le 标志着上一个 Stage 的结束和下一个 Stage 的开始。
TaskSet：划分的 Stage 会转换成一组相关联的任务集。
RDD（Resilient Distributed Dataset）：弹性分布式数据集，可以理解为一种只读的分布式
多分区的数组，Spark 计算操作都是基于 RDD 进行的，下面会有详细介绍。
DAG（Directed Acyclic Graph）：有向无环图。Spark 实现了 DAG 的计算模型，DAG 计
算模型是指将一个计算任务按照计算规则分解为若干子任务，这些子任务之间根据逻辑关系
构建成有向无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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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k 架构示意图

2. RDD 介绍
RDD 从字面上理解有些困难，我们可以认为是一种分布式多分区只读的数组，Spark 计
算操作都是基于 RDD 进行的。RDD 具有几个特性：只读、多分区、分布式，可以将 HD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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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文件转换成 RDD，也可以由一个或多个 RDD 转换成新的 RDD，失效自动重构。基于这些
特性，RDD 在分布式环境下能够被高效地并行处理。
（1）计算类型
在 Spark 中 RDD 提供 Transformation 和 Action 两种计算类型。Transformation 操作非常
丰富，采用延迟执行的方式，在逻辑上定义了 RDD 的依赖关系和计算逻辑，但并不会真正
触发执行动作，只有等到 Action 操作才会触发真正执行操作。Action 操作常用于最终结果的
输出。
常用的 Transformation 操作如表 2-1 所示。
表 2-1

常用的 Transformation 操作及其描述

函数名称
map (func)

描

述

接收一个处理函数并行处理源 RDD 中的每个元素，返回与源 RDD 元素
一一对应的新 RDD
并行处理源 RDD 中的每个元素，接收一个处理函数，并根据定义的规

f ilter (func)

则对 RDD 中的每个元素进行过滤处理，返回处理结果为 true 的元素重新
组成新的 RDD
f latMap 是 map 和 f latten 的组合操作，与 map 函数相似，不过 map 函数

f latMap (func)

返回的新 RDD 包含的元素可能是嵌套类型，f latMap 接收一个处理嵌套会
将嵌套类型的元素展开映射成多个元素组成新的 RDD
与 map 函数应用于 RDD 中的每个元素不同，mapPartitions 应用于 RDD
中 的 每 个 分 区。mapPartitions 函 数 接 收 的 参 数 为 func 函 数，func 接 收 参
数为每个分区的迭代器，返回值为每个分区元素处理之后组成的新的迭代

mapPartitions (func)

器，func 会作用于分区中的每一个元素。有一种典型的应用场景，比如待
处理分区中的数据需要写入到数据库，如果使用 map 函数，每一个元素
都会创建一个数据库连接对象，非常耗时并且容易引起问题发生，如果使
用 mapPartitions 函数只会在分区中创建一个数据库连接对象，性能提高
明显
作用与 mapPartitions 函数相同，只是接收的参数 func 函数需要传入两个

mapPartitionsWithIndex(func)

参数，分区的索引作为第一个参数传入，按照分区的索引对分区中元素进
行处理

union (otherDataset)

将两个 RDD 进行合并，返回结果为 RDD 中元素（不去重）

intersection (otherDataset)

对两个 RDD 进行取交集运算，返回结果为 RDD 无重复元素

distinct ([numTasks]))

对 RDD 中元素去重
在 KV 类型的 RDD 中按 Key 分组，将相同 Key 的元素聚集到同一个分

groupByKey ([numTasks])

区内，此函数不能接收函数作为参数，只接收一个可选参数任务数，所以
不能在 RDD 分区本地进行聚合计算，如需按 Key 对 Value 聚合计算，只
能对 groupByKey 返回的新 RDD 继续使用其他函数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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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函数名称

描

述

对 KV 类型的 RDD 按 Key 分组，接收两个参数，第一个参数为处理函
数，第二个参数为可选参数设置 reduce 的任务数。reduceByKey 函数能够

reduceByKey (func, [numTasks])

在 RDD 分区本地提前进行聚合运算，这有效减少了 shuff le 过程传输的数
据量。相对于 groupByKey 函数更简洁高效

aggregateByKey (zeroValue)(seqOp,
combOp)

对 KV 类型的 RDD 按 Key 分组进行 reduce 计算，可接收三个参数，第
一个参数是初始化值，第二个参数是分区内处理函数，第三个参数是分区
间处理函数

sortByKey ([ascending], [numTasks])

对 KV 类型的 RDD 内部元素按照 Key 进行排序，排序过程会涉及 Shuff le
对 KV 类型的 RDD 进行关联，只能是两个 RDD 之间关联，超过两个
RDD 关联需要使用多次 join 函数，join 函数只会关联出具有相同 Key 的元

join (otherDataset, [numTasks])

素，相当于 SQL 语句中的 inner join
对 KV 类型的 RDD 进行关联，cogroup 处理多个 RDD 关联比 join 更加
优雅，它可以同时传入多个 RDD 作为参数进行关联，产生的新 RDD 中的

cogroup (otherDataset, [numTasks])

元素不会出现笛卡尔积的情况，使用 fullOuterJoin 函数会产生笛卡尔积
对 RDD 重新分区，将 RDD 中的分区数减小到参数 numPartitions 个，不
会产生 shuff le。在较大的数据集中使用 f iler 等过滤操作后可能会产生多个

coalesce (numPartitions)

大小不等的中间结果数据文件，重新分区并减小分区可以提高作业的执行
效率，是 Spark 中常用的一种优化手段
对 RDD 重新分区，接收一个参数——numPartitions 分区数，是 coalesce

repartition (numPartitions)

函数设置 shuff le 为 true 的一种实现形式

repartitionAndSortWithinPartitions
(partitioner)

接收一个分区对象（如 Spark 提供的分区类 HashPartitioner）对 RDD 中
元素重新分区并在分区内排序

常用的 Action 操作如表 2-2 所示。
表 2-2

常用的 Action 操作及其描述

函数名称

描

述

reduce(func)

处理 RDD 两两之间元素的聚集操作

collect()

返回 RDD 中所有数据元素

count()

返回 RDD 中元素个数

f irst()

返回 RDD 中的第一个元素

take(n)

返回 RDD 中的前 n 个元素

saveAsTextFile(path)

将 RDD 写入文本文件，保存至本地文件系统或者 HDFS 中

saveAsSequenceFile(path)

将 KV 类型的 RDD 写入 SequenceFile 文件，保存至本地文件系统或者 HDFS 中

countByKey()
foreach(func)

返回 KV 类型的 RDD 每个 Key 包含的元素个数
遍历 RDD 中所有元素，接收参数为 func 函数，常用操作是传入 println 函数打印
所有元素

22

第二部分

核心技术

从 HDFS 文件生成 Spark RDD，经过 map、f ilter、join 等多次 Transformation 操作，最
终调用 saveAsTextFile Action 操作将结果集输出到 HDFS，并以文件形式保存。RDD 的流转
过程如图 2-2 所示。
Transformation
RDD1

HDFS
map

Action

RDD2
filter

block1

partition1

partition1

block2

partition2

partition2

join

RDD4
partition1

block3

partition3

partition3
partition2
RDD3

saveAsTextFile

HDFS

partition3

partition1
partition2

图 2-2

RDD 的流转过程示意图

（2）缓存
在 Spark 中 RDD 可以缓存到内存或者磁盘上，提供缓存的主要目的是减少同一数据集
被多次使用的网络传输次数，提高 Spark 的计算性能。Spark 提供对 RDD 的多种缓存级别，
可以满足不同场景对 RDD 的使用需求。RDD 的缓存具有容错性，如果有分区丢失，可以通
过系统自动重新计算。
在代码中可以使用 persist() 方法或 cache() 方法缓存 RDD。cache() 方法默认将 RDD 缓
存到内存中，cache() 方法和 persist() 方法都可以用 unpersist() 方法来取消 RDD 缓存。示例
如下：
val f ileDataRdd = sc.textFile("hdfs://data/hadoop/test.text")
f ileDataRdd.cache()
// 缓存 RDD 到内存

