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3 第 3 章

大数据治理之 Apache Falcon

在前两章中，概述了大数据的安全和治理技术，包括大数据生命周期管理、安全保护
以及数据审计等。而之后几章将会为读者详细介绍大数据治理和安全的技术实现。在本章
中，将会说明大数据治理中最重要的部分，即大数据统一的生命周期管理以及血统追踪的
一个实现工具 Apache Falcon。自从 Apache Falcon 成为 Apache 基金会的孵化项目以来，一
直备受关注，近年更是上升为 Apache 的顶级项目，逐渐成为大数据治理的主流工具。本章
将从 Apache Falcon 的概述讲起，逐步介绍 Falcon 的发展近况和技术优势，并通过对其架
构的分析，使读者对 Falcon 有深刻了解，从而理解 Apache Falcon 的使用和场景应用。

3.1

Apache Falcon 概述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如数据源类型不一致、各个部分数据设计不统一，

或者不同数据源存储地址不同，造成各种问题，例如数据孤岛、数据不一致等。为了解决
这一系列问题，大数据治理也成为近些年的热门议题。
大数据治理包括数据生命周期管理、数据处理以及数据审计与追踪。其中数据生命周
期管理贯穿了对数据的采集、处理、备份保留以及清洗删除等过程。Hadoop 生态环境也
有相关组件来处理与之对应的问题，像 Sqoop 实现对数据采集抽取，MapReduce 负责数据
处理备份等。但是它们就像机器的零件，虽然能处理数据治理的问题，然而却缺少有效的
手段去整合调度这些零件使其成为一台秩序运作的机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人们开发了
Oozie 这一 Hadoop 调度工具。但是 Oozie 在设置工作流调度时，更多的是面向 Hadoop 底
层的设置，这使得用户在使用 Oozie 时不但需要了解 Hadoop 的一些基础框架，同时生成的
工作流十分烦琐。为了简化 Hadoop 各个组件的调度工作，人们在 Oozie 的基础上，开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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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人性化的组件，这便是 Apache Falcon。

3.1.1

Apache Falcon 技术概况

Apache Falcon 作为 Hadoop 集群数据处理和数据生命周期管理系统框架，通过数据生
命周期管理及处理方案，解决 Hadoop 的数据复制、业务连续以及血统追踪等难题。Falcon
主要是对数据生命周期集中管理，促进了数据快速复制来实现业务连续性和灾难恢复，并
通过实体沿袭追踪和审计日志收集为审计和合规性提供基础，方便用户设定数据管理以及
处理方案，并将其提交到 Hadoop 集群调度执行。
Falcon 是 一 个 建 立 在 Hadoop 上 的 数 据 集 及 其 处 理 流 程 的 管 理 平 台， 如 图 3-1 所 示。
Falcon 本质上通过标准工作流引擎将用户的数据集及其流程配置转换成一系列重复的活动，
而本身不做任何烦琐的工作。所有功能以及工作流状态管理需求都委托给工作流调度器进
行调度。由于其本身并没有对工作流做额外的工作，Falcon 唯一要做的就是保持数据流程
实体之间的依赖和联系。这让开发人员在使用 Falcon 建立工作流时完全感觉不到 Oozie 调
度器以及其他基础组件的存在，使他们可以将工作重心放在数据及其处理本身，而不需要
进行任何多余操作。1

图 3-1

Falcon 架构

虽然 Falcon 将工作流交由调度器（默认调度器为 Oozie，由于 Oozie 自身的局限性，
Falcon 也在进行自带调度器的开发）负责调度，但是 Falcon 也与调度器之间保持通信（例
如 JMS 消息），从而对执行路径下的每一个工作流都会产生消息追踪，确保掌握当前工作流
任务的进度以及具体情况。

http://falcon.apache.org/FalconDocument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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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Srikanth 首次在印度的班加罗尔 HUG 上展示和使用了 Falcon。随后不久，当
年 3 月，他向 Apache 基金会提出将 Falcon 作为 Apache 孵化项目的提案申请。2013 年 4 月，
Apache 基金会接受并通过 Srikanth 的申请，Falcon 正式作为 Apache 的一个孵化项目。在
2013 年 Hadoop 峰 会 上，Srikanth 和 Venkatesh 提 交 了 一 份 有 关 展 示 Falcon 的 讨 论， 并 被
列入企业化数据架构方针的内容。在此之后，InMobi 公司同 Hortonworks 公司一起参与了
Apache 基金会的 Falcon 孵化工作。
经过几年的发展，2015 年 1 月，Apache 基金会正式宣布 Apache Falcon 项目通过了孵
化阶段，上升为 Apache 的一个顶级项目。在升级成为顶级项目之前，Apache Falcon 已经
在多个行业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包括广告、医疗、移动应用等。目前 InMobi 也是该平台
的最大用户之一。
2016 年 8 月 8 日，Apache Falcon 公布
了 0.10 版本，如图 3-2 所示。截至 2016 年
12 月 12 日，Apache Falcon 有 17 位 PMC
成 员，24 个 社 区 提 交 者。 在 公 布 版 本 后
的 3 个 月 内，Apache Falcon 社 区 有 来 自
世界各地的 110 位订阅者，并收到 454 封
E-mail 邮件咨询。

3.1.3

图 3-2

Apache Falcon 发展时间图

Apache Falcon 技术优势

Falcon 允许企业以多种方式处理存储在 HDFS 中的单个大规模数据集，包括批处理、
交互和流数据应用。对于这些数据越来越多的数据源以及用户来说，Apache Falcon 的数据
治理功能发挥了关键作用。随着 Hadoop 数据价值的增长，数据清洗、商业化智能工具的准
备，以及在过了数据时效性时及时从集群中删除数据的重要性也随之增加。
Falcon 通过更高层次的抽象，简化了数据处理管道的开发和管理，通过提供开箱即用
的数据管理服务，在数据处理应用程序的开发过程中省略了复杂的编码，同时也简化了数
据移动、灾难恢复和数据复制等工作流的配置和编排。
Falcon 框架也可以作用于其他 Hadoop 组件，例如 Pig、HDFS 以及 Oozie 等。Falcon
通过提供一个定义 - 部署 - 管理数据管道的框架来实现这种简化的管理。作为开源的数据
生命周期管理项目，Apache Falcon 能够提供以下服务：
1）建立各种数据之间的关系和处理 Hadoop 环境下的元素。
2）数据集管理服务，例如数据保留、跨集群复制以及数据归档等。
3）方便进行新工作流 / 管道上传，支持后期数据处理和 Retry 政策。
4）集成了元数据库以及数据仓库，例如 Hive/ HCatalog 集成。
5）为终端用户提供基于可用性数据集组（大部分同逻辑组的相关数据集一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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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支持在局部或全局聚合的本地处理来进行案例使用。
7）获取数据集和处理程序的血统。
总的来说，Apache Falcon 实现的企业级数据治理需求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如表 3-1
所示。
表 3-1
需

3.1.4

Apache Falcon 需求及特征表

求

特

征

数据生命周期的统一管理

统一定义和管理数据采集、处理以及输出管道
确保灾难准备和业务连续性
用于数据复制和保留的开箱即用策略
端到端监控数据管道

合规性和审计

可视化数据管道血统
跟踪数据管道审计日志
使用事务元数据标记数据

数据库复制和归档

跨本地和基于云存储目标的数据复制
通过文档和示例的数据血统支持
HDFS 中异构分层存储
集群中数据热 / 冷存储层的定义

Apache Falcon 架构

Apache Falcon 当前架构如图 3-1 所示。用户通过 Falcon 客户端或者 Rest API 将实体
声明文件提交至 Apache Falcon 服务器，Falcon 根据声明信息生成工作流实体，并将其存
放在 Hadoop 环境的配置存储中。在执行工作流时，Apache Falcon 主要通过 Oozie 进行任
务调度，并将实体执行状态存储至 Hcatalog 中。在调度执行任务过程中，Oozie 会返回执
行过程中的状态信息以及执行命令消息，并发送至 JMS 消息公告，将结果返回至 Apache
Falcon。
1. 调度器
目前 Apache Falcon 默认使用 Oozie 作为调度引擎。虽然 Oozie 效果很好，但是在有些
场景有其限制性。由于 Falcon 依赖 Oozie 进行调度和工作流执行，限制了数据集自然回归。
为了获得更好的调度能力，Apache Falcon 项目开始进行自带原生调度器的研发工作。
如 今 Apache Falcon 原 生 调 度 器 基 本 可 以 取 代 Oozie 的 功 能， 甚 至 做 得 更 好。 目 前
Falcon 原生调度器可以完成以下功能：
1）提交并调度 Falcon 定期运行处理过程（不需要数据依赖）。程序可以是 PIG 脚本、
Oozie 工作流或 Hive。
2）监控 / 查询 / 修改预定的处理过程—所有使用的实体 API 和实例 API 都保持原有
状态。Falcon 以生命数据集的方式提供数据管理函数，它允许用户在 HDFS 包含文件中提
交数据集位置作为基于时间的分区目录。
但是 Falcon 原生调度器仅支持对工作流以先进先出（FIFO）的顺序执行，尚不支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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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先出（LIFO）以及只取最新（LAST_ONLY）顺序。
2. 工作流
虽然工作流调度主要依靠调度器执行（例如默认 Oozie 调度），但是 Apache Falcon 依然
通过订阅每个工作流可能产生的消息，保留工作流的执行路径。当 Apache Falcon 在 Oozie 中
生成工作流时，此后它会使用 JMS 消息传递等附加步骤对工作流进行检测。Apache Falcon
系统本身订阅了这些控制消息，并且在必要时可以执行重试以及处理最新输入数据等操作。
如图 3-3 所示，用户通过 Cluster XML 集群声明文件和 Feed XML 数据集声明文件向
Apache Falcon 提交并声明了集群的配置信息以及数据集相关信息，Falcon 根据这两个文件
生成了 Cluster 集群实体以及 Feed 数据集实体，之后将这些实体信息存储至 Falcon 配置存
储中，并生成相关关系图。当需要执行保留或者备份等与数据集相关的操作时，Falcon 会
从配置存储中读取执行实体信息，并根据关系图生成相应工作流交由 Oozie 调度器调度。
Oozie 会 将 调 度 结 果 输 出 至 HDFS 或 者 Hive 的 Catalog Service 中， 并 对 每 个 Action 产 生
JMS 消息公告。1

图 3-3

数据集工作流图

如图 3-4 所示，用户通过提交 Cluster XML 集群声明文件、Feed XML 数据集声明文
件以及 Process XML 数据处理声明文件至 Apache Falcon 服务器，生成工作流调度相关实
体。Apache 将这些实体信息存储至配置存储中并生成相关关系图。在执行数据处理工作流
时，Apache Falcon 根据集群实体、数据集实体以及过程实体生成相应的调度任务，并交由
Oozie 调度器调度。除了将输出数据放在 HDFS 或者 Hive Catalog Service 中之外，Oozie 也
会对每个存在的数据集生成工作流执行的 JMS 消息。
综上所述，Apache Falcon 所扮演的角色就像是 Oozie 的一个更高级的抽象层。它以调
http://falcon.apache.org/FalconDocument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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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器为核心，驱动调度 Hive、Sqoop、Map Reduce 等一系列 Hadoop 组件任务，其本身并
没有直接负责数据治理中的实际数据处理。这一特征也将在后面 Apache Falcon 的安装部署
以及工作流编排调度中体现。1

图 3-4

3.2

数据处理调度流图

Apache Falcon 的使用
通过对 Apache Falcon 架构的介绍，我们知道 Falcon 只是作为一个最高级的抽象层，

在编排工作流调度时，要根据实际任务引擎生成工作流作业任务，然后依赖于其核心调度
器执行任务调度工作。
本节将学习 Apache Falcon 和调度流作业组件的安装配置，以及工作流任务的编排创
建。虽然现在 Falcon 在进行自带原生调度器的开发工作，但目前稳定性尚不如 Oozie 调
度，因此本节调度器的安装配置将着重介绍 Oozie，当然也会涉及自带调度器的启动以及与
Oozie 调度器的切换。而对于 Apache Falcon 的安装配置，除了其本身的安装，也会涉及工
作流引擎如 Hive 和 Sqoop 的配置问题。在本节最后，将会介绍 Falcon 工作流实体 cluster、
feed 和 process 的编排创建。
在介绍 Oozie 安装配置之前，先说明推荐的安装环境配置，如表 3-2 所示。操作系统
选择了 CentOS 6.5，大数据环境使用 Hadoop 2.7.2 以及 Hive 1.4，上述两个版本比较稳定，
得到广泛应用。
表 3-2
版
操作系统

本

Oozie 环境说明表

号

CentOS 6.5

说

明

轻量级操作系统，可以用其他对应版本的 Linux 系统代替

http://falcon.apache.org/FalconDocumentation.html

54

第二篇

开源实现篇

（续）
版
Hadoop

本

号

2.7.2

Hive

1.4

MySQL

任意

说

明

由于 Apache Falcon 仅支持 Hadoop 2 以上版本，而 Hadoop 2.7.2 稳定性最
好，得到广泛应用
Hive 1.2 以上版本即可

在 Apache Falcon 运行任务调度时，会进行多个 job 调度，为了使 Hadoop 更好地执行
任务调度，需要对 YARN 的 FairScheduler 进行配置。
1. 设置 YARN 公共调度策略
YARN 相关调度策略在 yarn-site.xml 配置文件中设置，默认放置在 Hadoop 安装目录的
etc/hadoop 文件夹下。打开 yarn-site.xml 文件，设置任务调度项 taskScheduler 为公平调度
FairScheduler，详细配置内容如下所示：
<configuration>
…
#省略其他配置项
…
<!---开启YARN公平调度，如果未设置则关闭--->
<property>
<name>mapred.jobtracker.taskScheduler</name>
<value>org.apache.hadoop.mapred.FairScheduler</value>
</property>
<!---如果开启公平调度，在此配置自定义调度策略X M L文件，该文件主要用于描述各个队列的属性，比如资
源量、权重等--->
<property>
<name>mapred.fairscheduler.allocation.file</name>
<value><!---此处为配置公平调度策略文件的具体文件路径---></value>
</property>
</configuration>

配 置 项 添 加 完 毕 后， 重 启 Hadoop 使 YARN 配 置 生 效， 或 者 启 动 超 级 用 户 权 限 更 新
Hadoop 配置，命令如下：
$ hdfs dfsadmin –refreshSuperUserGroupsConfiguration