或者
f ileDataRdd.persist(StorageLevel.MEMORY_ONLY)
f ileDataRdd..unpersist()
// 取消缓存

Spark 的所有缓存级别定义在 org.apache.spark.storage.StorageLevel 对象中，如下所示。
object storageLevel extends scala.AnyRef with scala.Serializ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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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E : org.apache.spark.storage.StorageLevel
DISK_ONLY : org.apache.spark.storage.StorageLevel
DISK_ONLY_2 : org.apache.spark.storage.StorageLevel
MEMORY_ONLY : org.apache.spark.storage.StorageLevel
MEMORY_ONLY_2 : org.apache.spark.storage.StorageLevel
MEMORY_ONLY_SER : org.apache.spark.storage.StorageLevel
MEMORY_ONLY_SER_2 : org.apache.spark.storage.StorageLevel
MEMORY_AND_DISK : org.apache.spark.storage.StorageLevel
MEMORY_AND_DISK_2 : org.apache.spark.storage.StorageLevel
MEMORY_AND_DISK_SER : org.apache.spark.storage.StorageLevel
MEMORY_AND_DISK_SER_2 : org.apache.spark.storage.StorageLevel
OFF_HEAP : org.apache.spark.storage.StorageLevel

各种缓存级别的详细描述如表 2-3 所示。
表 2-3
缓存级别
MEMORY_ONLY
MEMORY_ONLY_2
MEMORY_ONLY_SER
DISK_ONLY
MEMORY_AND_DISK
MEMORY_AND_DISK_2
MEMORY_AND_DISK_SER

Spark 各缓存级别及其描述

描
述
RDD 仅缓存一份到内存，此为默认级别
将 RDD 分别缓存在集群的两个节点上，RDD 在集群内存中保存两份
将 RDD 以 Java 序列化对象的方式缓存到内存中，有效减少了 RDD 在内存中
占用的空间，不过读取时会消耗更多的 CPU 资源
RDD 仅缓存一份到磁盘
RDD 仅缓存一份到内存，当内存中空间不足时会将部分 RDD 分区缓存到磁盘
将 RDD 分别缓存在集群的两个节点上，当内存中空间不足时会将部分 RDD
分区缓存到磁盘，RDD 在集群内存中保存两份
将 RDD 以 Java 序列化对象的方式缓存到内存中，当内存中空间不足时会将
部分 RDD 分区缓存到磁盘，有效减少了 RDD 在内存中占用的空间，不过读取
时会消耗更多的 CPU 资源
将 RDD 以序列化的方式缓存到 JVM 之外的存储空间 Tachyon 中，与其他缓

OFF_HEAP

存模式相比，减少了 JVM 垃圾回收开销。Spark 执行程序失败不会导致数据丢
失，Spark 与 Tachyon 已经能较好地兼容，使用起来方便稳定

（3）依赖关系
窄依赖（Narrow Dependency）：父 RDD 的分区只对应一个子 RDD 的分区，如图 2-3 所
示，如果子 RDD 只有部分分区数据损坏或者丢失，只需要从对应的父 RDD 重新计算恢复。
RDD0

filter(_!"")

RDD1

map((_,1))

RDD2

Q

Q

Q

Q

Q

Q

Q

Q

Q

图 2-3

窄依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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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依赖（Shuff le Dependency）：子 RDD 分区依赖父 RDD 的所有分区，如图 2-4 所示。
如果子 RDD 部分分区甚至全部分区数据损坏或丢失，需要从所有父 RDD 重新计算，相对窄
依赖而言付出的代价更高，所以应尽量避免宽依赖的使用。
RDD0

reduceByKey(_ _)

RDD1

Q
Q
Q
Q
Q

图 2-4

宽依赖示意图

Lineage：每个 RDD 都会记录自己依赖的父 RDD 信息，一旦出现数据损坏或者丢失将
从父 RDD 迅速重新恢复。
3. 运行模式
Spark 运行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Local 模式：本地采用多线程的方式执行，主要用于开发测试。
2）On Yarn 模 式：Spark On Yarn 有 两 种 模 式， 分 别 为 yarn-client 和 yarn-cluster 模 式。
yarn-client 模式中，Driver 运行在客户端，其作业运行日志在客户端查看，适合返回小数据
量结果集交互式场景使用。yarn-cluster 模式中，Driver 运行在集群中的某个节点，节点的选
择由 YARN 调度，作业日志通过 yarn 管理名称查看：yarn logs -applicationId <app ID>，也可
以在 YARN 的 Web UI 中查看，适合大数据量非交互式场景使用。
提交作业命令：
./bin/spark-submit --class package.MainClass \ # 作业执行主类，需要完成的包路径
--master spark://host:port, mesos://host:port, yarn, or local\Maste
# 运行方式
---deploy-mode client,cluster\ # 部署模式，如果 Master 采用 YARN 模式则可以选择使用
clent 模式或者 cluster 模式，默认 client 模式
--driver-memory 1g \
# Driver 运行内存，默认 1G
---driver-cores 1 \
# Driver 分配的 CPU 核个数
--executor-memory 4g \
# Executor 内存大小
--executor-cores 1 \
# Executor 分配的 CPU 核个数
---num-executors \
# 作业执行需要启动的 Executor 数
---jars \
# 作业程序依赖的外部 jar 包，这些 jar 包会从本地上传到
Driver 然后分发到各 Executor classpath 中。
lib/spark-examples*.jar \
# 作业执行 JAR 包
[other application arguments ]
# 程序运行需要传入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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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在 yarn-cluster 模式下的执行过程如图 2-5 所示。
NodeManager
Core

Mem

Executor
Client

ResourceManager

Task

Task

NodeManager
Core

Mem

Executor
Task

Task

NodeManager
Application
Master
Driver

图 2-5

作业在 yarn-cluster 模式下的执行过程

1）Client 在任何一台能与 Yarn 通信的入口机向 Yarn 提交作业，提交的配置中可以设置
申请的资源情况，如果没有配置则将采用默认配置。
2）ResourceManager 接收到 Client 的作业请求后，首先检查程序启动的 ApplicationMaster
需要的资源情况，然后向资源调度器申请选取一个能够满足资源要求的 NodeManager 节点用
于启动 ApplicationMaster 进程，ApplicationMaster 启动成功之后立即在该节点启动 Driver 进程。
3）ApplicationMaster 根据提交作业时设置的 Executor 相关配置参数或者默认配置参数
与 ResourceManager 通信领取 Executor 资源信息，并与相关 NodeManager 通信启动 Executor
进程。
4）Executor 启动成功之后与 Driver 通信领取 Driver 分发的任务。
5）Task 执行，运行成功输出结果。

2.1.2

Shuff le 详解

Shuff le 最早出现于 MapReduce 框架中，负责连接 Map 阶段的输出与 Reduce 阶段的输
入。Shuff le 阶段涉及磁盘 IO、网络传输、内存使用等多种资源的调用，所以 Shuff le 阶段的
执行效率影响整个作业的执行效率，大部分优化也都是针对 Shuff le 阶段进行的。Spark 是
实现了 MapReduce 原语的一种通用实时计算框架。Spark 作业中 Map 阶段的 Shuff le 称为

26

第二部分

核心技术

Shuff le Write，Reduce 阶段的 Shuff le 称为 Shuff le Read。Shuff le Write 阶段会将 Map Task 中
间结果数据写入到本地磁盘，而在 Shuff le Read 阶段中，Reduce Task 从 Shuff le Write 阶段拉
取数据到内存中并行计算。Spark Shuff le 阶段的划分方式如图 2-6 所示。
Shuffle Write
RDD1