在上述操作完成后，读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修改公平调度的具体配置，例如任务
执行队列、内存分配等设置。可以设置的配置项如下。
1）yarn.scheduler.fair.user-as-default-queue ：当应用程序未指定队列名时，是否指定用
户名作为应用程序所在的队列名。如果设置为 false 或者未设置，所有未知队列的应用程序
将被提交到 default 队列中，默认值为 true。
2）yarn.scheduler.fair.preemption ：是否启用抢占机制，默认值是 false。
3）yarn.scheduler.fair.sizebasedweight ：在一个队列内部分配资源时，默认情况下，采
用公平轮询的方法将资源分配给各个应用程序，而该参数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资源分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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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按照应用程序资源需求数目分配资源，即需求资源数量越多，分配的资源越多。默
认情况下，该参数值为 false。
4）yarn.scheduler.assignmultiple：是否启动批量分配功能。当一个节点出现大量资源时，
可以一次分配完成，也可以多次分配完成。默认情况下，该参数值为 false。
5）yarn.scheduler.fair.max.assign ：如果开启批量分配功能，可指定一次分配的 container
数目。默认情况下，该参数值为 -1，表示不限制。
6）yarn.scheduler.fair.locality.threshold.node：当应用程序请求某个节点上的资源时，它
可以接受的可跳过的最大资源调度机会。当按照分配策略可将一个节点上的资源分配给某
个应用程序时，如果该节点不是应用程序期望的节点，可选择跳过该分配机会，暂时将资
源分配给其他应用程序，直到出现满足该应用程序需求的节点资源。通常而言，一次心跳
代表一次调度机会，而该参数则表示跳过调度机会占节点总数的比例。默认情况下，该值
为 -1.0，表示不跳过任何调度机会。
7）yarn.scheduler.fair.locality.threshold.rack ：当应用程序请求某个机架上的资源时，它
可以接受的可跳过的最大资源调度机会。
8）yarn.scheduler.increment-allocation-mb ： 内 存 规 整 化 单 位， 默 认 是 1024， 这 意 味
着，如果一个 container 请求资源是 1.5GB，则将被调度器规整化为 ceiling(1.5GB / 1GB) *
1GB = 2GB。
9）yarn.scheduler.increment-allocation-vcores：虚拟 CPU 规整化单位，默认值是 1，含
义与内存规整化单位类似。
2. 添加自定义调度策略
FairScheduler 允 许 用 户 将 队 列 信 息 专 门 放 到 一 个 配 置 文 件（默 认 文 件 名 是 fairscheduler.xml）中，对于每个队列，用户可以配置以下几个选项。
1）minResources ：最少资源保证量，设置格式为“ X mb, Y vcores ”。当一个队列的最
少资源保证量未满足时，它将优先于其他同级队列获得资源。对于不同的调度策略，最少
资源保证量的含义不同。对于 fair 策略，只考虑内存资源，即如果一个队列使用的内存资
源超过了它的最少资源量，则认为它已得到了满足；对于 drf 策略，则考虑主资源使用的资
源量，即如果一个队列的主资源量超过它的最少资源量，则认为该队列资源已满足。
2）maxResources ：最多可以使用的资源量，FairScheduler 会保证每个队列使用的资源
量不会超过该队列的最多可使用资源量。
3）maxRunningApps ：最多同时运行的应用程序数目。通过限制该数目，可防止超量
Map Task 同时运行时产生的中间输出结果撑爆磁盘。
4）minSharePreemptionTimeout ：最小共享量抢占时间。如果一个资源池在该时间内使
用的资源量一直低于最小资源量，则开始抢占资源。
5）schedulingMode/schedulingPolicy：队列采用的调度模式，可以是 ﬁfo、fair 或者 drf。
6）aclSubmitApps：可向队列中提交应用程序的 Linux 用户或用户组列表，默认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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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表示任何用户均可以向该队列提交应用程序。需要注意的是，该属性具有继承性，
即子队列的列表会继承父队列的列表。配置该属性时，用户之间或用户组之间用“,”分隔，
用户和用户组之间用空格分隔，比如“ user1, user2 group1,group2”。
7）aclAdministerApps ：该队列的管理员列表。一个队列的管理员可管理该队列中的资
源和应用程序，比如可杀死任意应用程序。管理员也可为单个用户添加 maxRunningJobs 属
性限制其最多同时运行的应用程序数目。此外，管理员也可通过以下参数设置以上属性的
默认值。
T userMaxJobsDefault：用户的 maxRunningJobs 属性的默认值。
T defaultMinSharePreemptionTimeout ：队列配置 minSharePreemptionTimeout 属性的
默认值。
T defaultPoolSchedulingMode：队列的 schedulingMode 属性的默认值。
T fairSharePreemptionTimeout ：公平共享量抢占时间。如果一个资源池在该时间内使
用资源量一直低于公平共享量的一半，则开始抢占资源。
下面为 fair-scheduler.xml 的一个实际例子，YARN 调度队列有 hive、hadoop，用户管
理员为 hadoop，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配置。
<?xml version="1.0"?>
<allocations>
<pool name="hive">
<minMaps>90</minMaps>
<minReduces>20</minReduces>
<maxRunningJobs>20</maxRunningJobs>
<weight>2.0</weight>
<minSharePreemptionTimeout>30</minSharePreemptionTimeout>
</pool>
<pool name="hadoop">
<minMaps>9</minMaps>
<minReduces>2</minReduces>
<maxRunningJobs>20</maxRunningJobs>
<weight>1.0</weight>
<minSharePreemptionTimeout>30</minSharePreemptionTimeout>
</pool>
<user name="hadoop">
<maxRunningJobs>6</maxRunningJobs>
</user>
<poolMaxJobsDefault>10</poolMaxJobsDefault>
<userMaxJobsDefault>8</userMaxJobsDefault>
<defaultMinSharePreemptionTimeout>600</defaultMinSharePreemptionTimeout>
<fairSharePreemptionTimeout>600</fairSharePreemptionTimeout>

3.2.1

Oozie 的安装与配置

Apache Falcon 通过解析用户提交的实体配置 XML 文件，生成 Oozie 调度流任务，并
启动调度流引擎执行工作流。Oozie 调度器在整个工作流调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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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装 Apache Falcon 之前，先介绍 Oozie 的安装与配置。
1. Oozie 编译
由于 Oozie 调度器调度任务时需要其他 Hadoop 组件的 jar 包，所以最好自己针对不同
版本的 Hadoop 组件设置编译参数生成 bin 文件。Oozie 源码可以从以下北京理工大学镜像
网站（mirror.bit.edu.cn）上获取资源：
$>wget http://mirror.bit.edu.cn/apache/oozie/4.2.0/oozie-4.2.0.tar.gz

通过上述命令下载得到 tar 压缩包，解压缩得到源码文件 oozie-4.2.0。
$>tar zxvf oozie-4.2.0.tar.gz

进入源码文件路径，通过 Maven 编译 Oozie（Maven 安装配置的具体步骤参见 7.3.2 节），
得到安装需要的二进制文件（bin）以及相关 jar 包。编译脚本为解压缩文件 oozie-4.2.0/ bin/
mkdistro.sh，调用该脚本，读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配置 Hadoop、Hive 以及 Sqoop 版本参数。
$>cd oozie-4.2.0
$>bin/mkdistro.sh -DskipTests -Phadoop-2 -Dhadoop.auth.version=2.6.0 -Ddistcp.
version=2.6.0 -Dhive.version=1.2.1 -Dsqoop.version=1.4.6

编译完成后将在当前路径的 distro/target/ 目录下生成 Oozie 二进制文件压缩包 oozie4.2.0-distro.tar.gz，解压缩得到 Oozie 二进制文件 oozie-4.2.0。
$>tar -zxf distro/target/oozie-4.2.0-distro.tar.gz

这个 oozie-4.2.0 文件就是 Oozie 程序文件，读者可以将其放在需要设置的 $OOZIE_
HOME 路径下，在此先将其移动至 /var/local/hadoop 目录下。
$>mv oozie-4.2.0 /var/local/hadoop/

以上操作完成后，读者可以在 /var/local/hadoop 目录下看到 Oozie 工程文件。之后还需
要配置 Oozie 环境变量以及相关配置项。
2. Oozie 环境变量
为了方便之后管理以及调用，需要在安装 Oozie 的节点机器上设置 Oozie 环境变量，
在 /etc/profile 文件中添加如下内容：
#在文件末尾处
export OOZIE_HOME=/var/local/hadoop/oozie-4.2.0
export PATH=$PATH:$HADOOP_HOME/bin:$OOZIE_HOME/bin

刷新环境变量：
$ source /etc/profile

3. Oozie 配置
启动 Oozie 时需要设置 Hadoop 镜像用户，该信息配置文件为 core-site.xml，默认路径
为 $HADOOP_HOME/etc/hadoop 文件夹。修改 Hadoop 的 core-site.xml 文件，添加如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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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
<name>hadoop.proxyuser.hdfs.hosts</name>
<value>*</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hadoop.proxyuser.hdfs.groups</name>
<value>*</value>
</property>
#其中hdfs是用户之后运行Oozie的用户名

不重启 Hadoop 集群，而使配置生效。
$ hdfs dfsadmin -refreshSuperUserGroupsConfiguration
$ yarn rmadmin -refreshSuperUserGroupsConfiguration

修改 Oozie 配置文件，添加如下内容：
<property>
<name>oozie.service.JPAService.create.db.schema</name>
<value>true</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oozie.service.JPAService.jdbc.driver</name>
<value>com.mysql.jdbc.Driver</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oozie.service.JPAService.jdbc.url</name>
<value>jdbc:mysql://linc-1:3306/oozie?createDatabaseIfNotExist=true</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oozie.service.JPAService.jdbc.username</name>
<value>oozie</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oozie.service.JPAService.jdbc.password</name>
<value>oozie</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oozie.service.HadoopAccessorService.hadoop.configurations</name>
<value>*=/var/local/hadoop/hadoop-2.6.0/etc/hadoop</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oozie.service.ProxyUserService.proxyuser.hdfs.hosts</name>
<value>*</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oozie.service.ProxyUserService.proxyuser.hdfs.groups</name>
<value>*</value>
</property>

其中 oozie.service.HadoopAccessorService.hadoop.configurations 项为 Hadoop 的环境配
置文件所在目录，即为 $HADOOP_HOME 下的 etc/hadoop 目录。在本例中 linc-1 是运行 Ooz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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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节点机器，hadoop 是运行 Oozie 的用户名，需要与前面 Hadoop 的配置文件 core-site.xml
中的用户名配置内容一致。
4. MySQL 配置
Oozie 需要使用元数据库存储 Oozie 信息以及任务流调度状态信息，本书中选择 MySQL
作为其元数据。为了方便管理，需要在 MySQL 中添加 oozie 用户，并添加之后 Oozie 运行
所需的数据表。
使用管理员用户进入 MySQL 控制台，指令如下。其中 -u 后的值为登录用户名，-p 后
的值为登录密码：
$ mysql -uroot –padmin

创建名称为 oozie 的数据库：
$ mysql>create database oozie;

设置 oozie 数据库的访问权限，创建用户名为 oozie、密码为 oozie 的用户：
$ mysql>grant all privileges on oozie.* to 'oozie'@'localhost' identified by 'oozie';

设置 oozie 数据库的访问权限：
$ mysql>grant all privileges on oozie.* to 'oozie'@'%' identified by 'oozie';

设置 oozie 用户的认证权限：
$ mysql>update mysql.user set host='%' where user='root' and host='localhost';
$ mysql>insert into mysql.user (host,user,password) values('linc-1','oozie',
PASSWORD('oozie'));

更新配置并退出 MySQL 控制台：
$ mysql>FLUSH PRIVILEGES;
$ mysql>quit

重启 MySQL 使配置生效：
$ >sudo service mysqld restart

5. 部署 Oozie
在编译安装完 Oozie 4.2.0 并配置好 MySQL 元数据库后，如果要运行 Oozie，还需要导
入 Oozie 运行的 jar 包。在此读者需要在 $OOZIE_HOME 目录下创建 libext 文件夹来存放
扩展 jar 包。
# /var/local/hadoop/oozie-4.2.0为之前存放Oozie的$OOZIE_HOME
$>cd /var/local/hadoop/oozie-4.2.0
# 创建libext文件夹
$>mkdir libext
# 将编译得到相应组件版本的jar包放入libext中
$>tar zxvf oozie-sharelib-4.2.0.tar.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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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 Hcatalog 版本与编译的 Oozie 不同，可以手动将相应 Hcatalog 以及 Hive 版本的
jar 包导入 libext 中，其他 Hadoop 组件导入过程与此类似。具体操作如下：
# 将Hadoop的jar包导入$OOZIE_HOME/libext
$>cp $HADOOP_HOME/share/hadoop/*/*.jar libext/
$>cp $HADOOP_HOME/share/hadoop/*/lib/*.jar libext/
$>cp $Hive_HOME/lib/*.jar libext/
$>cp share/lib/hcatalog/*.jar libext/

之后，读者需要将 Hadoop 运行的相关 jar 包导入 libext 中。需要注意的是，Oozie Web
UI 主 要 搭 建 在 Tomcat 上， 因 此 在 导 入 Hadoop 运 行 jar 包 之 前， 首 先 要 去 掉 Hadoop 与
Tomcat 相冲突的 jar 包。
# 把Hadoop与Tomcat冲突的jar包去掉
$>cd libext
$>mv servlet-api-2.5.jar servlet-api-2.5.jar.bak
$>mv jsp-api-2.1.jar jsp-api-2.1.jar.bak
$>mv jasper-compiler-5.5.23.jar jasper-compiler-5.5.23.jar.bak
$>mv jasper-runtime-5.5.23.jar jasper-runtime-5.5.23.jar.bak
# 将Hadoop的jar包导入Oozie的libext
$>cp $HADOOP_HOME/share/hadoop/*/*.jar libext/
$>cp $HADOOP_HOME/share/hadoop/*/lib/*.jar libext/
$>cp $Hive_HOME/lib/*.jar libext/
$>cp share/lib/hcatalog/*.jar libext/
注
意

Oozie Web UI 页面 js 需要导入 ext-2.2.zip 包，而与 MySQL 连接也需要导入 MySQL
的 JDBC jar 包，二者都需要放在 libext 文件夹中，MySQL JDBC jar 包需要与当前
安装的 MySQL 兼容。在导入时需要注意版本问题。

6. 启动并测试 Oozie
顺利完成上述步骤后，读者就可以开启 Oozie 了。Oozie 在执行工作流调度时，需要获
得相应工作流引擎在 HDFS 的运行 jar 包。Oozie 在运行工作流时，会先从工作流配置文件
workflow.xml 的指定目录中寻找相应 jar 包，如果未找到相应 jar 包，则从 HDFS 上一个统
一的 Oozie jar 包库中导入，默认路径为 user/oozie/sharelib。具体部署步骤如下：
# 打包Oozie war包
$>cd /var/local/hadoop/oozie-4.2.0
$>bin/oozie-setup.sh prepare-war
# 初始化数据库
$>bin/ooziedb.sh create -sqlfile oozie.sql -run
# 修改服务器端conf/server.xml文件，注释掉下面的记录
$>vim oozie-server/conf/server.xml
<!--<Listener className="org.apache.catalina.mbeans.ServerLifecycleListener" />-->
# 将Oozie share库中的jar上传至HDFS
$>bin/oozie-setup.sh sharelib create -fs hdfs://linc-1:9000

在部署结束后，可以在控制台界面输入以下操作指令启动并运行 Ooz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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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Oozie服务
$>cd /var/local/hadoop/oozie-4.2.0
$>bin/oozied.sh start
#检验服务是否正常启动，如果显示System model:Normal则启动成功，反之失败
$> oozie admin -oozie http://linc-1:11000/oozie -status