Shuffle Read
New RDD

RDD2

图 2-6

Spark Shuff le 阶段的划分方式

1. Shuff le Write 实现方式
（1）基于 Hash 的实现（hash-based）
每个 Map Task 都会生成与 Reduce Task 数据相同的文件数，对 Key 取 Hash 值分别写入
对应的文件中，如图 2-7 所示。生成的文件数 FileNum=MapTaskNum×ReduceTaskNum，如
果 Map Task 和 Reduce Task 数都比较多就会生成大量的小文件，写文件过程中，每个文件都
要占用一部分缓冲区，总占用缓冲区大小 TotalBufferSize=CoreNum×ReduceTaskNum×FileB
ufferSize，大量的小文件就会占用更多的缓冲区，造成不必要的内存开销，同时，大量的随机
写操作会大大降低磁盘 IO 的性能。
file1
file2

Map Task1

Reduce Task1

file3
file1
file2

Map Task2

Reduce Task2

file3
file1
file2

Map Task3

file3

图 2-7

基于 Hash 的实现方式

Reduce Task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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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简单的基于 Hash 的实现方式扩展性较差，内存资源利用率低，过多的小文件在文
件拉取过程中增加了磁盘 IO 和网络开销，所以需要对基于 Hash 的实现方式进行进一步优
化，为此引入了 Consolidate（合并）机制。如图 2-8 所示，将同一个 Core 中执行的 Task 输出
结果写入到相同的文件中，生成的文件数 FileNum=CoreNum×ReduceTaskNum，这种优化方
式减少了生成的文件数目，提高了磁盘 IO 的吞吐量，但是文件缓存占用的空间并没有减少，
性能没有得到明显有效的提高。

Reduce Task1

Map Task1
file1
Core

file2
file3

Map Task2

Reduce Task2

file1
Map Task3

file2

Core

file3

图 2-8

Reduce Task3

优化后的基于 Hash 的实现方式

设置方式
代码中设置：conf.get("spark.shuff le.manager", "hash")
配置文件中设置：在 conf/spark-default.conf 配置文件中添加 spark.shuff le.managerhash
基于 Hash 的实现方式的优缺点：
优点：实现简单，小数量级数据处理操作方便。
缺点：产生小文件过多，内存利用率低，大量的随机读写造成磁盘 IO 性能下降。
（2）基于 Sort 的实现方式（sort-based）
为了解决基于 Hash 的实现方式的诸多问题，Spark Shuff le 引入了基于 Sort 的实现方式，
如图 2-9 所示。该方式中每个 Map Task 任务生成两个文件，一个是数据文件，一个是索引文
件，生成的文件数 FileNum=MapTaskNum×2。数据文件中的数据按照 Key 分区在不同分区
之间排序，同一分区中的数据不排序，索引文件记录了文件中每个分区的偏移量和范围。当
Reduce Task 读取数据时，先读取索引文件找到对应的分区数据偏移量和范围，然后从数据文
件读取指定的数据。
设置方式
代码中设置：conf.get("spark.shuff le.manager", "sort")
配置文件中设置：在 conf/spark-default.conf 配置文件中添加 spark.shuff le.manager s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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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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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 File

partition1
partition2

MapTask3

ReduceTask3

partition3

图 2-9

基于 Sort 的实现方式

基于 Sort 的实现方式的优缺点：
优点：顺序读写能够大幅提高磁盘 IO 性能，不会产生过多小文件，降低文件缓存占用
内存空间大小，提高内存使用率。
缺点：多了一次粗粒度的排序。
2. Shuff le Read 实现方式
Shuff le Read 阶段中 Task 通过直接读取本地 Shuff le Write 阶段产生的中间结果数据或者
通过 HTTP 的方式从远程 Shuff le Write 阶段拉取中间结果数据进行处理。Shuff le Write 阶段基
于 Hash 和基于 Sort 两种实现方式产生的中间结果数据在 Shuff le Read 阶段采用同一种实现
方式。
1）获取需要拉取的数据信息，根据数据本地性原则判断采用哪种级别的拉取方式。
2）判断是否需要在 Map 端聚合（reduceByKey 会在 Map 端预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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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huff le Read 阶段 Task 拉取过来的数据如果涉及聚合或者排序，则会使用 HashMap
结构在内存中存储，如果拉取过来的数据集在 HashMap 中已经存在相同的键则将数据聚合在
一起。此时涉及一个比较重要的参数——spark.shuff le.spill，决定在内存被写满后是否将数据
以文件的形式写入到磁盘，默认值为 true，如果设置为 false，则有可能会发生 OOM 内存溢
出的风险，建议开启。
4）排序聚合之后的数据以文件形式写入磁盘将产生大量的文件内数据有序的小文件，
将这些小文件重新加载到内存中，随后采用归并排序的方式合并为一个大的数据文件。

2.2

Spark SQL
Spark SQL 是 Spark 的重要组成模块，也是目前大数据生产环境中使用最广泛的技术之

一，主要用于结构化数据处理。Spark 目前已经发布了 2.X 版本，Spark SQL 的性能也在不断
优化提升。Spark SQL 的 API 设计简洁高效，使用简单方便，可以与 Hive 表直接进行交互，
并且支持 JDBC/ODBC 连接。Spark 先后引入了 DataFrame 和 DataSet 两种数据结构，以便更
加高效地处理各种数据。

2.2.1

SparkSession

Spark 2.0 引入了 SparkSession，用于在 Spark SQL 开发过程中初始化上下文，为用户提
供统一的入口。用户可以通过 SparkSession API 直接创建 DataFrame 和 DataSet。Spark 2.0
之前版本初始化上下文需要创建 SparkContext、SQLContext、HiveContext、SparkConf，从
Spark 2.0 版本开始不再需要之前复杂的操作，所有的运行时参数设置、获取都可以通过 conf
方 法 实 现。conf 方 法 返 回 RuntimeConf ig 对 象，RuntimeConf ig 对 象 包 含 Spark、Hadoop 等
运行时的配置信息。
Spark 2.0 之前版本 SQLContext 创建方式如下：
val sparkConf = new SparkConf().setAppName("Word Count ")
val sc = new SparkContext(sparkConf)
val sqlContext = new SQLContext(sc)

SparkSession 创建方式如下：
val sparkSession= SparkSession.builder()
.appName("Word Count")//Application 名称
.conf ig("spark.some.conf ig.option", "some-value")
.getOrCreate()

Spark 2.0 之前版本支持 Hive 的 HiveContext 创建方式如下：
val sparkConf = new SparkConf().setAppName("HiveFromSpark")
val sc = new SparkContext(sparkCo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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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 hiveContext = new org.apache.spark.sql.hive.HiveContext(sc)

使用 enableHiveSupport 支持 Hive 的 SparkSession 创建方式如下：
val sparkSession= SparkSession.builder()
.appName("Spark Hive Example")
.conf ig("spark.sql.warehouse.dir", warehouseLocation)
.enableHiveSupport()
.getOrCreate()

如果在环境中已经创建过 SparkSession，使用如下方式获取已经存在的 SparkSession：
SparkSession.builder().getOrCreate()

SparkSession 的 conf 方法返回 RuntimeConf ig 对象，可以通过 RuntimeConf ig 对象的 set
（或 get）方法设置（或获取）Spark 运行时的参数。
设置一个 Executor 进程执行 Task 占用的内存为 4G：
sparkSession.conf.set("spark.executor.memory","4g")
val conf igMap : Map[String,String] = sparkSession.conf.getAll
conf igMap.foreach{case(k,v)=>println(k + "->" + v)}

打印出的运行时参数信息如下：
spark.driver.host->192.168.1.1
spark.driver.port->64678
hive.metastore.warehouse.dir->f ile:/D: /spark2.1pro/spark-warehouse/
spark.some.conf ig.option->some-value
spark.app.name->spark session test
spark.executor.id->driver
spark.master->local
spark.executor.memory->4g
spark.app.id->local-1488292626346

从代码中可以看出 SparkSession 没有显式地创建 SparkContext、SQLContext、SparkConf
对象，因为 SparkSession 内部进行了封装，对用户完全透明。SparkSession 提供了对 Hive 大
部分功能的内置支持，包括使用 HiveQL 查询、使用自定义的 UDF 函数、读取表元数据等。
想了解更多关于 SparkSession 的操作请参考官方文档：
http://spark.apache.org/docs/latest/api/scala/index.html#org.apache.spark.sql.SparkSession。

2.2.2

DataFrame

在 Spark 1.3 之前版本中，用户使用 Spark SQL 时需要直接操作 RDD API，学习成本
相对较高，代码结构相对复杂，为了提高任务执行性能，用户还需要掌握一些调优手段。
Spark 从 1.3 版本引入 DataFrame，DataFrame 是一种带有 Schema 元信息的分布式数据集，
类似于传统数据库中的二维表，定义有字段名称和类型，用户可以像操作数据库表一样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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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DataFrame。DataFrame 的开发 API 简洁高效，代码结构清晰，并且 Spark 针对 DataFrame
的操作进行了丰富的优化。DataFrame 支持 Java、Scala、Python 等多种开发语言，不论是
专业的开发人员，还是数据分析人员都可以轻松地使用 DataFrame 处理结构化数据。Spark
2.0 开 发 API 向 下 兼 容， 老 版 本 的 API 依 然 可 以 使 用， 建 议 在 Spark 2.X 环 境 下 使 用 新
的 API。
1. 创建 DataFrame
SparkSession 可 以 通 过 RDD 转 换、 读 取 Hive 表、 读 取 不 同 格 式（例 如 TXT、JSON、
Parquet） 文 件 数 据、 通 过 JDBC 连 接 数 据 库 表 等 方 式 创 建 DataFrame。 下 面 通 过 案 例 介
绍 DataFrame 不 同 的 创 建 方 式， 之 后 的 案 例 除 了 需 要 重 新 创 建 SparkSession 外 统 一 使 用
sparkSession 作为 SparkSession 的实例。
1）通过读取指定路径文件的方式创建 DataFrame，SparkSession 支持读取多种文件格式，
如：TXTFile、JSONFile、ParquetFile、CSVFile 等常用文件格式。
读取 HDFS 指定路径下的 JSON 文件创建 DataFrame：
val jsonDF = sparkSession.read.json("hdfs://datasource/data.json")

加载 HDFS 指定路径下的 CSV 文件格式化为 CSV 格式并创建 DataFrame：
val csvDF = sparkSession.read.format("csv").load("hdfs://datasource.csv")

通过加载文件格式指定类型创建 DataFrame 的方式等价于 sparkSession.read.csv(f ilePath)
创建方式。
读取 HDFS 指定路径下的 Parquet 文件创建 DataFrame：
val parquetDF = sparkSession.read.parquet("hdfs://datasource/data.parquet")

2）通过 RDD 转换成 DataFrame，需要引入 spark.implicits 包进行隐式转换。
data.txt 文件的每一行包含城市、点击量、曝光量三个字段值，字段之间用逗号隔开。定
义 AdData 类有三个变量：city（城市）类型为字符型，click（点击量）类型为长整形，pv（曝光量）
类型为长整型，分别与 data.txt 每行数据的字段值一一对应。SparkSession 通过读取数据文件
生成 RDD 转换成 DataFrame。
// 通过反射将类属性映射为 DataFrame 的 Schema
case class AdData(city: String, click: Long,pv:Long,)
import spark.implicits._
val rddDF = sparkSession.sparkContext
.textFile("hdfs://datasource/ data.txt")
.map(_.split(","))
.map(datas =>AdData(datas(0), datas(1).trim.toInt, datas (2).trim.toInt))
.toDF()

通过 Transformation 操作生成的 RDD 转换成带有 Schema 的 Data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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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 squaresDF = spark.sparkContext.makeRDD(1 to 5).map(i => (i, i * i)).
toDF("value", "square")

3）通过 JDBC 连接数据库，将数据表数据转换成 DataFrame。
val jdbcDF = sparkSession.read
.format("jdbc")
.option("url", "jdbc:mysql://192.168.1.1:3306/addata")
.option("dbtable", "ad _tb")
.option("user", "spark")
.option("password", "spark123")
.load()

等价实现
// 定义属性对象，设置连接数据库的配置信息。
val connectionProperties = new Properties()
connectionProperties.put("user", "spark")
connectionProperties.put("password", " spark123")
val jdbcDF2 = spark.read
.jdbc("jdbc:mysql://192.168.1.1:3306/addata","ad_table", connectionProperties)

2. DataFrame 常用操作
DataFrame 常用操作主要有以下几种：
（1）toDF 函数
作为 DataSet 的一种特殊形式，DataFrame 的 toDF 函数定义在 DataSet 类中，函数的作
用是将 RDD 转换为 DataFrame。
函数定义如下：
def toDF(): DataFrame = new Dataset[Row](sparkSession, queryExecution, RowEncoder
(schema))

（2）as 函数
返回一个指定别名的新 DataSet。
（3）printSchema 函数
打印 DataFrame 的 Schema 信息。
（4）show 函数
默认以表格形式展现 DataFrame 数据集的前 20 行数据，字符串类型数据长度超过 20 个
字符将会被截断，如果需要控制显示的数据条数和字符串截取显示情况，可以使用带有不同
参数的 show 方法。
（5）createTempView 函数和 createOrReplaceTempView 函数
创建临时视图，临时视图随着创建该视图会话的终止自动删除，不会绑定到任何数据库
中，不可以使用“ database.view ”的方式来引入临时视图。DataFrame 提供了两个函数创建
视图，分别是 createTempView 和 createOrReplaceTempView。使用 createTempView 函数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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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如果视图名称已经存在会抛出 AnalysisException 异常；使用 createOrReplaceTempView
函数创建视图，如果视图名称已经存在将会被新的视图替换覆盖。
（6）createGlobalTempView 函数
创建全局临时视图，该视图的声明周期与 Spark 应用程序声明周期相关联，随着 Spark
应用程序的终止自动删除，它与系统保留的数据库“ _global_temp ”绑定，该试图的引入方
式为“ _global_temp.view ”。
使用 SQL 语句查询临时视图：
// 创建视图 ad_view
rddDF. createOrReplaceTempView(“ ad_view ”)
// 查询曝光量大于 10000000 的城市名称，按曝光量降序排序，取前十的城市曝光信息
sparkSession.sql(“select city,pv from ad_view where pv > 10000000 order by pv desc
limit 10”)
// 创建全局视图 ad_global_view
rddDF. createOrReplaceTempView(“ ad_global_view ”)
sparkSession.sql(“ select city,pv from _global_temp. ad_global_view where pv >
10000000 order by pv desc ”)

DataFrame 的查询操作不是只能通过视图来查询，内部提供了各种丰富的查询方法。下
面举例实现与上例查询临时视图相同的功能。
rddDF.where("pv>10000000 ").orderBy("pv desc").select("city","pv").limit(10)

等价实现方式
rddDF.where($"pv">10000000 ).orderBy($"pv".desc).select($"city",$"pv").limit(10)

3. DataFrame 持久化
Spark 提供了 DataFrame 保存数据的多种方式，DataFrame 可以以不同文件格式输出到指
定路径，可以保存到 Hive 表，还可以通过 JDBC 连接输出到数据库表中。DataFrame 有四种
保存模式：
SaveMode.ErrorIfExists（简写为“ error ”）：表示如果输出数据或者目标表已经存在则

抛出异常，此为默认保存模式。
SaveMode.Append（简写为“ append ”）：表示如果输出数据或目标表已经存在，则

DataFrame 的数据会追加到原数据或目标表数据的后面。
SaveMode.Overwrite（简写为“ overwrite ”）：表示如果输出数据或目标表已经存在，

则删除原数据，新数据覆盖原数据。
SaveMode.Ignore（简写为“ ignore ”），表示如果输出数据或目标表已经存在，则不做

任何操作，原数据不会受任何影响，也不会抛出异常，类似 SQL 语句中的 CREATE
TABLE IF NOT EXISTS 语义。
下面将具体介绍 DataFrame 保存数据的几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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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ataFrame 保存数据到文件
DataFrame parquetDF 以重写（overwrite）模式将数据保存为 HDFS 指定路径下的 parquet
格式文件：
parquetDF.write.mode(SaveMode.Overwrite).parquet("hdfs://sparkdata/data.parquet")