读者可以在浏览器输入 http://linc-1:11000/oozie/ 进入 Oozie Web 端控制台查看 Oozie
运行状态，其中 linc-1 为安装并运行 Oozie 的节点机器的 IP 地址。
注
意

Oozie 运行时需要确保 Hadoop historyserver 启动。通过 jps 指令可以显示已启动的
Java 服务，如果列表中没有 historyserver 服务，则输入下列指令启动 historyserver：

$HADOOP_HOME/sbin/mr-jobhistory-daemon.sh start historyserver

3.2.2

Falcon 的安装与配置

Apache Falcon 作为 Oozie 之上的更高级抽象层，并不与具体的 Hadoop 集群及其相关
组件直接接触，所以安装配置并不复杂。只要主调度器 Oozie 配置正常，Falcon 安装十分
简便，本节将介绍 Apache Falcon 嵌入模式的安装配置。
1. Falcon 编译
由于 Apache Falcon 目前并没有编译完整的二进制文件（bin），所以需要自己下载有关
源码资源并通过 Maven 编译。由于许多 jar 包资源需要从国外网站上下载，所以整体的编
译过程比较慢，需要耐心等待。
首先执行下面指令下载 Apache Falcon 的源码，资源网站依然是北理镜像网。
$> wget http://mirror.bit.edu.cn/apache/falcon/0.9/apache-falcon-0.9-sources.tar.gz

之后通过 Maven 编译源代码，获得 Apache Falcon 的二进制文件。
# 解压缩得到代码文件falcon-sources-0.9并进入
$>tar -zxvf apache-falcon-0.9-sources.tar.gz
$>cd falcon-sources-0.9/
# 设置Maven参数并打包编译Falcon源码
$>export MAVEN_OPTS="-Xmx1024m -XX:MaxPermSize=256m -noverify" && mvn clean
install -Dhadoop.version=2.6.0 -Doozie.version=4.2.0 –DskipTests

打包编译 Falcon 源码，如果在编译过程中出现 npm error 报错，可能是当前机器没有安
装 npm，输入下列指令安装 npm 并使用国内镜像：
$>sudo yum -y install npm
$>npm --registry https://registry.npm.taobao.org info underscore
$>mvn clean assembly:assembly -DskipTests -DskipCheck=true

编译完成后在 target 文件夹下存在 apache-falcon-0.9-bin.tar.gz 和 apache-falcon-0.9-bin.
zip 压缩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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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压缩Falcon二进制压缩包
$>tar -zxvf target/apache-falcon-0.9-bin.tar.gz
# 将解压缩得到的falcon-0.9 文件移到/var/local/hadoop 目录下
$>mv falcon-0.9 /var/local/hadoop/

2. 配置 Falcon 环境变量
为了方便之后管理以及调用，需要在安装 Falcon 的节点机器上设置 Falcon 环境变量，
通过下面命令打开环境配置文件：
$>sudo vim /etc/profile
# 在文件末尾，添加如下内容
export FALCON_HOME=/var/local/hadoop/falcon-0.9
export PATH=$PATH:$HADOOP_HOME/bin:$FALCON_HOME/bin

配置完成后刷新环境变量：
$>source /etc/profile

3. 同步 Oozie 配置项
为 了 使 Apache Falcon 正 常 通 过 Oozie 调 度 器 生 成 工 作 流 调 度， 要 在 Oozie 的 ooziesite.xml 配置文件中添加与 Falcon 相关的配置内容，相关配置项信息在 {falcon-server-dir}/
oozie/libext/oozie-site.xml 文件中，{falcon-server-dir} 为之前放置 Falcon 工程的 bin 文件夹，
在 本 例 中 为 /var/local/hadoop/falcon-0.9。 需 要 将 {falcon-server-dir}/oozie/conf/oozie-site.
xml 中的配置信息添加至 $OOZIE_HOME/conf/oozie-site.xml。
同时，读者也要将相应 jar 包导入 Oozie libext 文件夹下，Falcon jar 包目录为 $FALCON_
HOME/oozie/libext。
# 将Falcon在Oozie目录下的扩展jar包拷贝至$OOZIE_HOME/libext文件夹下
$>cd /var/local/hadoop/oozie-4.2.0
$>cp /var/local/hadoop/falcon-0.9/oozie/libext/*.jar libext/

为了使上述配置生效，需要重启 Oozie：
#重新部署并启动Oozie
$>cd $OOZIE_HOME
$>bin/oozie-stop.sh
$>bin/oozie-setup.sh prepare-war
$>bin/oozie-start.sh

4. Falcon Client 配置
对于 Falcon Client 端，需要指定对于 Falcon Server 的相关信息，Client 端的配置文件
为 $FALCON_HOME/conf/client.properties。
$>cd /var/local/hadoop/falcon-0.9
$>vim conf/client.properties
# 修改client.properties文件中falcon.url的值，大括号{}以及其中内容为相关配置信息，需要根据
实际情况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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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con.url=https://{linc-1}:{port}/

falcon.url 指定了 Falcon Server 的 IP 地址，在本例中为 linc-1 的 IP 地址；port 为 Falcon
启动时配置的端口号，默认为 15443。
5. 修改 Falcon 配置文件
Falcon 通过 JVM 服务器进行消息通信，需要根据安装 Falcon 机器的 IP 配置消息服务
器地址。
# 编译启动配置项文件
$>cd /var/local/hadoop/falcon-0.9
$>vim conf/startup.properties
# 将*.broker.url的值改动如下
*.broker.url=tcp/linc-1:61616
注
意

*.broker.url 为 Falcon 自带 activemq 消息发送地址，即 Falcon 运行所在的节点机器，
在本例中为 linc-1 的 IP 地址。

启动 Falcon 服务器后，可以使用基于 Web 的控制台查看 Falcon 实体的状态。 用户可
以在相应的端口打开浏览器以使用 Web UI，连接 URL 为前面配置的 https:linc-1:15443。
Falcon 控制台将 REST API 调用作为用户“falcon-dashboard ”。如果此用户不存在于你
的 Falcon 和 Oozie 服务器上，请创建该用户。
# 显示falcon-dashboard : falcon-dashboard users则创建成功
$>useradd -U -m falcon-dashboard -G users
$>groups falcon-dashboard

6. 启动 Falcon
完成上述步骤后，就可以启动 Falcon Server 了。Falcon Server 的启动脚本为 $FALCON_
HOME/bin/falcon-start，关闭脚本为 $FALCON_HOME/bin/falcon-stop。
#启动Falcon Server
cd /var/local/hadoop/falcon-0.9
bin/falcon-start
#显示Java进程，如果列表中有Falcon Server则启动成功
jps
注
意

3.2.3

用户可以在 Client 端通过浏览器输入 https://linc-1:15443 进入 Falcon Web 端控制台。
注意，Falcon Server 使用 https 协议，如果输入地址为 http 则显示出错。

实体 XML 的创建与声明

从 3.1 节 可 以 知 道，Apache Falcon 对 调 度 工 作 流 的 声 明 定 义 主 要 通 过 实 体（entity）
XML 文件。实体主要分成三类：一类是说明集群配置的 cluster 实体，还有一类是说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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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feed）配置的 feed 实体，最后一类是说明调度进程的 process 实体。对于不同数据集类
型的工作流实体，具体的配置项也不尽相同，其中数据集主要分为 HDFS 文件数据集以及
Hive 数据库数据集。
1. cluster 实体声明项
该声明项说明集群的相关配置项，主要包括对 HDFS、YARN 以及 Oozie 的相应配置
说明。
1）cluster XSD 规 范 可 用： 一 个 集 群 包 含 不 同 的 接 口， 这 些 接 口 有 readonly、write、
workflow 和 messaging。cluster 实 体 会 在 之 后 被 feed 实 体 以 及 process 实 体 所 依 赖。 在 将
cluster.xml 提交至 Falcon 后，在 Falcon 中有唯一 cluster name 与其对应。
cluster.xml 文件的标签定义如下：
<cluster colo="gs" description="" name="corp" xmlns="uri:falcon:cluster:0.1"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注
意

在上面的 cluster.xml 标签中，colo 指明此集群属于哪个 colo，name 是指集群的名称，
并且该名称必须是唯一的。

2）接口（interface）：一个 cluster 需要定义以下接口。
指定 Hadoop 只读协议的 HFTP 协议终端，示例如下：
<interface type="readonly" endpoint="hftp://localhost:50010" version="0.20.2" />

指定写入 HDFS 中的端口，它的终端是 fs.defaultFS 的 IP 地址。Falcon 用该接口将系
统数据写入 HDFS，feed 用相同的 write 接口将数据写入 HFDS，示例如下：
<interface type="write" endpoint="hdfs://localhost:8020" version="0.20.2" />

执 行 JobTracker 程 序 需 要 指 定 执 行 接 口。 其 endpoint 是 mapreduce.jobtracker.address
的 IP 地址。在 Hadoop 2.x 中，此接口值为 YARN 指定的执行接口，示例如下：
<interface type="execute" endpoint="localhost:8021" version="0.20.2" />

workflow 接 口 指 定 工 作 流 引 擎 的 接 口， 例 子 中 的 endpoint 是 OOZIE_URL 的 value。
Falcon 用该接口来安排在工作流引擎上所引用的集群进程，示例如下：
<interface type="workflow" endpoint="http://localhost:11000/oozie/" version="4.0" />

register 接口指定元数据目录界面，例如：Hive Metastore（或 Hcatalog）。Falcon 用该
接口注册一个给定数据库和表的分区。此外，用此信息来调度工作流引擎中基于分区的数
据的可用性事件，示例如下：
<interface type="register" endpoint="thrift://localhost:9083" version="0.11.0" />

虽然 Hive 元数据支持 RPC 和 HTTP，但是 feed 是 RPC 在 thrift 上的实现。对于 Hive HA
模式，确保 URI 用逗号分隔，仅仅需要在开头添加“ thrift:// ”协议。下面是一个 Hive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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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子：
<interface type="register" endpoint="thrift://c6402.ambari.apache.org:9083,c6403.
ambari.apache.org:9083" version="0.11.0" />

messaging 接口指定发送 Falcon 可用消息的接口，该接口的 endpoint 联合了 TCP 和 URL
地址。
<interface type="messaging" endpoint="tcp://localhost:61616?daemon=true" version=
"5.4.6" />

3）路径位置（location）：cluster 还需要定义一个位置列表，如下：
<location name="staging" path="/projects/falcon/staging" />
<location name="working" path="/projects/falcon/working" />
<!--optional-->

location 有 name 和 path 两个值，name 是 location 的类型。被允许的 name 值是 staging、
temp 和 working。path 是 每 个 location 的 HDFS 路 径。Falcon 在 HDFS 中 使 用 location 进
行实体间接处理，因此，Falcon 在这些 location 中具有读 / 写执行权限。这些 location 必
须在将一个集群实体提交到 feed 之前提交。staging 应该具有 777 权限，是一个强制性的
location。父目录必须有执行权限去让多个用户能够在该 location 执行写操作。working 必须
具有 775 权限，是一个可选的 location。
如果 working 没有被指定，那么 Falcon 会以 755 权限在 staging location 中创建一个子
目录。working 的父目录必须有执行权限才能让多个用户在该 location 进行读操作。
4）权限（ACL）：cluster 的 ACL（Access Control List）用于实施权限和提供一种为不
同的文件所有者和文件所属用户组设置不同权限的方式。
<ACL owner="test-user" group="test-group" permission="*"/>

ACL 表示这个集群的访问控制列表，owner 是实体所有者，group 是有权限进行 read
操作，permission 表示许可权限。
5）消费属性（custom property）：cluster 有一个属性列表，即一个传播工作流引擎的键
值对。
<property name="brokerImplClass" value="org.apache.activemq.ActiveMQConnectionFactory"/>

理想的 JMS 实现类名称的消息引擎（brokerImpIClass）应该在这里进行定义。
2. feed 实体声明项
feed XML 文件说明 feed 与 cluster 之间的依赖关系，介绍 XML 配置项中 feed frequency、
cluster、retention policy 以及 data set location 的作用。
1）feed XSD 规范可用：一个 feed 定义了数据集的各种属性，如 feed location、frequency、
late-arrival handing 和 retention policy。feed 同时还可以在集群上提前指定，当一个 feed 在
它所保留区提前指定，那么复制进程会在给定的集群上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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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d description="clicks log" name="clicks" xmlns="uri:falcon:feed:0.1"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feed 应该有且只有一个特定的 name，该 name 为之后输入 / 输出 process 所引用。
2）存储（storage）：Falcon 引进一个新的抽象来封装给定的 feed，同时也可以表示为一
个文件系统上的路径、文件系统存储，或 Hive、Catalog Storage 中的目录。
<xs:choice minOccurs="1" maxOccurs="1">
<xs:element type="locations" name="locations"/>
<xs:element type="catalog-table" name="table"/>
</xs:choice>

feed 应该包含两个 storage 选项之一，即 File System 的 location 或者 catalog 中的 table。
3）文件系统存储（File System Storage）：feed 通过集群的 name 来进行引用，在提交
一个 feed 之前，所有的引用集群都应该被提交给 Falcon。type 指定引用的集群是否应该
被视为一个 feed 源或者目标。一个 feed 可以有多个源和目标集群。如果集群的 type 没有
被指定，那么不考虑集群的响应。一个有效的 feed 指定该 feed 在集群上有效的持续时间。
retention 指定这个集群上 feed retention 的时间长度，以及 retention 结束之后在 feed 上的活
动。retention limit 由表达频率（次数）指定。例如：如果 feed 应该保留至少 6 小时，那么
retention limit="hours (6)"。PartitionExp 包含分区标签。分区标签的数目必须与 feed 模式中
指定的分区数目相等。分区标签可以是通配符（*）、静态的字符串或者表达式。至少一个
字符串必须是表达式。SLA 在这个集群上为 feed 指定 sla。这是一个可选的参数，从 global
sla 标签上看，sla 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这个标签提供用户在不同的集群上灵活地拥有不同
的 sla，示例如下：
<clusters>
<cluster name="test-cluster">
<validity start="2012-07-20T03:00Z" end="2099-07-16T00:00Z"/>
<retention limit="days(10)" action="delete"/>
<sla slaLow="hours(3)" slaHigh="hours(4)"/>
<locations>
<location type="data" path="/hdfsDataLocation/${YEAR}/${MONTH}/${DAY}"/>
<location type="stats" path="/projects/falcon/clicksStats" />
<location type="meta" path="/projects/falcon/clicksMetaData" />
</locations>
</cluster>
</clusters>

location 标 签 指 定 location 的 类 型（如 data、meta、stats） 及 其 相 应 的 路 径。feed 应
该至少定义 location 的数据类型，从而指定 HDFS 的 feed 周期性发生的路径模式。例如，
type="data" path ="/projects/TrafﬁcHourly/${YEAR}-${MONTH}-${DAY}/trafﬁc"， 路 径 中 的
日期间隔样式应该至少有一个频移。其他的 location type 应该是 stats 和 meta 地址，如果一
个进程参考一个 feed，那么 meta 和 stats 地址在进程中是有效的。
<location type="data" path="/projects/falcon/click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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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 type="stats" path="/projects/falcon/clicksStats" />
<location type="meta" path="/projects/falcon/clicksMetaData" />