等价实现
parquetDF.write.mode(“ overwrite ”).parquet("hdfs://sparkdata/data.parquet")

等价实现
squaresDF.write.mode(“ overwrite ”).format("parquet").save("hdfs://sparkdata/
data.parquet ")

DataFrame 支持多种格式的输出，经常使用的文件格式有 Parquet、TXT、ORC、JSON 等。
（2）DataFrame 保存数据到 Hive 表
DataFrame 提 供 两 个 方 法 将 数 据 保 存 到 Hive 表， 分 别 是 insertInto 和 saveAsTable。
saveAsTable 与 DataFrame 提 供 的 createOrReplaceTempView 方 法 不 同， 前 者 不 会 因 为
SparkSQL 程序重启导致表和数据丢失，如果之前没有搭建 Hive 仓库，Spark 则会在 spark.sql.
warehouse.dir 配置的目录中创建 Hive 元数据库（Derby 数据库）保存 Hive 表的元数据信息，
如果没有配置 spark.sql.warehouse.dir 指定的目录，该目录默认在 Spark 应用程序当前目录创建
spark-warehouse 目录。当程序下次重启之后只要使用的是同一个元数据库连接表和数据就依
然可以使用。DataFrame 向 Hive 表保存数据的时候也会采用 SaveMode 提供的四种保存模式，
默认使用 ErrorIfExists 模式，即目标表存在则抛出异常。在“ overwrite ”模式或者“ append ”
模式下，如果表已经存在，则 DataFrame 定义的 Schema 列字段顺序不需要与已存在表列字
段顺序相同，只需要列字段名称相同，通过列名找到正确的列字段位置即可。使用 insertInto
方法向 Hive 表写入数据忽略字段名称，不会根据字段名称找到正确的列字段位置，因此需要
DataFame 定义的 Schema 列字段顺序与已存在的表列字段顺序一致才能保证写入的数据准确。
例如，存在一张表 t1，t1 包含两个字段分别是 i 和 j：
Seq((1, 2)).toDF("i", "j").write.mode("overwrite").saveAsTable("t1")
Seq((3, 4)).toDF("j", "i").write.insertInto("t1")
Seq((5, 6)).toDF("a", "b").write.insertInto("t1")
sql("select * from t1").show

输出结果：
+---+---+
| i| j|
+---+---+
| 5| 6|
| 3| 4|
|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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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ataFrame 保存数据到数据库表
jdbcDF.write
.format("jdbc")
.option("url", "jdbc:mysql://192.168.1.1:3306/addata")
.option("dbtable", " ad_table")
.option("user", "spark")
.option("password", "spark123")
.save()

等价实现：
// 定义属性对象，设置连接数据库的配置信息。
val connectionProperties = new Properties()
connectionProperties.put("user", "spark")
connectionProperties.put("password", " spark123")
jdbcDF.write.jdbc("jdbc:mysql://192.168.1.1:3306/addata ", "ad_tb", connectionProperties)

2.2.3

DataSet

DataSet 是一个特定域的强类型的不可变数据集，每个 DataSet 都有一个非类型化视图
DataFrame（DataFame 是 DataSet[Row] 的一种表示形式）。DataFrame 可以通过调用 as(Encoder)
函数转换成 DataSet，而 DataSet 则可以通过调用 toDF() 函数转换成 DataFrame，两者之间可
以互相灵活转换。操作 DataSet 可以像操作 RDD 一样使用各种转换（Transformation）算子并
行操作，转换算子采用“惰性”执行方式，当调用 Action 算子时才会触发真正的计算执行。
创建 DataSet 需要显式提供 Encoder 把对象序列化为二进制形式进行存储，而不是使用
Java 序列化或者 Kryo 序列化方式。DataSet 使用专门的编码器序列化对象在网络间传输处
理。编码器动态生成代码，可以在编译的时候检查类型，不需要将对象反序列化就可以进行
过滤、排序等操作，避免了 Shuff le 过程中频繁的序列化和反序列化，有效减少了内存的使
用和 Java 对象频繁 GC 的开销。
创建 DataSet：
1）通过 case class 创建：
case class AdData(city: String, pv: Long,click:Long)
val adDS = Seq(AdData("beijing", 10000,1000)).toDS()

2）DataFrame 调用 as[Encoder] 函数创建：
val path = " hdfs://datasource/addata.txt""
val adDS = spark.read.json(path).as[AdData]
adDS.show()

2.3

Structured Streaming
Structured Streaming，即结构化流，设计者的意思是将流数据结构化，基于 Spark 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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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构建可扩展和高容错流处理引擎。我们可以将同一种流数据在 SparkSQL 中看作一张无
边界大表，将源源不断流入的数据灌入该表中。使用 SparkStreaming 处理流数据是将大量连
续的数据按照时间段切分，采用微批处理的方式直接操作 RDD，需要开发者自主优化提高
处理性能。Structured Streaming 提供了基于 DataFrame 和 DataSet 的 API，支持 Java、Scala、
Python 多种开发语言，内部优化由 Tungsten 引擎处理完成，优化性能更加高效，开发过程快
速、稳定、高效。
在容错方面，Structured Streaming 通过设置检查点和写入日志等方式确保端到端的一次
性容错保证。Structured Streaming 提供快速，精确，可扩展，高容错，端到端的流处理服务。
对用户来说，Structured Streaming 是在静态表上提供了将流计算转换为对无界输入表的增量
查询计算。
图 2-10 通过图形化的方式解释了 Structured Streaming 处理流数据的原理（图片来自官方
文档）。
Data stream

Unbounded Table

new data in the
data stream

new rows appended
to a unbounded table

Data stream as an unbounded table

图 2-10

2.3.1

Structured Streaming 处理流数据的原理示意图

数据源

目前支持的数据源有 File Source、Kafka Source、Socket Source 三种，下面详细介绍三
种数据源的使用方法。
1. File Source
以文件作为数据源，读取指定路径下的文件并创建 DataFrame，目前支持 TXT、CSV、
JSON，Parquet 四种文件格式。
SparkSession 通过读取文件创建 DataFrame 的示例代码如下：
通过 StructType 创建 DataFrame Schema，StructType 添加字段标签有多种方法，下面介
绍在 StructType 中添加 StructField 对象的方法，StructType 中的每一个标签都使用 StructField
对象表示，StructField 接收四个参数：name，字段名称，字符串类型；dataType，字段类型
DataType 类型；nullable，是否允许为空，布尔类型，可选参数，默认值 true ；metadata，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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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元数据，Metadata 类型，可选参数，默认值为 Metadata.empty。
val adSchema = StructType(Array(
StructField("city", StringType, true),
StructField("pv", LongType, true),
))
// 读取 CSV 文件创建 DataFrme
val csvDF = spark .readStream
.option("sep", "\t")
// tab 键分割作为分割符
.schema(adSchema)
// 添加 Schema
.csv("/data/ad_pv_dir/")

2. Kafka Source
从 Kafka 中拉取主题数据作为数据源，需要使用 Kafka 0.10.0 及以上版本。使用 Kafka
数据源创建 DataSet 示例关键代码如下：
val lines = spark .readStream
.format("kafka")
.option("kafka.bootstrap.servers", "192.168.1.1:9092, 192.168.1.2:9092")
.option("subscribe", "topicName")
.load()
.selectExpr("CAST(value AS STRING)")
.as[String]

调 用 format 函 数 声 明 数 据 源 类 型 为 Kafka， 通 过 option 函 数 设 置 连 接 Kafka 的 相 关
配置参数，调用 selectExpr 函数将 value 值转换为 String 类型，调用 as[String] 函数转换成
DataSet。在使用 Kafka 数据源的时候可以设置 Kafka Consumer 相关的大部分配置参数，但
是在 Structured Streaming 内部为了保证从 Kafka 拉取的消息被准确、高效、不丢、不重地处
理，内部进行了优化设计，会涉及 Kafka Consumer 的一些相关配置特性，所以如果有些配置
信息设置不当就会引起作业抛出异常，不能设置的配置参数如下：
group.id：Cunsumer 从 Kafka 消费数据时使用的唯一组 ID，Structured Streaming 内部

会自动生成一个唯一 ID 作为组 ID。
auto.offset.reset：从 Kafka 中消费消息的方式。为了保证从 Kafka 中消费的消息不丢

不重，Structured Streaming 在内部管理消费的偏移量。
key.deserializer：Key 反序列化方式，Structured Streaming 代码中通过 selectExpr

显式设置。
value.deserializer：Value 反序列化方式，Structured Streaming 代码中通过 selectExpr

显式设置。
enable.auto.commit：是否自动提交偏移量，Structured Streaming 中不会自动提交从

Kafka 消费的偏移量，偏移量由 Structured Streaming 内部维护。
interceptor.classes：如果使用 Consumer，Structured Streaming 采用字节数据的方式

从 Kafka 中拉取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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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ocket Source
Structured Streaming 通过 Driver 监听 Socket 端口，接收从端口传入的 UTF-8 字符数据，
Structured Streaming 使用 Socket Source 数据源不能提供端到端的容错保证，该数据源只用于
测试使用。
示例代码如下：
// 监听 localhost 的 9999 端口，接收端口传入的字符数据。
val socketDF = spark.readStream
.format("socket")
.option("host", "localhost")
.option("port", 9999)
.load()

2.3.2

输出到外部存储

Structured Streaming 将计算结果 DataSet 输出到外部存储，DataSet 通过调用 writeStream()
函数返回 DataStreamWriter 对象，DataStreamWriter 对象内部定义多个函数，用于设置不同
的输出属性。下面将详细介绍 DataStreamWriter 对象内部定义的各函数的具体作用。
outputMode ：设置输出模式，指定结果集 DataSet 以怎么样的模式输出，目前提供

“ Append ”和“ Complete ”两种输出模式。
queryName：指定查询的唯一名称，作为表的名称（可选）。使用方法如下：

df.writeStream
.queryName("ad_pv_tb")
.outputMode("complete")
.format("memory")
.start()
spark.sql("select * fromad_pv_tb").show()

trigger ：定时触发器，通过设置触发时间间隔，定时将计算结果集 DataSet 输出到外

部存储。如果未指定，系统将在上一个处理完成后立即检查新数据的可用性。如果由
于之前处理尚未完成而错过触发时间，系统将尝试在下一触发点处触发，而不是在处
理完成之后立即触发。
触发器的设置方式：
df.writeStream.trigger(ProcessingTime("10 seconds"))

或者
df.writeStream.trigger(ProcessingTime(10.seconds))

检查点：为了支持 File Sink 和 Foreach Sink 提供的端到端容错，可通过设置 HDFS 路径
作为检查点路径，记录 Structured Streaming 计算过程中的全部状态信息（可选）。
检查点的设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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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checkpointLocation", "hdfs://data/checkpoint/dir")

1. 输出模式
将 Structured Streaming 计算结果输出到外部存储，提供了两种输出模式：
1）Complete 模 式： 将 计 算 的 全 量 结 果 数 据 输 出 到 外 部 存 储 或 者 控 制 台。 支 持 的 查
询 类 型： 聚 合 计 算。 如 果 在 Structured Streaming 实 现 逻 辑 中 未 涉 及 聚 合 计 算， 输 出 采 用
“ Complete ”模式则会抛出如下异常信息：Complete output mode not supported when there are
no streaming aggregations on streaming DataFrames/Datasets。
2）Append 模式：将最新的增量结果数据输出到外部存储或者控制台。支持查询类型：
非聚合计算。如果在 Structured Streaming 实现逻辑中涉及聚合计算，输出采用“Append”模式
则会抛出如下异常信息：Append output mode not supported when there are streaming aggregations
on streaming DataFrames/DataSets。
2. 输出 Sink
（1）File Sink
将计算结果输出到外部文件存储，目前只支持输出 Parquet 文件，支持端到端的容错，
支持“ Append ”输出模式。
使用方法：writeStream .format("parquet")

（2）Foreach Sink

自定义扩展输出到外部存储的方式，支持端到端的容错，支持所有输出模式。
使用方法：
1）创建的 Writer 对象必须是可序列化的。
2）实现 open、process、close 三个函数。open 函数用于初始化创建与外部系统的连接，
传入参数为分区 ID 和版本号。process 函数用于处理中间数据。close 函数用于关闭与外部系
统的连接。
writeStream.foreach(new ForeachWriter[String] {
def open(partitionId: Long, version: Long): Boolean = {
// 初始化创建与外部系统的连接
}
def process(record: String) = {
// 处理数据
}
def close(errorOrNull: Throwable): Unit = {
// 关闭与外部系统连接
}
})

（3）Console Sink
将计算结果输出到控制台，用于小数量数据集测试使用，支持“ Append”和“ Complete”
两种输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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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writeStream.format("console")

（4）Memory Sink

将计算结果以表的形式存储到 Driver 的内存中，用于小数量数据集测试使用，支持
“ Append ”和“ Complete ”两种输出模式。
使用方法：writeStream.format("memory")

2.3.3

WordCount 示例

下面通过 WordCount 示例介绍 Structured Streaming 的编程模型，代码如下：
import org.apache.spark.sql.functions._
import org.apache.spark.sql.SparkSession
object StructuredNetworkWordCount {
def main(args:Array[String]): Unit ={
if (args.length < 2) {
System.err.println("Usage: StructuredNetworkWordCount <hostname><port>")
System.exit(1)
}
val host = args(0)
val port = args(1).toInt
val spark = SparkSession
.builder
.master("local[2]")
.appName("StructuredNetworkWordCount")
.getOrCreate()
import spark.implicits._
val lines = spark.readStream
.format("socket")
.option("host", host)
.option("port", port)
.load()
val words = lines.as[String].f latMap(_.split(" "))
val wordCounts = words.groupBy("value").count()
val query = wordCounts.writeStream
.outputMode("complete")
.format("console")
.start()
query.awaitTermination()
}
}

代码执行流程：
1）创建 SparkSession 初始化上下文，添加配置属性。
2）绑定固定接口，接收输入流数据，创建 DataFrame。
3）通过 as 函数将 DataFrame 转换成字符型 DataSet，将一行数据按空格拆分成多行并返
回新的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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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照“ value ”字段求和。
5）以“ complete ”模式将计算结果输出到控制台。
6）调用 awaitTermination() 函数使作业一直执行，直到查询终止。
操作：
1）通过 nc -lk 9999 命令监听 9999 端口；
2）提交 StructuredNetworkWordCount 作业：
bin/spark-submit --class scala.spark.sql.StructuredNetworkWordCount -masterlocal
/usr/local/spark-2.1.0-bin-hadoop2.6/examples/jars/spark2.1pro-1.0-SNAPSHOTjar-with-dependencies.jar localhost 9999

输入四个词组：
hello world
word count
word count
hello

计算结果如下：
+-----+-----+
|value|count|
+-----+-----+
|hello|
2|
|count|
2|
| word|
2|
|world|
1|
+-----+-----+

通过查看计算结果可以发现，“ Complete ”模式的输出会将新的计算结果与旧的计算结
果累加显示。下面将输出模式改成“ Append ”，由于“ Append ”模式不支持聚合计算，所以
将聚合计算部分代码注释掉，只打印分词之后的结果。通过设置触发器来控制输出的时间间
隔，本例设置为 5 秒钟输出一次。代码如下：
val words = lines.as[String].f latMap(_.split(" "))
val query = words.writeStream
.outputMode("append")
.format("console")
.trigger(ProcessingTime(5.seconds))
.start()