4）目录存储（table）：table 标签在注册表中指定 table URL。
catalog:$database-name:$table-name#partition-key=partition-value);partition-key=
partition-value);*

这里作为一个 URI 建模（类似一个 ISBN URI）。它对 Hive 和 Hcatalog 没有任何参考。
它十分普遍，以至于可以绑定到目录注册表信息中。配置文件 startup 中目录实现配置项，
为目录 URI 的实现提供了相关信息。
顶层分区必须是一个过时的模式，日期模式的间隔至少有一个频移。
<xs:complexType name="catalog-table">
<xs:annotation>
<xs:documentation>
catalog specifies the uri of a Hive table along with the partition spec.
uri="catalog:$database:$table#(partition-key=partition-value);+"
Example: catalog:logs-db:clicks#ds=${YEAR}-${MONTH}-${DAY}
</xs:documentation>
</xs:annotation>
<xs:attribute type="xs:string" name="uri" use="required"/>
</xs:complexType>

5）分区（partitions）：一个 feed 可以定义多个分区，如果一个引用的集群定义分区，
那么在 feed 中分区的数量应该大于或者等于集群分区数量。
<partitions>
<partition name="country" />
<partition name="cluster" />
</partitions>
注
意

这只适用于文件系统存储，而不适用于被定义和维护 Hive（Hcatalog）注册表的表
存储分区。

6）分组（groups）：一个 feed 指定一个逗号分隔组列表，group 是 feed 的一个逻辑分组，
如果属于一个组的所有 feed 有效，则这个组也是有效的。属于相同 group 的所有 feed 的频
率都应该是一样的。
<groups>online,bi</groups>

7）可用性标志（availabilityFlag）：一个 availabilityFlag 指定在 feed 数据目录创建的文
件名称，该 feed 则称为有效的。如 _SUCCESS，如果这个元素被忽略，那么 Falcon 将考虑
feed 的数据目录的存在性。
<availabilityFlag>_SUCCESS</availabilityFlag>

8）频率（frequency）：feed 有其数据产生的特定频率。例如，它规定产生的频率为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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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每周、每 5 分钟、每天等有效的频率类型，因为 feed 是几分钟、几小时、几天、几个
月。该值可以是负数、零或者正数。
<frequency>minutes(20)</frequency>

9）SLA ：feed 可 以 设 置 SLA， 每 个 SLA 有 两 种 属 性 -slaLow 和 slaHigh。slaLow 和
slaHigh 都是使用频率表达式进行说明的。slaLow 的作用是当 feed 实例处于失去有效性的
危险时提供警告。slaHigh 的作用是当 feed 丢失 SLA 时做出报告。SLA 是相对于 feed 实例
的时间。
<sla slaLow="hours(40)" slaHigh="hours(44)" />

10）数据导入（import）：feed 有一个和它相关的导入策略。source name 指定数据被导
入 HDFS 中参照的数据源实体。tableName 指定表或者 topic 从数据源导入。extract type 指
定 pull 机制（全部或增量提取）。全部的提取方法是从数据源中提取所有的数据。增量提取
方法的功能实现正在进行中。mergepolicy 决定数据如何被布置在 HDFS 中。snapshot 布局
是指在 HDFS 中用 feed 的 location 规范创建 snapshot 数据。field 用于指定投影队列。feed
从数据库后台使用 Sqoop 实现任务。任何提前的 Sqoop 选项都能通过 argument 来指定。
<import>
<source name="test-hsql-db" tableName="customer">
<extract type="full"><mergepolicy>snapshot</mergepolicy></extract>
<fields><includes><field>id</field><field>name</field></includes></fields>
</source>
<arguments>
<argument name="--split-by" value="id"/>
<argument name="--num-mappers" value="2"/>
</arguments>
</import>

11）延迟到达策略（late-arrival）：当 feed 希望能够延迟运行时，可以通过 late-arrival
来指定 cut-off 值的大小达到延迟效果。例如，feed 文件希望能够延迟 6 小时运行，则 latearrival 应该设置为：late-arrival cut-off="hours(6)"。如以下代码所示：
<verbatim>
<late-arrival cut-off="hours(6)" />
注
意

这只适用于文件存储系统，目前还不适用于表存储。

12）电子邮件通知（email notification）：用 type 属性指定的 notification 元素允许用户
在一个预定的 feed 实例完成时接收 email notification。电子邮件的多个收件人可以提供为
to 属性的逗号分隔的地址。发送电子邮件通知确保 SMTP 参数在 Falcon startup.properties
上被定义。用户可以参考 Falcon email notification 获得更详细内容。
<notification type="email" to="bob@xy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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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ACL ：feed 有 ACL（Access Control List），用于实施许可的要求和为特定用户或命
名群组提供设定不同权限的方法。
<ACL owner="test-user" group="test-group" permission="*"/>

ACL 表示这个集群的访问控制列表；owner 是这个实体的所有者；group 是指由权限进
行读操作；permission 表示权限。
14）消费属性（custom property）：一个传播到工作流引擎的键值对。queueName 和
jobPriority 具有特殊属性，分别用于指定 Hadoop 作业队列和优先级。同一 value 被 Falcon
的 launcher 工作使用。timeout、parallel 和 order 都是特殊属性，指定了等待 feed 实例时，
如果超时保留 feed 实例的时间。parallel 决定并行复制实例，能够以任意给定的时间和顺
序运行，如 FIFO、LIFO 和 LAST_ONLY。maxMaps 代表复制时使用的 map 的最大数量。
mapBandwidth 代表当复制时每个映射私用的带宽。overWrite 表示在复制过程中覆盖目标。
ignoreErrors 代表在复制过程中忽略不导致工作失败的错误。skipChecksum 代表在复制过
程中绕过校验。removeDeletedFiles 表示在复制中删除目标存在的文件而不是源中的文件。
preserveBlockSize 表示在复制过程中保留块的大小。preserveReplicationNumber 表示在复制
过程中保留复制数。preservePermission 表示在复制过程中保留权限。
<properties>
<property
<property
<property
<property
<property
<property
<property
<property
<property
<property
<property
<property
<property
<property
<property
<property
</properties>

name="tmpFeedPath" value="tmpFeedPathValue" />
name="field2" value="value2" />
name="queueName" value="hadoopQueue"/>
name="jobPriority" value="VERY_HIGH"/>
name="timeout" value="hours(1)"/>
name="parallel" value="3"/>
name="maxMaps" value="8"/>
name="mapBandwidth" value="1"/>
name="overwrite" value="true"/>
name="ignoreErrors" value="false"/>
name="skipChecksum" value="false"/>
name="removeDeletedFiles" value="true"/>
name="preserveBlockSize" value="true"/>
name="preserveReplicationNumber" value="true"/>
name="preservePermission" value="true"/>
name="order" value="LIFO"/>

15）生命周期（lifecycle）：lifecycle 标签是 feed 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的新方法。在下
面例子中，定义了一个 retention-stage 使用 lifecycle 标签。你可以在群居级别、群集级别或
者两者中定义 lifecycle，也可以在 global level、cluster level 或者两者中定义 lifecycle。如
果 cluster level 规范丢失，cluster level 配置的优先级和 Falcon 回到 global 定义中。
<lifecycle>
<retention-stage>
<frequency>hours(10)</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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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ue>reports</queue>
<priority>NORMAL</priority>
<properties>
<property name="retention.policy.agebaseddelete.limit" value="hours(9)">
</property>
</properties>
</retention-stage>
</lifecycle>

3. process 实体声明项
该 项 说 明 process 与 feed 之 间 的 依 赖 关 系， 介 绍 xml 配 置 项 中 clusters、frequency、
inputs、outputs 以及 retry 的作用。
process 定义工作流的配置：一个工作流是一个有向无环图（DAG），用于定义工作流引
擎的作业。一个 process definition 定义了运行工作流所需的配置。例如：process 定义工作
流需要运行的频率，工作流应该运行的集群，工作流的输入和输出，以及工作流失败的处
理方式，后期输入的处理方式等。
1）名称（name）：每个 process 都以一个唯一的 name 进行定义。语法如下。
<process name="[process name]">
</process>

2）标签（tags）：用于对 process 分类（用逗号分隔）的可选列表。语法如下。
<tags>consumer=consumer@xyz.com, owner=producer@xyz.com, department=forecasting</tags>

3）管道（pipelines）：指定 process 所属的数据处理流水线，是可选项列表，用逗号分
隔。只有字母、数字、下划线被允许用于 pipeline 字符串。语法如下所示。
<pipelines>test_Pipeline, dataReplication, clickStream_pipeline</pipelines>

4）集群（cluster）：工作流在运行的集群。一个进程应该包含一个或多个集群。cluster
为集群定义工作流执行、名称节点、工作追踪、消息传递等提供了终端。cluster 标签内部
说明了作业在指定集群上的运行时间。语法定义如下：
<process name="[process name]">
<clusters>
<cluster name="test-cluster1">
<validity start="2012-12-21T08:15Z" end="2100-01-01T00:00Z"/>
</cluster>
<cluster name="test-cluster2">
<validity start="2012-12-21T08:15Z" end="2100-01-01T00:00Z"/>
</cluster>
</clusters>
...
</process>

5）并发（parallel）：parallel 定义了工作流的多个实例可以并发运行的情况。它应该是
一个正整数。其语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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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6） 序 列（order）：order 定 义 了 执 行 已 准 备 的 实 例 顺 序， 可 以 是 FIFO（先 进 先 出）、
LIFO（后进先出）或 ONLYLAST。语法定义如下。
<process name="[process name]">

<order>[order]</order>

</process>

7）暂停（timeout）：timeout 指定了一个实例在被工作流引擎杀死之前等待 dataset 的最
长时间。timeout 为指定的频率。语法定义如下。
<process name="[process name]">
<timeout>[timeunit]([frequency])</timeout>
</process>

8）频率（frequency）：frequency 定义了工作流要执行的频率。frequency 的次数应该是
大于 0 的正整数。语法定义如下。
<process name="[process name]">
<frequency>[timeunit]([frequency])</order>
</process>

9）SLA ：一个进程可以有两个可选属性定义的 SLA—shouldStartIn 和 shouldEndIn。
所有的属性都是使用频率的表达式编写的。shouldStartIn 为 process 的开始时间，shouldEndIn
为 process 的结束时间。
<sla shouldStartIn="hours(2)" shouldEndIn="hours(4)"/>

10）有效性（validity）：validity 定义了工作流应该运行多长时间。它由三部分组成—
start time、end time 和 timezone。
start time 和 end time 是 以 y y y y - m m - d d ' T ' H H : m m ' Z ' 形 式 的 UTC 时 间 戳 定 义 的，
timezone 用来从 start time 开始计算下一个实例。工作流将开始于 start time，在 end time 指
定的集群之前结束。语法定义如下。
<process name="[process name]">
<validity start=[start time] end=[end time] timezone=[timezone]/>
</process>
<process name="sample-process">
<frequency>hours(1)</frequency>
<validity start="2012-03-11T08:40Z" end="2012-03-12T08:00" timezone="PST8PDT"/>
</process>

样例中的工作流将在 2012 年 3 月 11 日 08 ：40 开始运行，下面的实例分别在 09 ：40、
010 ：40 等运行，一直到第二天的 7 ：40 结束。因为 DST 转换，所以在 2012 年 3 月 11 日只
有 23 个工作流实例。
11）输入（input）：input 定义了工作流的输入数据。工作流作业将在规定时间之后并且
所有的输入都有效时才开始执行。至少要有 0 个 input，每个 input 都记录在 feed 中。输入数
据的路径和频率是在 feed 中获得的。每个 input 在表达式中也应该定义开始和结束实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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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可选地指定工作流所需的输入的特定分区。分区中的组件都应该在 feed 的分区子集中定义。
对于每个 input，Falcon 将创建一个包含 input name 的属性，其中包含使用逗号分隔的
输入列表。此属性可以用于像 Pig 脚本这样的工作流的操作。
语法定义如下：
<process name="[process name]">
<inputs>
<input name=[input name] feed=[feed name] start=[start el] end=[end el]
partin=[partition]/>
</inputs>
</process>

工作流的 input 是一小时的 feed，并需要每天开始一小时的数据（从工作流开始工作开
始）。如果工作流运行于 2012-03-01T06 ：40Z，那么 input 为 projects/bootcamp/feed1/201203-01-00/*/US 和 projects/bootcamp/feed1/2012-03-01-01/*/US。此输入的属性为 input1=
/projects/bootcamp/feed1/2012-03-01-00/*/US 和 /projects/bootcamp/feed1/2012-03-01-01/*/
US。此外。feed 和 Hive 的表存储可以作为一个流程的输入。
${wf:conf('falcon_input_database')} - database name associated with the feed for
a given input
${wf:conf('falcon_input_table')} - table name associated with the feed for a
given input
${wf:conf('falcon_input_catalog_url')} - Hive metastore URI for this input feed
${wf:conf('falcon_input_partition_filter_pig')}-value of ${coord:dataInPartition
Filter('$input', 'pig'
${wf:conf('falcon_input_partition_filter_hive')}-value of ${coord:dataInPartitio
nFilter('$input', 'hive
${wf:conf('falcon_input_partition_filter_java')}-value of ${coord:dataInPartitio
nFilter('$input', 'java')}
注
意

input 是输入配置的进程的名称，也就是 input.getName()。

<input name="input" feed="clicks-raw-table" start="yesterday(0,0)" end="yesterday
(20,0)"/>

12）可选输入（optional input）：用户可以提及一个或多个输入作为 optional input。在
这种情况下，作业不会等待那些被提及的 optional input。如果这些可选操作确实存在，则
它们会被作业考虑是否使用，否则作业将继续执行，而无须等待 optional inputs 的输入。如
果一些 optional feed 的实例存在于给定的数据窗口，那么这些 optional input 会被考虑和传
递到进程中去。当检查一个 feed 实例的存在时，如果在 feed 定义中被指定，那么在目录中
寻找 availabilityFlag。如果没有 availabilityFlag 被指定，那么已存在的实例目录被看作有效
的数据路径。
注
意

以上仅支持文件存储系统，而不包含表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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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输出（output）：output 定义由工作流生成的输出数据。一个进程可以定义 0 个或多
个 output。每个 output 被映射到一个 feed，并从 feed 定义中获得路径。输出实例应该在表
达式中指定。
对于每个 input，Falcon 创建一个具有输出名称的属性，该属性包含输出数据的路径。
这可以用于路径中存储的工作流程。语法定义如下：
<process name="[process name]">
<outputs>
<output name=[input name] feed=[feed name] instance=[instance el]/>
...
</outputs>
</process>

工作流的输出就是今日的 feed 实例。如果工作流在 2012-03-01T ：40Z 开始运行，那么
工作流生成的 output 为 /projects/bootcamp/feed2/2012-03-01。这个可用的工作流的 output
属性为 output1=/projects/bootcamp/feed2/2012-03-01。
此外，feed 和 Hive 表存储可以作为一个过程的输出，从输出参数传递参数给用户的工
作流或 Pig 脚本。
${wf:conf('falcon_output_database')} - database name associated with the feed for
a given output
${wf:conf('falcon_output_table')} - table name associated with the feed for a
given output
${wf:conf('falcon_output_catalog_url')} - Hive metastore URI for the given output
feed
${wf:conf('falcon_output_dataout_partitions')} - value of ${coord:dataOutPartiti
ons('$output')}
注
意

output 是输出过程中配置的，也就是 output.getname()。

<output name="output" feed="clicks-summary-table" instance="today(0,0)"/>

14）消费属性（custom property）：custom property 定义了传递给工作进程的键值对。
这些键值对是可选的，并可以使用参数化定义对工作流传值。语法定义如下。
<process name="[process name]">
<properties><property name=[key] value=[value]/></properties>
</process>

以下是一些现在使用的由 Falcon 发布的任务的特殊属性，同样的属性也可以用来传播
到 Pig 或者 M/R 上的工作流。
<property name="queueName" value="hadoopQueue"/>
<property name="jobPriority" value="VERY_HIGH"/>
<property name="userJMSNotificationEnabled" value="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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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中的属性值 userJMSNotificationEnabled 用于关闭 process 的 JMS 消息通知，如
果未设置则默认开启。

Apache Falcon 场景设计与实现
前面已经介绍了 Apache Falcon 的架构、发展史以及 Falcon 的安装配置和使用。读者

可以发现，Falcon 作为一个简化数据管道处理和管理 Hadoop 集群工作系统架构，用户能够
利用它轻松地定义各种数据和处理数据元素之间的关系，简化数据的配置，这对于大数据
的治理有重大意义。本节将会利用各个场景介绍 Apache Falcon 如何运行以及各个组件的意
义，同时进一步理解 Apache Falcon 对大数据治理的意义。

3.3.1

数据管道

数 据 管 道 场 景 是 通 过 Falcon 调 用 Oozie MapReduce 工 作 流 来 实 现 的。Falcon 先 利 用
Hadoop 工作流调度器对 Oozie 进行调度，Oozie 再调用 Oozie 工作流进行操作，然后使用
MapReduce 对数据进行处理，进行数据的复制保留等操作，最后将数据保存在 HDFS 集群中。
1. 前期准备
该场景需要有一个数据源，读者可以自主创建一个数据源。在该场景中，数据源是利
用 bash 写的一个 bash 数据脚本文件。
在 linc-1 节点上，使用 hdfs 用户，在任意目录下使用命令 vim general.sh 创建一个数据
脚本文件。该脚本的内容如下：
rm -rf generated-data
EAR=`date +%Y`
MONTH=`date +%m`
DAY=`date +%d`
OUR=`date +%H`
DELIM='\t'
input=(first second third fourth fifth)
for MINUTE in `seq -w 00 59`
do
mkdir -p generated-data/00/$MINUTE/
word=${input[$RANDOM % 5]}
cnt=`expr $RANDOM % 10`
echo -e "$word$DELIM$cnt" > generated-data/00/$MINUTE/data
done
hadoop fs -rmr /data/in/2013/11/15/
hadoop fs -mkdir -p /data/in/2013/11/15/
hadoop fs -put generated-data/00 /data/in/2013/11/15/
rm -rf generated-data

该脚本首先删除 generated-data 文件，以免之前创建过；然后随机生成从 2013 年 11
月 15 日 0 点 0 分 到 59 分 的 数 据 集， 保 存 在 generate-data/00 中； 最 后， 循 环 结 束 后，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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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ed-data/00 中的数据存储在 HDFS 的 /data/in 目录下。将该脚本文件保存退出后，进
入该脚本目录使用命令“ ./general.sh ”执行脚本文件。在脚本文件执行后，读者可以登录
集群在 HDFS 的 Web UI（http://linc-1:50070），进入 /data/in/2013/11/15/00 目录即可看到创
建的 name 为 00-59 的数据。
注
意

HDFS 的 Web 默认端口号为 50070，读者如果修改了端口号，需要以自己修改的端
口号为准。

2. 提交 Oozie 工作流
工作流（workflow）是工作流程的计算模型，是对工作流程及各操作步骤之间的业务规
则的抽象、概括描述。本书中的工作流定义了在 HDFS 上使用以及工作流路径的工作流引
擎。Libraries（库）需要指定使用工作流中的自由属性元素，并使用逗号分隔 HDFS 路径。
HDFS 的工作流定义包含应该运行的实际作业，并应该确认引擎的工作流程规范。工作流
所需要的 Libraries 应该在工作流路径中的 lib 文件夹中。在集群和集群属性中定义的属性
（nameNode 和 jobTracker）也将用于工作流中。主要应用的工作流有 Oozie 工作流、Pig 工
作流、Hive 工作流、Spark 工作流，这里采用的是 Oozie 工作流。
Oozie 工作流是控制依赖有向非循环图（DAG）中安排的 Oozie 操作的集合。控制依
赖（control dependency）可确保之后的操作在前面的操作已成功完成后才会启动，其大多数
是基于 XML 定义的。而 Oozie 是一个以工作流的形式对 Hadoop Map/Reduce 任务、Pig 任
务、Hadoop 文件系统、Java 和 Oozie 的子工作流进行调度的系统。控制流节点定义了工作
流的起始和结束（例如 start、end、fail 节点）以及提供了工作流执行路经的控制机制（如
decision、fork、join 节点）。
Oozie 工作流可以被参数化（例如使用“ ${inoutDir} ”的参数），当提交一个具有参数
的工作流时，必须提供它的参数。如果同时提供多个不同的输出路经，那么这个工作流可
以同时执行。
在 linc-1 节点上，使用 hdfs 用户，使用命令“ vim workflow.xml ”创建一个 Oozie 工
作流文件。Oozie 的语法如下：
<workflow-app xmlns="uri:oozie:workflow:0.2" name="map-reduce-wf">
<start to="mr-node"/>
<end name="end"/>
</workflow-app>

其中 <start to="mr-node"> 是开始节点，是工作流工程的切入点，它表明第一个工作
流节点工作流 job 必须转变。当工作流启动时，它会自动转换指定的开始节点。一个工
作流必须有一个开始节点。在该配置中会首先从“ mr-node ”节点开始执行。同样“ end
name="end" ”是一个 end 节点，end 节点是一个工作流的最后，表明该工作流的工作已经
成功完成。当一个工作流 job 运行到 end 节点时该 job 会显示 SUCCEEDED 状态。如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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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或多个 action 因为工作流 job 开始执行而开始，但是已经运行到了 end 节点，那么这些
action 将会被杀掉，而在这个场景中工作流的 job 仍然会被视为成功运行。
在 start 和 end 节点之间添加如下配置：
<kill name="fail">
<message>Map/Reduce failed, error message[${wf:errorMessage(wf:lastErrorNode())}]</
message>
</kill>

kill 节 点 允 许 工 作 流 job 杀 死 它 本 身。 当 一 个 工 作 流 job 运 行 到 了 kill 节 点 而 结 束
时，状态会显示 error（KILLED）。如果一个或者多个 action 因为工作流 job 开始执行而开
始，但是已经运行到了 kill 节点，那么这些 action 将会被杀掉。一个工作流可以有零个或
多个 kill 节点。在上述添加的配置中，kill 节点中的 name 属性是 kill action 节点的名称。
message 元素的内容是将会被记录的工作流 job 被杀的原因。
在该工作流文件的 start 节点和 end 节点之间添加如下内容：
<action name="mr-node">
<map-reduce>
</map-reduce>
<ok to="end"/>
<error to="fail"/>
</action>

其中 <action name="mr-node"> ... </action> 定义了一个名为“ mr-node ”的 action 节
点，action 节点是一个工作流促动器的执行计算或处理任务的机制。<map-reduce> </mapreduce> 表示工作流中开始一个 Hadoop 的 Map/Reduce 的 job。使用 map-reduce 模式在开
始 map reduce 作业之前可以配置为执行文件系统清理和目录创建。
在 map-reduce 中添加如下内容：
<job-tracker>${jobTracker}
</job-tracker><name-node>${nameNode}</name-node>
<prepare>
<delete path="${outpath}"/>
</prepare>
<configuration>
</configuration>

上述代码在 map-reduce 中定义了 job-tracker 和 name-node，在 configuration 中设置了
map reduce。
在 configuration 中添加如下内容：
<property>
<name>mapred.job.queue.name</name>
<value>${queueName}</value>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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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name>mapred.job.queue.name</name> 设置了 map reduce 的 job 队列的名称。
<property>
<name>mapred.mapper.class</name>
<value>org.apache.hadoop.mapred.lib.IdentityMapper</value>
</property>

<name>mapred.mapper.class</name> 的作用是设置 map 所调用的类。
<property>
<name>mapred.map.tasks</name>
<value>1</value>
</property>

<name>mapred.map.tasks</name> 的作用是设置 map 任务的个数。
<property>
<name>mapred.input.dir</name>
<value>${inpaths}</value>
</property>

<name>mapred.input.dir</name> 的作用是设置数据源地址。
<property>
<name>mapred.output.dir</name>
<value>${outpath}</value>
</property>

<name>mapred.output.dir</name> 的作用是设置数据目标地址。
保存 workflow.xml 文件并退出后，将该工作流文件上传到 HDFS 的 /app/oozie-mr 目录
下，使用如下命令：
$ hdfs dfs -put workflow.xml /app/oozie-mr
注
意

读者需要注意的是，上传该文件前，需要在 HDFS 上新建 /app/oozie-mr 目录，否则
程序将会报找不到相应目录的错误。

3. 创建并提交 cluster 实体
在 linc-1 节点上，使用 hdfs 用户，在任意目录下使用命令“ vim local-cluster.xml ”创
建 一 个 cluster 文 件。cluster 实 体 会 在 之 后 被 feed 实 体 以 及 process 实 体 所 依 赖。 将 一 个
cluster.xml 实体提交给 Falcon 后，在 Falcon 中有唯一的 cluster name 与其对应。
在 local-cluster.xml 文件中添加如下内容：
<?xml version="1.0"?>
<cluster colo="local" description="local cluster" name="local" xmlns="uri:falcon:
cluster:0.1">
</cluster>

上述内容为 cluster.xml 文件的标签定义，其中 colo 指明属于哪一个集群，name 是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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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名称，并且该名称必须是唯一的。
一个 cluster 包含有不同的接口，而这些接口有 readonly、write、execute、workflow 和
messaging 属性。在 local-cluster.xml 文件中添加多个接口定义如下：
<interfaces>
<interface type="readonly" endpoint="hdfs://linc-1:9000" version="2.6.0"/>
<interface type="write" endpoint="hdfs://linc-1:9000" version="2.6.0"/>
<interface type="execute" endpoint="linc-1:8021" version="2.6.0"/>
<interface type="workflow" endpoint="http://linc-1:11000/oozie/" version="4.2.0"/>
<interface type="messaging" endpoint="tcp://linc-1:61616?daemon=true" version=
"5.4.3"/>
</interfaces>

其 中 readonly 接 口 为 Hadoop HFTP 协 议 指 定 了 终 端 为 hdfs://linc-1:9000， 这 会 在 后
文 中 的 feed 实 体 复 制 的 内 容 中 用 到。write 接 口 指 定 写 入 HDFS 中 的 端 口， 它 的 终 端 是
fs.defaultFS 的 IP 地址。Falcon 用该接口写系统数据到 HDFS 中，feed 引用该集群的相同
write 接口写数据到 HDFS 中。execute 接口指定 JobTracker 程序所需要的执行接口，它的
终端是 mapreduce.jobtracker.address 的 IP 地址，在 Hadoop 2.x 版本中，此接口值为 YARN
指定的执行接口。workflow 接口指定工作流引擎的接口，例子中的终端是 OOZIE_URL 的
value，Falcon 用该接口来安排在工作流引擎上所引用的集群进程。messaging 接口指定发送
Falcon 可用消息的接口，该接口的终端联合了 TCP 和 URL 地址。
在 cluster 中 还 需 要 定 义 一 个 位 置 列 表。location 有 两 种 属 性 值 name 和 path。name 是
location 的类型，被允许的 name 值有 staging、temp 和 working。path 是每个 location 的 HDFS
路径。Falcon 在 HDFS 中使用 location 进行实体间接处理，因此 Falcon 在这些 location 中
具有 read、write 和 execute 权限。在 local-cluster.xml 文件中添加多个 location 定义如下：
<locations>
<location name="staging" path="/projects/falcon/staging"/> <!--mandatory-->
<location name="temp" path="/projects/falcon/tmp"/> <!--optional-->
<location name="working" path="/projects/falcon/working"/> <!--optional-->
</locations>

读 者 需 要 注 意 的 是：staging 应 该 具 有 777 权 限， 是 一 个 强 制 性 的 location， 父 级 目
录必须有执行权限让多个用户能够在该 location 具有执行写操作的权限。working 必须具
有 775 权限，是一个可选的 location，如果 working 没有被指定，那么 Falcon 会以 775 权
限在 staging location 中创建一个子目录。working 的父级目录必须有能够让多个用户在该
location 中进行读操作的权限。
在新建的 local-cluster.xml 文件中添加上述内容并保存退出后，将该 .xml 文件提交到
falcon-server 中，使用的命令如下：
$ FALCON_HOME/bin/falcon entity -submit -type cluster -file ./local-cluster.xml

注意，命令中的 FALCON_HOME 是 Falcon 的安装目录，读者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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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在向 falcon-server 提交 cluster 实体文件后，若在控制台提示 falcon/default/Submit
successful (cluster) local-cluster， 则 表 示 提 交 cluster 实 体 成 功。 登 录 Falcon 的 Web UI
（http://linc-1:15443）后，进入 cluster 目录即可看到提交成功的 local，单击 local 后，会看
到该 cluster 文件的内容。
4. 创建并提交 in-feed 实体
成 功 提 交 了 cluster 到 falcon-server 后， 需 要 提 交 一 个 feed 实 体 到 falcon-server。 一
个 feed 定义了各种不同的属性，例如 location、late-arrival 和 retention 策略。feed 同时还
可以安排在一个集群中，一旦 feed 的 retention 安排在一个给定的集群上，复制进程就会被
触发。
在 linc-1 节点上，使用 hdfs 用户，在任意目录下使用命令“ vim in-feed.xml ”创建输
入数据集 in-feed.xml 文件。在该文件中添加如下内容：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feed description="input" name="in" xmlns="uri:falcon:feed:0.1"> </feed>

上述内容为 feed.xml 文件的标签定义，feed 应该有且只有一个特定的 name，该 name
的值会在之后的 process 实体中被引用。
再在 in-feed.xml 文件中添加如下内容：
<clusters>
<cluster name="local">
<validity start="2013-01-01T00:00Z" end="2030-01-01T00:00Z"/>
<retention limit="hours(2)" action="delete"/>
</cluster></clusters>