分别输入三个词组，三个词组之间的输入时间间隔为 5 秒钟。
hello world
xiao ming
xiao bai

分别输出了两次，从控制台打印信息的时间看，每次输出的时间间隔为 5 秒钟，每次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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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没有将上次的结果一起输出，而是采用增量的方式输出最新结果。
+-----+
|value|
+-----+
| xiao|
| ming|
+-----+
17/03/09 18:36:30 INFO
+-----+
|value|
+-----+
| xiao|
| bai|
+-----+
17/03/09 18:36:35

2.4

Spark 优化
Spark 的计算任务都在内存中进行，数据集在集群中不断被交换传输和计算，影响计算

性能的主要瓶颈是 CPU、内存、网络等。在硬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使用各种优化手段能加
强 Spark 计算任务性能，有效提高资源利用率。下面分别从数据优化、代码优化、参数优化
三部分介绍常用的优化方法。

2.4.1

数据优化

1. 数据序列化
序列化是将数据结构或者对象转换成二进制流在网络之间传输。数据序列化在分布式系
统中非常重要，在 Spark 应用程序运行过程中，如果是由于 GC 开销引起的程序运行缓慢，
可以尝试使用数据序列化减少内存占用，有效降低 GC 开销，提高计算性能，但是同时也会
带来额外的 CUP 开销。Spark 中常用的两种数据序列化方式：Java 序列化和 Kryo 序列化。
Java 序列化是默认的序列化方式，在 Spark 应用程序中实现了 java.io.Serializable 接口的
对象都可以被序列化，并且可以通过扩展 java.io.Externalizable 来控制序列化性能，不需要在
程序中手动指定序列化方式。优点：使用灵活方便。缺点：序列化速度慢，序列化之后的结
果占用的内存空间仍较大。
Kryo 序列化需要在 Spark 应用程序中手动指定序列化方式，将需要序列化的类注册为
Kryo。优点：序列化速度快，减少网络传输，内存占用空间小，降低应用程序 GC 开销。缺
点：使用方法相对 Java 序列化较繁琐，并不支持所有实现 java.io.Serializable 接口的对象序
列化。
在 Spark 应用程序中使用 Kryo 序列化需要在 conf 中将 spark.serializer 的值设置为 org.
apache.spark.serializer.KryoSerializer，使用 registerKryoClasses 方法将需要序列化的类注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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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yo，如果不对类进行注册，Kryo 也可以使用，但是 Kryo 会保存每一个类的完整名称，浪
费更多的内存空间。
使用 Kryo 序列化方式的示例如下：
val conf = new SparkConf().setMaster(...).setAppName(...)
conf.set("spark.serializer", "org.apache.spark.serializer.KryoSerializer");
conf.registerKryoClasses(Array(classOf[MyClass1], classOf[MyClass2]))
val sc = new SparkContext(conf)

除了在代码中手动指定序列化方式外，还可以在配置文件 spark-defaults.conf 中将 spark.
serializer 值设置为 org.apache.spark.serializer.KryoSerializer，需要序列化的多个类用逗号隔
开，设置为 spark.kryo.classesToRegister 参数的值。另外有两个重要的参数需要设置：spark.
kryoserializer.buffer.max Kryo，序列化缓冲区的最大值，该值必须大于需要序列化对象的大
小（如果应用程序抛出“ buffer limit exceeded ”异常，则表示序列化缓冲区已达到上限，需
要根据实际情况增加这个值，默认值 64M）；spark.kryoserializer.buffer Kryo，序列化缓冲区
初始大小，每个内核的工作线程都有一个缓冲区，缓冲区将不断增长到 spark.kryoserializer.
buffer.max 设置的最大缓冲区大小。Kryo 不是 Spark 中的默认序列化方式，网络密集型作业
建议尝试使用 Kryo 序列化。
2. 列式存储格式
数据文件采用列式存储格式，常用的列式存储格式有 ORCFile、Parquet 等。
列式存储的优势：只读取需要的列数据，减少读写 IO；同一列的数据类型一致，压缩比
高，压缩之后的数据占用更少的存储空间；Spark 内部对 Parquet 等列式存储格式进行了特定
的优化，进一步提升计算性能。
3. 数据本地性
数据本地性是本着移动计算不移动数据的原则，避免跨节点或跨机架数据传输，提高数
据传输速度，从而提高执行效率。
数据本地性分为五级，按照优先级从高到低排列依次是：
PROCESS_LOCAL：数据与运行代码在同一个 JVM 中，性能最高。

NODE_LOCAL ：数据与运行代码在同一个节点上，性能比 PROCESS_LOCAL 稍微

差一些，数据需要在进程之间传输。
NO_PREF：数据可以从任何节点快速进行访问，但是访问速度相比前两种要稍微

差一些。
RACK_LOCAL：在同一个机架不同的服务器上，需要使用交换机通过网络传输。

ANY：不在同机架的任何一台服务器上，性能最差。

为了提高数据本地性传输速度，尽量将 DataNode 和 NodeManager 同节点部署，通过增
加数据文件副本数，提交作业时增加 Executor 数，尽量避免跨节点或者跨机架传输数据，提
高任务并行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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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DD 持久化复用
如果同一个 RDD 执行多个 Action 操作，则每次 RDD 都需要重算，如果 RDD 从文件创
建，则每次都要拉取一次文件，代价很大。
解决方案：使用 cache 或者 persist 缓存 RDD。
val f ileRdd = sc.textFile("hdfs://examples/data/wordcount.txt")
val resultRdd = fileRdd.flatMap(line => line.split(" ")).map((_,1)).reduceByKey(_+_)
resultRdd.cache()

或者
resultRdd.persist(StorageLevel.MEMORY_ONLY)
resultRdd. collect()
resultRdd .foreach(println)

针对同一个 RDD 的 Action 操作都从缓存中获取 RDD，以此减少从 HDFS 拉取文件创建
RDD 的次数，减少对同一个 RDD 多次重复转换操作的次数，减少网络、磁盘 IO、GC 等开
销，提高执行效率，节约资源。
2. 使用 broadcast 广播大变量
SparkContext 提供使用 broadcast 函数广播变量，当一个只读的大变量作为一个公共资源
被各种任务调用时，可以选择使用 Spark 提供的广播机制，将只读大变量通过 Driver 分发到
各个 Executor 中，在 Executor 中只保留一份。如果不采用广播的机制，哪个任务需要使用这
个变量就拉取到任务中使用，每个任务中都会保留一份变量数据，如果一个 Executor 中并行
执行多个 Task，那么就会有多个变量的副本同时存在，造成内存资源浪费，引起 JVM 频繁
GC，还有可能发生 OOM 内存溢出。如果公共资源变量很大又不采用广播的方式，每个 Task
拉取一次都会增加网络和磁盘 IO 的开销。至于这个大怎么界定，官方建议数据集大小大于
20K 可以考虑使用 Spark 的 broadcast 广播机制。
3. coalesce(numPartitions: Int) 函数过滤后小文件合并重分区
RDD 中不同 partition 进行 f ilter 操作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文件，有些过滤掉极少数或者没
有过滤掉数据，有些过滤掉了大部分数据只剩下极少数数据或者全部过滤掉了。在后续的操
作中各个 Task 处理的数据量相差很大，会造成有些 Task 很快，有些 Task 很慢，整个作业运
行速度会被个别特别慢的 Task 拖慢。
解决方案：对数据过滤后使用 coalesce（默认不进行 shuff le，推荐使用）或者 repartition
（重新分区数据分得比较均匀，默认会进行 shuff le）操作合并若干分片（Partition）。
Spark2.0 版本的 coalesce 函数定义需要传递一个参数——重分区之后的分区数，默认
不进行 shuff le 操作，所以 coalesce 函数只能将原有分区数减少，如果想增大分区数请使用
repartition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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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lesce 函数定义，在内部调用 repartition 将 shuffle 值设置为 false，即不进行 shuffle 操作。
def coalesce(numPartitions: Int): Dataset[T] = withTypedPlan {
repartition(numPartitions, shuff le = false, logicalPlan)
}