在添加的 cluster 中，cluster name 是前面提交到 falcon-server 上的 cluster 的名称。feed
通过集群的 name 来进行引用，在提交一个 feed 之前，所有的引用集群都应该被提交给
Falcon。validity 指定了集群上有效的持续时间。retention 指定了这个集群上 feed retention
的时间长度以及 retention 结束后在 feed 上的活动。retention limit 由表达频率（次数）指定，
例如，如果 feed 应该保留至少 2 小时，那么 retention limit="hours(2)"。
然后在 in-feed.xml 文件中添加以下 location：
<locations>
<location type="data" path="/data/in/${YEAR}/${MONTH}/${DAY}/${HOUR}/${MINUTE}"/>
</locations>

location 标 签 指 定 location 的 类 型， 在 这 里 为“ data ” 类 型 相 应 的 路 径。feed 应 该 至
少定义一种 location 的数据类型，从而指定 HDFS 的 feed 周期性发生的路径模式。例如，
type="data" path="/data/in/${YEAR}/${MONTH}/${DAY}/${HOUR}/${MINUTE}"，路径中
的日期间隔样式应该至少有一个频移。这里的 path 指定了前文在 HDFS 上创建的数据源。
feed 还有 ACL（Access Control List），用于实施许可的要求和为特定用户或命名群组提
供设定不同权限的方法。在 XML 文件中添加 A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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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 owner="testuser-ut-user" group="group" permission="0x644"/>

其中 ACL 表示这个集群的访问控制列表，owner 是这个实体的所有者，permission 表
示实体所拥有的权限。
在新建的 in-feed.xml 文件中添加上述内容并保存退出后，将该文件提交到 falcon-server
中。提交该实体使用的命令如下：
$ FALCON_HOME/bin/falcon entity -submit -type feed -file ./in-feed.xml

需 要 注 意 的 是：FALCON_HOME 是 Falcon 的 安 装 目 录， 读 者 可 根 据 实 际 情 况 进 行
修改。
在 向 falcon-server 提 交 feed 实 体 文 件 后， 若 在 控 制 台 提 示 falcon/default/Submit
successful (feed) in-cluster，则表示提交该 feed 实体成功。登录 Falcon 的 Web UI（http://linc1:15443）后，进入 feed 目录即可看到提交成功的 in，单击 in 后，会看到该 feed 文件的内容。
5. 创建并提交 out-feed 实体
前 面 提 到 的 in-feed 实 体 是 作 为 输 入 数 据 集， 需 要 再 创 建 一 个 out-feed.xml 作 为 输
出数据集。文件的创建和内容与 in-feed.xml 文件相似，只需要修改部分参数值。将 infeed.xml 文 件 中 的 description="input" name="in" 改 为 description="output" name="out"，
将 <group>input<group> 换 为 <group>output<group>， 将 frequency 改 为 minutes(5)， 将
path 换为“ /data/out/${YEAR}/${MONTH}/${DAY}/${HOUR} ”。
在 新 建 的 out-feed.xml 文 件 中 添 加 上 述 内 容 并 保 存 退 出 后， 将 该 文 件 提 交 到 falconserver 中，使用的命令如下：
$ FALCON_HOME/bin/falcon entity -submit -type feed -file ./out-feed.xml

在 向 falcon-server 提 交 feed 实 体 文 件 后， 若 在 控 制 台 提 示 falcon/default/Submit
successful (feed) out-cluster， 则 表 示 提 交 feed 实 体 成 功。 登 录 Falcon 的 Web UI（http://
linc-1:15443）后，进入 feed 目录即可看到提交成功的 out，单击 out 后，会看到该 feed 文
件的内容。
6. 创建并提交 process 实体
在向 falcon-server 成功提交了 cluster 实体和 feed 实体后，需要继续提交 process 实体。
在 linc-1 节点上，使用 hdfs 用户，在任意目录下使用命令“ vim filter-process.xml ”创
建一个 process 文件。然后在该文件中添加如下内容：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process name="filter-process" xmlns="uri:falcon:process:0.1"> </properties>

其中 name 是该 process 实体的名称，每一个 process 都以一个唯一的 name 进行定义。
将该 process 的 name 定义为 filter-process。
在该 process 文件的 <process> </process> 之间添加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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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s>
<cluster name="local">
<validity start="2013-11-15T00:05Z" end="2013-11-15T01:05Z"/>
</cluster></clusters>

这里定义了工作流应该运行的集群。一个进程应该包含一个或多个集群。cluster 为
集群定义工作流执行、名称节点、工作追踪、消息传递等提供了终端。在上述内容中，
validity 定义了工作流应该运行多长时间，它由 start time 和 end time 两部分组成。start time
和 end time 是 以 yyyy-mm-dd'T'HH:mm'Z' 形 式 的 UTC 时 间 戳 定 义 的。 工 作 流 将 开 始 于
start time，在 end time 指定的集群之前结束。
然后继续在 process 文件中添加如下内容：
<parallel>1</parallel>
<order>FIFO</order>
<frequency>minutes(5)</frequency>
<timezone>UTC</timezone>

其中 parallel 定义了工作流的多个实例可以并发运行的情况。它的值应该是一个正整
数。在这里设置为正数 1。frequency 定义了工作流需要执行的频率，frequency 的值应该是
大于 0 的正整数，在这里设置为 5（分钟）。
在 process 文件中添加如下内容：
<inputs> <input name="inpaths" feed="in" start="now(0,-5)" end="now(0,-1)"/> </inputs>
<outputs> <output name="outpath" feed="out" instance="now(0,0)"/> </outputs>

上述 input 定义了工作流的输入数据。而 output 定义了由工作流生成的输出数据。
在 process 文件中添加如下内容：
<workflow engine="oozie" path="/app/oozie-mr"/>

这里是指定运行的工作流引擎以及目录位置信息。
然后在 process 文件中添加如下内容：
<properties>
<property name="queueName" value="default"/>
<property name="time" value="${instanceTime()}"/>
</properties>

其中 property 属性定义了传递给工作进程的键值对。
在新建的 process-feed.xml 文件中添加上述内容并保存退出后，将该文件提交到 falconserver 中，使用的命令如下：
$ FALCON_HOME/bin/falcon entity -submitAndSchedule -type process -file ./filterprocess.xml

在 向 falcon-server 提 交 process 实 体 文 件 后， 若 在 控 制 台 提 示 falcon/default/Submit
successful (process) filter-process， 则 表 示 process 实 体 提 交 成 功。 登 录 Falcon 的 Web 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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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inc-1:15443）后，进入 process 目录即可看到提交成功的 filter-process，单击 filterprocess 后，会看到该 process 文件的内容。
7. 结果显示
当 process 上传成功后，读者可以在 in-feed 实体指定的 /data/in/2013/11/15/00 目录下
看到生成的目标源数据。
同时在 out-feed 实体指定的 /data/out/2013/11/15/00 目录下生成 process 运行后的结果
文件，里面存储每次运行时前 5 分钟的数据集合。读者可以在一定时间后在 HDFS 上查看
该目录下的文件。

3.3.2

结构化数据导入分布式文件系统

Falcon 提供了周期性地将外部数据作为源数据导入 Hadoop 以及将经过 Hadoop 运算的
数据导出到外部的数据库的高度抽象。在至今所有的 Falcon 版本中，仅支持经过 JDBC 进
行连接的关系型数据库，将来的版本可能增加支持其他类型的数据库。
1. 先决条件
确保 Hadoop、Falcon 以及 Oozie 安装成功，并已经进行 NTP 时间校正，因为时间不同
步可能会影响 Falcon 的作业执行。
2. 数据准备
在数据准备阶段，读者需要自行建立 MySQL 数据，作为导入分布式文件系统的数
据源。
$ mysql -uroot -pMyNewPass4!
MySQL> create database market;
MySQL> use market;
#创建数据源customers表
MySQL> CREATE TABLE customers( cust_id int NOT NULL AUTO_INCREMENT,
cust_name char(50) NOT NULL ,cust_address char(50) ,
cust_city char(50) ,cust_country char(50) ,cust_email char(255),
PRIMARY KEY (cust_id)) ;
#数据源插入数据
MySQL> INSERT INTO customers values(10001,'Coyote Inc.','200 Maple Lane','Detroit',
'USA','ylee@coyote.com');
MySQL> INSERT INTO customers values(10002,'Mouse House','333 Fromage Lane',
'Columbus','USA','ylee@coyote.com');
MySQL> INSERT INTO customers values(10003,'Wascals','1 Sunny Place','Muncie',
'USA','rabbit@wascally.com');

读者可以对操作结果进行验证，在 MySQL 中执行以下语句：
MySQL> Select * from customers;

如图 3-5 所示，可以观察到数据插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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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 表中源数据展示

3. 将 MySQL 中的数据导入 HDFS
（1）创建并提交 database 实体
进入 Falcon 安装目录并且新建 mysql_database.xml 文件：
$ cd /var/local/hadoop/falcon-0.9
$ vim examples/entity/filesystem/mysql_database.xml

文件内容如下所示：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datasource colo="west-coast" description="MySQL database on west coast" type="mysql"
name="mysql-db" xmlns="uri:falcon:datasource:0.1">
<tags>owner=foobar@ambari.apache.org,consumer=phoe@ambari.apache.org</tags>
<interfaces>
<!-- ***** read interface ***** -->
<interface type="readonly" endpoint="jdbc:mysql://linc-1/market">
<credential type="password-text">
<userName>root</userName>
<passwordText>admin</passwordText>
</credential>
</interface>

上述 interface 定义了需要连接的 MySQL 的用户名和密码，这个接口用于从 MySQL 中
读取数据。
<!-- ***** write interface ***** -->
<interface type="write" endpoint="jdbc:mysql://linc-1/market">
<credential type="password-text">
<userName>root</userName>
<passwordText>admin</passwordText>
</credential>
</interface>

上述 interface 定义了需要连接的 MySQL 的用户名和密码，这个接口用于在 MySQL 中
写入数据。
<!-- *** default credential *** -->
<credential type="password-text">
<userName>root</userName>
<passwordText>admin</passwordText>
</credential>
</interfaces>
<d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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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zz>com.mysql.jdbc.Driver</clazz>
<jar>/user/hdfs/share/lib/lib_20160907192204/sqoop/mysql-connector-java-5.1.39-bin</jar>
</driver>

上述 driver 属性定义了进行 MySQL 连接时需要用到的 jar 驱动包地址。
</datasource>

数据源实体抽象了与外部关系型数据库的连接过程和权限认证的细节，它定义了带有
特有权限的数据库读和写的接口。当读和写接口中的用户凭证不能通过验证时，将会使用
默认的登录凭证来进行连接数据库操作。通常情况下，数据源实体由管理员进行创建。具
体的参数指定如表 3-3 所示。
表 3-3

database 参数详解

参数名

定

type
userName

参数中指定了连接数据库的用户名

passwordText

参数中指定了连接数据库的密码

endpoint

指定需要操作的数据库名

driver

指定连接的驱动

clazz

指定在连接时使用的驱动名

jar

指定连接数据库使用的驱动
注
意

义

interface 参数中的 type 主要指定接口的类型。可以指定的值有：read（读接口）、write（写接口）
credential 参数中的 type 主要指定用户密码的类型。可以指定的值有：password-text（文本
类型）、password-file（文件类型）、password-alias

根据实际情况，endpoint="jdbc:mysql://linc-1/market": market 为在本节开头数据准
备中创建的数据库名。

需要使用以下命令对数据源实体进行提交：
$ falcon entity -submit -type datasource -file examples/entity/filesystem/mysql_
database.xml

操作说明：
提示 falcon/default/Submit successful (datasource) mysql-db 则表示提交成功。Falcon Web
UI 目前无法显示已提交的 datasource 实体，因此要查看提交的 datasource 实体，可使用如
下命令：
$ Falcon entity -type datasource -list

（2）创建并提交 cluster 实体
进入 Falcon 安装目录，并且新建 mysql_cluster.xml 文件：
$ cd /var/local/hadoop/falcon-0.9
$ vim examples/entity/filesystem/mysql_cluster.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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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内容如下所示：
<?xml version="1.0"?>
<cluster colo="ua2" description="MySQL Cluster" name="mysql-cluster" xmlns="uri:falcon:
cluster:0.1"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interfaces>
<interface type="readonly" endpoint="hdfs://linc-1:9000" version="2.6.0" />
<interface type="write" endpoint="hdfs://linc-1:9000" version="2.6.0" />
<interface type="execute" endpoint="linc-1:8032" version="2.6.0" />
<interface type="workflow" endpoint="http://linc-1:11000/oozie/" version="4.2.0" />
<interface type="messaging" endpoint="tcp://linc-1:61616?daemon=true" version=
"5.4.3" />
</interfaces>

上述 interface 属性主要指定了 Hive 进行任务调度时涉及的服务端口，例如 Hadoop 集
群的读写接口等。
<locations>
<location name="staging" path="/projects/falcon/staging" />
<location name="temp" path="/tmp" />
<location name="working" path="/projects/falcon/working" />
</locations>
</cluster>

上 述 location 属 性 主 要 指 定 了 任 务 在 执 行 过 程 中 使 用 到 的 文 件 目 录。 注 意， 只 有
staging 是必须配置的属性，而 temp、working 可以不进行配置。
cluster 实体中定义了 Falcon 执行任务过程中将会用到的各种接口。cluster 中具体的参
数如表 3-4 所示。
表 3-4

cluster 参数详解

参数名

定

义

name

指定 cluster 实体的名字

readonly

指定读取 HDFS 的地址以及端口

write

指定写入 HDFS 的地址以及端口

execute

指定任务资源管理的 Resource Manager 的地址以及端口

workflow

指定 Falcon 的任务解析执行工具的地址以及端口（这里使用 Oozie 进行工作流解析调度）

messaging

指定 Falcon 获取工作流执行状态的端口（此端口根据 Oozie 的配置文件指定）

staging

在 HDFS 上指定任务工作台路径

temp

在 HDFS 上指定任务临时文件路径

working

在 HDFS 上指定任务工作依赖路径，里面会自动导入依赖的 lib 包

对 cluster 实体进行提交：
$ bin/falcon entity -submit -type cluster
cluster.xml

-file examples/entity/filesystem/mysql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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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falcon/default/Submit successful (cluster) mysql-cluster 则表示提交成功。
在 Falcon 的 Web UI（https://192.168.253.131:15443）中进入 Clusters 目录，即可看到
提交成功的 mysql-cluster，如图 3-6 所示。