4. mapPartition 函数降低单条记录处理开销
RDD 调用 map 函数处理每条记录写入数据库中，这种情况每处理一条记录都要创建一
个数据库连接，重复频繁的创建、关闭数据库连接不但给数据库造成压力而且会降低作业的
整体性能。
解 决 方 案： 如 果 在 每 条 记 录 处 理 完 成 都 要 初 始 化 调 用 公 共 的 资 源， 可 以 选 择 使 用
mapPartition 函数以分区为单位，分区内只初始化一次公共资源，分区内部共享一个初始化
资源。比如结果数据写入数据库，使用 mapPartition 函数在同一个分区内使用公共配置或者
调用公共的对象都可以大大降低数据库连接的初始化次数，减少对象创建、清除造成的资源
浪费，提高处理效率。
样例代码如下：
rdd.mapPartition{ records=>
conn = getDBConn
for ……
conn.close
}

5. 使用 reduceByKey 替换 groupByKey
RDD 调用 groupByKey 函数按键进行分组，groupByKey 不会在 Map 端进行合并操作，
如果使用 groupByKey 做聚合计算，还需要在 groupByKey 返回的 RDD 再次调用聚合函数，
操 作 复 杂， 并 且 groupByKey 会 引 起 Shuff le 数 据 交 换， 如 果 Map 端 数 据 量 较 大， 势 必 在
Shuff le 阶段耗费大量的时间进行数据传输，增大网络开销，引起频繁 GC。
解决方案：使用 reduceByKey 替换 groupByKey，reduceByKey 默认会在 Map 端进行一
次 Combiner 预聚合操作，将相同 Key 的 Value 聚合在一起，减少 Shuff le 阶段传输的数据
量，一次函数调用就可以完成按键分组和聚合计算，代码简洁高效。有效降低磁盘 IO、网络
开销。这个方案对于 Map 端输出中间结果中 Key 重复比较多的情况优化效果比较明显。
以 WordCount 为例对比 reduceByKey 与 groupByKey 的区别：
val rsRdd = f ileRdd.f latMap(line => line.split(" ")).map((_,1)).groupByKey()
.mapValues(_.sum)
val rsRdd = f ileRdd.f latMap(line => line.split(" ")).map((_,1)).reduceByKey(_+_)

优化之后的代码更加简洁，性能更高。
6. 合理设置分区实现 join 无 Shuff le
通常 RDD 的 join 操作会引起 Shuff le 的产生，其实如果两个 join 的 RDD 是相同分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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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产生的分区数相同的 RDD，则不会引起 Shuff le 的产生。因为采用相同的分区策略对 Key
进行分区，默认使用 Hash 分区策略，如果分区数相同，则相同的 Key 肯定会被放到相同的
分区中。在两个 RDD 进行 join 操作时只需要将相同分区的数据关联即可。
样例代码如下：
val rdd1 = f irstRdd.reduceByeKey(_+_,3)
val rdd2 = secondRdd.reduceByeKey(_+_,3)
rdd1.join(rdd2)

此时 rdd1 和 rdd2 的连接则不会有 Shuff le 产生。
7. SparkStreaming 设置合适的批处理间隔
设置合适的批处理间隔是针对 SparkStreaming 程序的优化。为了保障系统稳定高效的运
行，最好是保持 DStream 处理速度和 Receiver 接收速度一致或者处理的速度快于接收的速
度。DStream 的处理时间严重大于批处理时间间隔时会导致数据积压，SparkStreaming 作业
延迟不断增加，查看 Task 运行日志可能会出现大量 GC，最终可能导致作业失败。为了保证
作业的稳定运行，需要从 Spark UI 查看作业运行状态，如果每一个批处理的过程任务执行时
间和延迟时间相等则表示作业运行稳定，没有出现处理速度落后接收速度的情况。如果发现
有大量的延迟产生，应调小批处理的时间间隔或者增大 Executor 数、调大 Executor Memory、
增多 Executor Core 等资源。
合适的时间间隔没有固定值，要根据 Spark 运行集群的资源配置情况，Spark 作业分配
资源的使用情况，具体业务要求的时效性等综合评估，不断测试，最终计算出合适的时间
间隔。
作业稳定运行状态如图 2-11 所示。

图 2-11

作业稳定运行状态

代码示例：
val conf = new SparkConf().setMaster(...).setAppName(...)
val sc = new StreamingContext(conf, Seconds(10))

2.4.3

参数优化

1. 设置合适的资源量
提交作业的时候预估可能处理的数据量设置合适的资源量，Executor 是对内存、CPU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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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封装，所以合适的资源量通过如下参数设置：
--driver-memory 2g \
--driver-cores 1 \
--executor-memory 8g \
--executor-cores 2 \
--num-executors 50\

#
#
#
#
#

Driver 运行内存，默认 1G
Driver 分配的 CPU 核个数
Executor 内存大小
Executor 分配的 CPU 核个数
作业执行需要启动的 Executor 数

如果用到 broadcast 广播机制，SparkContext 在 Driver 端将变量通过广播分发出去，为了
保证 Driver 内存中可以装下需要广播的变量，需要适当调大 Driver 内存。根据实际情况动态
合理地调整执行作业申请的资源量，申请过多资源会造成资源浪费，其他任务资源紧张；而
申请过少资源会造成作业运行缓慢甚至失败。
2. 设置合适的 JVM 参数
如果作业运行缓慢或者失败，通过排查日志发现是 JVM 的问题，则需要调整 JVM 相
关 参 数 以 解 决 问 题。 与 Java 相 关 的 参 数 都 可 以 通 过 spark.driver.extraJavaOptions 和 spark.
executor.extraJavaOptions 两个参数设置。代码如下所示：
--conf spark.executor.extraJavaOptions="-XX:+UseConcMarkSweepGC
-XX:PermSize=64m -XX:MaxPermSize=256m"

3. 调整非堆内存
建议增大 overhead 内存大小（默认 executor.memory×0.1）：
spark.yarn.driver.memoryOverhead

4. Shuff le 过程优化
Shuff le 过程优化涉及三个参数，具体如下：
spark.shuff le.manager ：设置 Shuff le 的实现方式，可设置为 hash 或者 sort，建议使用

sort。Spark 2.0 版本之前 sort 不是默认的实现方式，Spark 2.0 版本及以后版本将 sort
作为默认 Shuff le 实现方式。
spark.default.parallelism：设置默认的并行度，官方建议每个 Executor Core 运行 2 ～ 3

个 Task，过多的 Task 会造成资源浪费，过少的 Task 会造成运行缓慢，甚至会造成
OOM（内存溢出）的风险，所以要设置合适的值。
spark.shuff le.memoryFraction：用于设置 Shuff le 读阶段 Task 从上一个阶段拉取数据到

内存的 HashMap 中做聚合计算可使用的内存大小，当内存中的 HashMap 装满时会将
数据溢写到磁盘中。默认该值为 Executor 内存的 0.2 倍，如果 Task 拉取过来的数据
量比较大，适当地增大该值可以减少溢写磁盘的次数，提高聚合计算性能。
5. 分区算子的合理使用
例如 groupByKey、reduceByKey 等算子在调用过程中可以指定分区数量，默认情况下分
区数与 Task 数相同。如果 Task 数过少，则运行速度比较慢，可能会造成 OOM，此时可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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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分区数进而增大 Task 数，提高聚合计算性能。Task 数目过多则会导致更多的小任务启动
并增大调度开销。所以要通过测试和观察设置合适的值，合理地调整参数。

2.5

小结
本章通过描述 Spark 的核心原理说明 Spark 作为一款通用的分布式计算框架的优势。书

中介绍了 Spark 2.0 版本引入的 SparkSession、StructuredStreaming 等优化设计及使用方法，
以及在 SparkSQL 中使用 DataFrame 和 DataSet 的便利性，并结合实际经验从三个方面介绍
了 Spark 的优化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