图 3-6

Falcon Web UI 表中 Clusters 的显示

单击 mysql-cluster，可以看到提交的 cluster 实体的详细内容，如图 3-7 所示。

图 3-7

Falcon Web UI 表中 cluster 内容的显示

（3）提交并调度 feed 实体
在 Falcon 安装目录下新建 mysql_in_feed.xml 文件：
$ cd /var/local/hadoop/falcon-0.9
$ vim examples/entity/filesystem/mysql_in_feed.xml

cluster 文件内容如下所示：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feed description="raw mysql feed" name="mysql-feed" xmlns="uri:falcon:feed:0.1">
<tags>externalSystem=USWestEmailServers,classification=secure</tags>
<frequency>minutes(5)</frequency>
<late-arrival cut-off="minutes(5)"/>
<clusters>
<cluster name="mysql-cluster" typ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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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idity start="2016-09-17T09:00Z" end="2016-09-17T10:00Z"/>
<retention limit="minutes(10)" action="delete"/>
<import>
<source name="mysql-db" tableName="customers">
<extract type="full">
<mergepolicy>snapshot</mergepolicy>
</extract>
<fields>
<includes>
<field>cust_id</field>
<field>cust_name</field>
<field>cust_address</field>
<field>cust_city</field>
<field>cust_country</field>
<field>cust_email</field>
</includes>

上述属性定义了需要进行导入的字段值，在默认情况下，是导出所有字段。
</fields>
</source>
</import>
</cluster>
</clusters>
<locations>
<location type="data" path="/user/hdfs/customers/${YEAR}/${MONTH}/${DAY}/${HOUR}
/${MINUTE}"/>

上述属性定义了将结构化数据库中的数据导入 HDFS 中文件的位置，即目的位置。
<location type="stats" path="/none"/>
<location type="meta" path="/none"/>
</locations>
<ACL owner="hdfs" group="hadoop" permission="0755"/>
<schema location="/none" provider="none"/>
</feed>

feed 实体中定义了在 Falcon 执行工作流的过程中将用到的数据集的各种属性，例如数
据集的位置、数据集使用的频率和数据集的有效期限等。feed 中具体的参数如表 3-5 所示。
表 3-5
参

数

feed 参数详解

名

定

name

指定 feed 实体的名字

frequency

指定工作流调度的频率

validity

义

指定 feed 的有效时间，其中指定了 start、end 时间（必须保证 feed 的 end 结束时间为将
来的某个时间，确定不能是过去的某个时间，否则程序将不能进行调度）

cluster name

指定 feed 中依赖的 cluser 的名字

source name

指定数据源的 database 实体的名字

source tableName

指定数据源的表名（在 database 中指定的是数据库名，注意不要混淆）

88

第二篇

开源实现篇

（续）
参

数

名

定

义

fields

指定关系型数据库中需要导出的字段名，默认为空，表示导出所有字段

location data

指定将源数据导出的目的 HDFS 的地址

对 feed 实体进行提交并调度：
$ falcon entity -submitAndSchedule
mysql_in_feed.xml

-type feed -file examples/entity/filesystem/

若提示 schedule/default/mysql-feed(feed) scheduled successfully
submit/falcon/default/Submit successful (feed) mysql-feed，则表示提交并调度成功。
上面这个命令等同于以下两个命令的作用：
$ falcon entity
$ falcon entity

-type feed
-type feed

-file
-name

mysql_in_feed.xml
-submit
mysql-feed
-schedule

在 Falcon 的 Web UI（https://linc-1:15443）中进入 Data Sets 目录，即可看到提交成功
的 mysql-feed。
4. 结果分析
在提交并调度 feed 后，在 Oozie 的 Web UI（http://linc-1:11000/oozie/）中可以观察到
生成的 Job 工作流的状态。
根据图 3-8，在没有到任务指定的开始时间之前，工作流的状态为 PREP 状态，工作流
调度的频率为 5 分钟，还可以看到工作流开始执行的时间。

图 3-8

Oozie Web UI 中工作流的信息

在集群的 Oozie Web UI 中查看 Job 执行状态。
从图 3-9 可以看出，Job 的执行状态为 SUCCEEDED，说明工作流调度成功。

图 3-9

工作流调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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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zie 中详细记录了工作流的其他信息，如 Job ID，每个工作流在 Oozie 进行调度时都
会分配唯一的 ID，用于与其他的 Job 区分；还记录了工作流的提交用户，从图 3-9 可以看
出，图中的用户为 hdfs，还可以看到工作流的创建时间。
在 HDFS 中观察导入的数据。
在集群的 HDFS 的 Web UI（http://linc-1:50070/）端上，可以进入 /user/hdfs/customers/
2016/09/17/09 目录下，查看按照 Job 的频率由 MySQL 导入 HDFS 中的文件记录。

3.3.3

结构化数据库与数据仓库的交互

本节中，将通过 Falcon 实现将数据仓库中的数据自动导入结构化数据库，这里将使用
Hive 数据仓库和 MySQL 数据库实现这一过程。由于 Falcon 暂不支持结构化数据库与数据
仓库的直接交互，因此首先将 Hive 数据仓库中的数据导入 HDFS（HiveTable 文件）中，然
后将 HDFS 中的数据导入 MySQL 数据库中来实现结构化数据库与数据仓库的交互。
1. Apache Hive 介绍
当用户在使用 Hadoop 的 API 来实现例如 WordCount 等简单任务时，需要用户具有丰
富的 Java 开发经验，这就将 Hadoop 潜在地放在了非程序员用户无法触及的位置。事实上，
许多底层任务都是由简单的 Job 重复执行完成的，例如数据清洗、数据合并等。幸运的是，
Hive 实现了对此类任务的高级抽象，不仅提供了一个 SQL 的用户编程模型，而且消除了大
量的代码，这就是引入 Hive 的原因，使用户花费相当少的精力就可以完成大量的工作。
Hive 作为 Hadoop 的数据仓库，是一个面向主题的、集成的、不可更新的、不随时间
变化的数据集合，它主要用于支持企业或组织的决策分析处理。
（1）Hive 架构
Hive 的架构模块划分如图 3-10 所示。

图 3-10

Hive 架构模块

1）Clients ： 远 程 访 问 Hive 服 务 的 应 用 客 户 端， 其 中 显 示 了 用 户 可 以 通 过 JOBC、
ODBC、Thrift 服务器来进行服务访问的几个接口。Hive 提供了纯 Java 的 JDBC 驱动，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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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字符串类似于 jdbc:hive://host:port/dbname，ODBC 与 JDBC 原理类似。
2）Services ：需要独立部署的服务，有 3 种与 Hive 进行交互的方式，CLI（命令行
界面）、Hive Thrift Server、Hive WebUI（Hive 的图形用户界面），其中 Hive Thrift Server 是
Hive 的一个可选组件，其允许通过指定端口访问 Hive，它作为一个软件框架，其主要致力
于跨语言服务开发，Thrift 允许客户端使用包括 Java、C++、Ruby 以及其他语言来通过编
程方式远程访问 Hive，可以使用户不再依赖 Hive 环境来访问 Hive 数据仓库。目前绝大多
数的数据分析公司都采用了 Cloudera 公司的开源项目 Hue 作为 Hive WebUI。
3）Components ：Hive 的组件，其中包含编译器、执行引擎、元数据服务，通过编译
器组件可以对输入进行编译解析，将 Hive 中的执行语句解析成 XML 文件，之后通过执行
引擎驱动执行内置的、原生的 Mapper 和 Reducer 模块来执行 Job 任务，通过与 Namenode
进行交互来初始化 MapReduce 任务。所有的 Hive 客户端都需要一个 Metastore service（元
数据服务），Hive 使用这个服务来存储表的结构信息以及其他元数据信息，例如：表的格式
定义、列的类型、数据源定义、数据划分情况等。一个 Hive Service 可以包含多个互不相
关的 Metastore。通常情况下会使用一个关系型数据库中的表来存储这些信息。在默认情况
下，Hive 会使用默认的 Derby SQL 服务器，但是这个服务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只能提
供单进程的存储服务，例如，当使用这个数据库作为元数据服务时，用户不可以执行 2 个
并发的 Hive CLI 实例。对于集群来说，可以使用 MySQL 或者类似的数据库来解决此类问
题，这里采用的是 MySQL 来作为我们的元数据存储工具。
Hive 建立在 Hadoop 的其他组件之上，主要包含两部分：第 1 部分是依赖于 HDFS 进
行数据存储，第 2 部分是依赖于 MapReduce 完成数据操作。Hive 最适合数据仓库应用程序，
使用该应用程序进行相关的静态数据分析，不需要快速响应给出结果，而且数据本身不会
频繁变化，其可以用来维护海量数据，而且对数据进行挖掘，最后形成数据报告。
（2）Hive 数据模型
Hive 的数据模型主要包含 4 部分：database、table、partition、bucket。
1）database ：相当于关系型数据库中的命名空间，作用是将数据库应用隔离到不同的
数据库模式中，Hive 提供了 create database dbname、use dbname 以及 drop database dbname
这样的操作，与传统数据库作用类似，这里不详述。
2）table ：表由存储的数据及描述表的一些元数据组成，存储的数据主要存储在分布
式文件系统中，元数据存储在关系型数据库中，刚创建表还没有加载数据时，在 HDFS 上
只是创建了一个目录，如 table person，在 HDFS 上的路径为 ${Hive 仓库路径 }/person, 加
载完数据后会将数据文件拷贝到该 HDFS 目录下，文件名与加载的数据文件名相同，如
${Hive 仓库路径 }/person/imployer.txt。Hive 中的 table 分为两种：内部表和外部表。下面
我们对比内部表与外部表的区别。
内部表：
T 与传统数据库中的 Table 在概念上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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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每一个 Table 在 Hive 中都会在 HDFS 中有一个相应的目录存储数据；
T 所有 Table 中的数据（不包括 External Table）都保存在特定对应目录中；
T 当执行删除表操作时，元数据以及存储在分布式文件系统中的数据都会被删除。
外部表（External Table）：
T 在创建表结构的同时，将表的数据存储位置指向已经在 HDFS 中存在的数据；
T 它和内部表在元数据的组织上是相同的，而实际数据的存储有较大的差异，并不是
存储在 Hive 指定的仓库路径中；
T 外部表只有一个过程，加载数据和创建表同时完成，并不会移动到数据仓库中，只
是与外部数据建立一个链接。当删除一个外部表时，仅删除该链接，外部表中的数
据并不会被删除。
3）Partition ：在 Hive Select 查询中一般会扫描整个表内容，会消耗很多时间做没必要
的工作。有时候只需要扫描表中所关心的一部分数据，因此建表时引入了 Partition 的概念。
Partition 可以使用户对特定的数据进行操作，提高数据的查询速度。一个表可以拥有一个或
者多个分区，每个分区以文件夹的形式单独存在表文件夹的目录下。分区以字段的形式在
表结构中存在，通过 describe table 命令可以查看到字段存在，但是该字段不存放实际的数
据内容，仅仅是分区的表示。分区分为两种，一种是单分区，也就是说在表文件夹目录下
只有一级文件夹目录；一种是多分区，表文件夹下出现多文件夹嵌套模式。
4）Bucket ：对于每一个表或者分区，Hive 可以进一步将数据组织成桶，也就是说桶是
更为细粒度的数据范围划分。Hive 针对某一列进行桶的组织划分。Hive 采用对列值哈希，
然后除以桶的个数求余的方式决定该条记录存放在哪个桶中。
把数据再次细分组织成桶的必要性如下：
T 获得更高的查询处理效率。桶为表加上了额外的结构，Hive 在处理有些查询时能利
用这个结构。具体而言，连接两个在（包含连接列的）相同列上划分了桶的表，可
以使用 Map 端连接（Map-side join）高效地实现，比如 JOIN 操作。对于 JOIN 操作
两个表有一个相同的列，如果对这两个表都进行了桶操作。那么对保存相同列值的
桶进行 JOIN 操作就可以，将大大减少 JOIN 的数据量。
T 使取样更高效。在处理大规模数据集时，在开发和修改查询的阶段，如果能在数据
集的一小部分数据上试运行查询，会带来很多方便。
2. Hive 的安装与使用
由上小节我们已经了解了 Hive 的结构与工作原理，现在来看看 Hive 的安装与使用。
在前面已经对 Hive 的原理、配置和使用有详细的说明，下面我们来讲讲 Ranger-Hive
的工作原理及配置使用。
（1）Hive 下载与解压
在 linc-1 节点上，使用 hdfs 用户，从 http://hive.apache.org/downloads.html 下载 Hive 版
本号 2.1.1 版本（Ranger 只支持 Hive 版本 2.1.0 及以上版本），然后解压到 /var/local/had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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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下。
$
$
$
$

cd ~
wget http://mirror.bit.edu.cn/apache/hive/hive-2.1.0/apache-hive-2.1.0-bin.tar.gz
tar zxvf apache-hive-2.1.0-bin.tar.gz
mv apache-hive-2.1.0-bin /var/local/hadoop/hive-2.1.0

（2）修改 Hive 配置文件 hive-env.sh
在 linc-1 节点上，使用 hdfs 用户，在 hive-env.sh 中添加 Hadoop 路径以及 Hive 配置文
件的路径。
$ cd /var/local/hadoop/hive-2.1.0/conf
$ cp hive-env.sh.template hive-env.sh
$ vim hive-env.sh
#添加以下内容
export HADOOP_HOME=/var/local/hadoop/hadoop-2.7.2
export Hive_CONF_DIR=/var/local/hadoop/hive-2.1.0/conf

（3）修改 Hive 配置文件 hive-site.xml
在修改配置文件前，由于 Hive 的文件存储在 HDFS 分布式系统上，所以不需要在本地
新建用来存放数据仓库信息的文件夹，只需要配置 hive-site.xml，然后初始化 Hive 时，会
自动在分布式系统中新建文件夹。
$ cd /var/local/hadoop/hive-2.1.0/conf
$ cp hive-default.xml.template hive-site.xml
$ vim hive-site.xml
#删除之前<configuration>标签内全部内容，并添加以下内容：
<property>
<name>hive.metastore.warehouse.dir</name>
<value>/var/local/hadoop/hive-2.1.0/warehouse</value>
</property>

上述这个 property 属性指定了数据仓库 Hive 在 HDFS 上的存储目录，读者可根据自己
的需求自定义存储路径。
<property>
<name>hive.exec.scratchdir</name>
<value>/var/local/hadoop/hive-2.1.0/tmp</value>
</property>

上述这个 property 属性指定了 Hive 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产生的临时文件的存储地址，用
于存储不同 Map/Reduce 阶段的执行计划和这些阶段的中间输出结果。
<property>
<name>hive.querylog.location</name>
<value>/var/local/hadoop/hive-2.1.0/logs</value>
</property>

这个 property 属性指定了 Hive 实时查询日志所在的目录，如果该值为空，将不创建实
时的查询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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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
<name>hive.server2.thrift.port</name>
<value>10000</value>
</property>

这个 property 属性指定了 HiveTcp 的监听端口。默认这个端口的值为 10000。
<property>
<name>hive.server2.thrift.bind.host</name>
<value>linc-1</value>
</property>

这个 property 属性指定了上述 Tcp 端口绑定的主机，默认为 LocalHost。如果需要在远
程访问该主机，需要将值改为 IP 地址。
<property>
<name>hive.server2.enable.doAs</name>
<value>true</value>
</property>

默认情况下，HiveServer2 以提交查询的用户执行查询（true），如果值设置为 false，查
询将以运行 HiveServer2 进程的用户运行。
<property>
<name>javax.jdo.option.ConnectionURL</name>
<value>jdbc:mysql://linc-1:3306/hive?createDatabaseIfNotExist=true</value>
</property>

这 个 property 属 性 指 定 了 Hive 将 元 数 据 存 储 在 结 构 化 数 据 库 MySQL 中， 用 于 在
MySQL 数据库中建立 Hive 的元数据库。
<property>
<name>javax.jdo.option.ConnectionDriverName</name>
<value>com.mysql.jdbc.Driver</value>
</property>

这个 property 属性指定了 Hive 连接结构化数据库 MySQL 使用的驱动包，注意这里需
要填写类的全名。
<property>
<name>javax.jdo.option.ConnectionUserName</name>
<value>root</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javax.jdo.option.ConnectionPassword</name>
<!-- 这里是数据库密码 -->
<value>MyNewPass4!</value>
</property>

上述这两个 property 属性分别指定了连接结构化数据库 MySQL 时的用户名以及用户
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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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添加 jar 包
添加 MySQL 数据库连接 jar 包到 Hive 路径下，根据前几小节中所用的 MySQL 连接
jar 包版本为 5.1.38，并用 Hive 中 jline-2.12.jar 替换 Hadoop 中的 jar，具体操作如下：
$ cp /usr/share/java/mysql-connector-java-5.1.38-bin.jar /var/local/hadoop/hive-2.1.0/
lib
$ rm /var/local/hadoop/hadoop-2.7.2/share/hadoop/yarn/lib/jline-0.9.94.jar
$ cp /var/local/hadoop/hive-2.1.0/lib/jline-2.12.jar /var/local/hadoop/hadoop-2.7.2/
share/hadoop/yarn/lib/

（5）配置 Hive 的环境变量
在 linc-1 上，使用 hdfs 用户修改 /etc/profile 文件，添加 Hive 环境变量，并刷新环境变量。
$ sudo vim /etc/profile
#这里要求输入密码
#在文件最后一行添加以下内容
export Hive_HOME=/var/local/hadoop/hive-2.1.0
export PATH=$PATH:$Hive_HOME/bin
#保存退出，刷新环境变量
$ source /etc/profile

（6）初始化数据库
将 Hive 元数据库进行初始化，如果不先初始化，启动 Hive 命令行时，将会产生 Hive
metastore database is not initialized 的错误。解决方法如下：
#初始化Hive元数据库
$ schematool -dbType mysql –initSchema
#启动Hive，注意启动前一定要先启动start-dfs.sh
$ hive
注
意

在启动 Hive 过程中，若出现 Hive metastore database is not initialized 的错误，说明
没有初始化 Hive 元数据库。

（7）测试 Hive 启动后能够在 MySQL 中生成相应的元数据库
首先查看未创建 Hive 表时，MySQL 中元数据库的记录为空。
#进入数据库
$ mysql -uroot -pMyNewPass4!
mysql > show databases;
mysql > use hive;
mysql > show tables;
mysql > select * from TBLS;

若查询 TBLS 表没有任何反馈，则可能是 Hive 安装配置有问题。若查询到 TBLS 表的
内容是空，或者有其他内容，则说明 Hive 安装配置正确。
（8）测试 Hive 创建表格
在 Hive 命令行中创建一个表，其中包括姓名、性别和年龄 3 个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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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ve
hive> create table student(name string,sex string,age int);
hive> show tables;
hive> desc student;

创 建 表 后， 按 照 步 骤（7） 中 的 命 令， 查 看 元 数 据 库， 发 现 有 一 条 student 的 元 数 据
记录。
3. 将数据仓库表中数据导出到分布式文件系统
（1）先决条件
确保 Hadoop、Falcon、Sqoop 以及 Oozie 安装成功，已经进行 NTP 时间校正。因为时
间如果不同步可能会影响 Falcon 的 job 作业实施。
（2）数据准备
在数据准备阶段，读者需要自行建立 Hive 数据源，作为导入分布式文件系统的数据源。
#
$
#
$
#
$
#
$
#
$
#
$
#
$
$
$
$

进入Hive数据仓库的命令行模式
hive
创建数据库 test
create database test;
进入数据库 test
use test;
创建源数据person_in表，并且使用ds字段进行分区
create table person_in(id int,stockname string,value int,cash int) partitioned by(ds
string);
给person_in表添加'2016-09-19-14-00'字段
alter table person_in add partition(ds='2016-09-19-14-00');
给person_in表添加'2016-09-19-14-05'字段
alter table person_in add partition(ds='2016-09-19-14-05');
给相应的字段中添加值
insert into person_in PARTITION(ds) values (10001,'ZGYH',120000,80000,'2016-09-1914-00');
insert into person_in PARTITION(ds) values (10002,'ZSYH',1204400,32000,'2016-09-1914-00');
insert into person_in PARTITION(ds) values (10003,'JSYH',21100,53200,'2016-09-1914-05');
insert into person_in PARTITION(ds) values (10004,'NYYH',324100,7500,'2016-09-1914-05');

读者可以对插入数据进行验证，在 Hive 中执行语句：
$ select * from person_in;

可以观察到数据插入成功，如图 3-11 所示。
以上都属于环境准备阶段，在接下来的叙述里
进行结构化数据库与数据仓库交互的第 1 部分。
（3）将 Hive 表中的数据导入 HDFS
1）创建并提交 Cluster 实体。

图 3-11

Hive 表中源数据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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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alcon 安装目录下新建 hive_mysql_cluster.xml 文件：
$ vim examples/entity/filesystem/hive_mysql_cluster.xml

文件内容如下所示：
<?xml version="1.0"?>
<cluster colo="local" description="Standalone cluster" name="hive-mysql-cluster"
xmlns="uri:falcon:cluster:0.1">
<interfaces>
<interface type="readonly" endpoint="hdfs://linc-1:9000" version="2.6.0"/>
<interface type="write" endpoint="hdfs://linc-1:9000" version="2.6.0"/>
<interface type="execute" endpoint="linc-1:8032" version="2.6.0"/>
<interface type="workflow" endpoint="http://linc-1:11000/oozie/" version="4.2.0"/>
<interface type="messaging" endpoint="tcp://linc-1:61616?daemon=true"
version=
"5.4.3"/>
<interface type="registry" endpoint="thrift://linc-1:9083" version="1.2.1"/>
</interfaces>

上述 interface 属性主要指定了 Hive 进行任务调度时涉及的服务的端口，例如 Hadoop
集群的读写接口等。
<locations>
<location name="staging" path="/projects/falcon/hcat-staging"/> <!--mandatory-->
<location name="temp" path="/projects/falcon/hcat-tmp"/> <!--optional-->
<location name="working" path="/projects/falcon/hcat-working"/> <!--optional-->
</locations>

上述 location 属性主要指定了任务在执行过程中使用到的文件目录。注意，只有 staging
是必须要配置的属性，另外两个属性 temp、working 可以不进行配置。
<properties>
</properties>
</cluster>

cluster 实体中定义了 Falcon 执行任务过程中将会用到的各种接口。对 cluster 实体进行
提交：
$ bin/falcon entity -submit -type cluster
hivetable_cluster.xml

-file examples/entity/filesystem/hive_

操作说明：
若提示 falcon/default/Submit successful (cluster) hive-hivetable-cluster，则表示提交成功。
2）创建并提交 feed 实体。
在 Falcon 安装目录下新建 hive-hivetable-out.xml 文件：
$ vim examples/entity/filesystem/hive-hivetable-out.xml

文件内容如下所示：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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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d description="output" name="hive-hivetable-out" xmlns="uri:falcon:feed:0.1">
<frequency>minutes(5)</frequency>
<timezone>UTC</timezone>
<late-arrival cut-off="minutes(5)"/>
<clusters>
<cluster name="hive-mysql-cluster">
<validity start="2016-09-17T12:00Z" end="2016-10-01T00:00Z"/>
<retention limit="minutes(5)" action="delete"/>
</cluster>
</clusters>
<locations>
<location type="data" path="/var/local/hadoop/hivetable/${YEAR}/${MONTH}/${DAY}"/>
<location type="stats" path="/none"/>
<location type="meta" path="/none"/>
</locations>
<ACL owner="hdfs" group="hadoop" permission="0x644"/>
<schema location="/schema/log/log.format.csv" provider="csv"/>
</feed>

feed 实体中定义了在 Falcon 执行工作流的过程中将使用到的数据集的各种属性，例如
数据集的位置、数据集使用的频率和数据集的有效期限等。下面的 feed 指定了 Hive 中的数
据源将导入到的目的地址。
$ bin/falcon entity -submit -type feed -file examples/entity/filesystem/hivehivetable-out.xml

操作说明：
若提示 falcon/default/Submit successful (feed) hive-hivetable-out，则表示提交成功。
3）创建并提交 feed 实体（指定 Hive 数据表）。
在 Falcon 安装目录下新建 hive-hivetable-in.xml 文件：
$ vim examples/entity/filesystem/hive-hivetable-in.xml

文件内容如下所示：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feed description="input" name="hive-hivetable-out" xmlns="uri:falcon:feed:0.1">
<frequency>minutes(5)</frequency>
<timezone>UTC</timezone>
<late-arrival cut-off="minutes(5)"/>
<clusters>
<cluster name="hive-mysql-cluster">
<validity start="2016-09-17T12:00Z" end="2016-10-01T00:00Z"/>
<retention limit="minutes(5)" action="delete"/>
</cluster>
</clusters>
<table uri="catalog:test:person#ds=${YEAR}-${MONTH}-${DAY}-${HOUR}-${MINUTE}" />
<ACL owner="hdfs" group="hadoop" permission="0x644"/>
<schema location="/schema/out/out.format.csv" provider="csv"/>
</f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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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d 实体中定义了在 Falcon 执行工作流的过程中将使用到的数据集的各种属性，例如
数据集的位置、数据集使用的频率和数据集的有效期限等。这个 feed 实体指向了 Hive 数据
源，作为需要进行导出的数据。
注
意

<table uri="catalog:test:person#ds=${YEAR}-${MONTH}-${DAY}-${HOUR}${MINUTE}" /> ：这里的 test 是指数据库名，person 是指需要导出的数据库中的表
名，ds 是 person 表中的分区字段。对于后面的分区的值，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
行调整。

对 feed 实体进行提交：
$ bin/falcon entity -submit -type feed -file examples/entity/filesystem/hivehivetable-in.xml

若提示 falcon/default/Submit successful (feed) hive-hivetable-in，则表示提交成功。
4）提交 HQL 脚本。
在 %FALCON_HOME% 目录下新建 hive-hivetable.xml 文件：
$ vim examples/entity/filesystem/hive-hivetable.hql

文件内容如下所示：
$ insert overwrite directory '${outpart}' row format delimited fields terminated by
',' select id,stockname,value,cash from ${falcon_inparts_database}.${falcon_
inparts_table};

将 HQL 脚本提交到 HDFS：
$ hdfs dfs -put examples/entity/filesystem/hive-hivetable.hql

/app/hive/

HQL 脚本中主要指定了 Falcon 工作流中的数据处理逻辑。在 process 实体中可以指定使
用 Hive 引擎来执行 HQL 文件，其中的 ${outpart}、${falcon_inparts_database} 和 ${falcon_
inparts_table} 为参数形式，将从 Oozie 中获取变量的值在这里进行使用。这个 HQL 语句的
意义在于将表中的数据中的特定字段抽取出来保存在 HDFS 中。这里的 HDFS 的目录可以
随意指定，但必须与 process 中的目录保持一致。
5）提交 process 实体。
在 Falcon 安装目录下新建 hive_hivetable_process.xml 文件：
$ vim examples/entity/filesystem/hive_hivetable_process.xml

文件内容如下所示：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process name="hive-hivetable-process" xmlns="uri:falcon:process:0.1">
<clusters>
<cluster name="hive-mysql-cluster">
<validity start="2016-09-19T14:00Z" end="2016-09-19T14:10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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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
</clusters>
<parallel>1</parallel>
<order>FIFO</order>
<frequency>minutes(5)</frequency>
<timezone>UTC</timezone>

上述属性包含了 process 在执行任务时的执行顺序、执行频率等属性，以及使用的时区
信息。
<inputs>
<input name="inparts" feed="hive-hivetable-in" start="now(0,0)" end="now(0,0)"/>
</inputs>
<outputs>
<output name="outpart" feed="hive-hivetable-out" instance="now(0,0)"/>
</outputs>

上述 input、output 属性通过赋值数据集的名字来指定对应输入、输出数据集的位置。
<workflow engine="hive" path="/app/hive/hive-hivetable.hql"/></process>

上述属性指定了 Hive 的 HQL 的脚本位置，定义了 Job 的执行业务规则。
这个 process 定义了使用 Hive 引擎的详细配置信息，工作流的执行逻辑将由路径中的
HQL 进 行 详 细 指 定。 其 他 还 指 定 了 这 个 process 依 赖 于 hive-mysql-cluster 这 个 cluster 实
体，并且将 hive-hivetable-in 这个数据集作为这个 process 的输入，hive-hivetable-out 作为
process 的输出，以及 process 的执行的频率。
注
意

process 的时间必须在所依赖的 feed 数据集的有效时间之内，因为 process 实体会对
feed 实体存在依赖。

对 process 实体进行提交并调度：
$ falcon entity -submitAndSchedule
hivetable_hive_process.xml

-type process

-file examples/entity/filesystem/

若 提 示 schedule/default/hive-hivetable-process(process) scheduled successfully, submit/
falcon/default/Submit successful (process) hive-hivetable-process，则表示提交成功。
从集群在 Falcon 的 Web UI（https:// linc-1:15443）进入 Processes 目录，即可看到提交
成功的 hive-hivetable-process。可以看出里面的内容与我们所提交的 hive-hivetable-process
的内容相符。
（4）结果分析
可以在 Oozie 的 Web UI（http://linc-1:11000/oozie/）查看 Job 执行的状态。
如图 3-12 所示，可以在 Status 中观察到 Job 执行成功，也可以观察到这个 Job 的名称、
已经执行的状态、Job 创建时间、Job 开始时间，并可知运行这个 Job 的用户为 hdfs。Oozie
为用户提供了简明的界面，方便用户观察任务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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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Oozie Web UI 中工作流执行成功的记录

如 图 3-13 所 示， 在 集 群 的 HDFS Web UI（http:// linc-1:50070/） 端 进 入 /var/local/
hadoop/hivetable/，可以查看由 MySQL 导入 HDFS 中的文件记录。文件记录的属性包括了
文件的权限、文件所属的用户和组、文件的大小、文件的副本数等信息，方便用户对产生
的结果进行观察管理。

图 3-13

导入的文件记录

4. 将分布式文件系统中的数据导入结构化数据库中
（1）数据准备
在数据准备阶段，读者需要自行建立 MySQL 数据库，作为导出数据的目的地。
# 登录MySQL的命令行模式
mysql -uroot -pMyNewPass4!
# 创建数据库
create database test;
# 进入test数据库
use test;
# 创建test数据库，并且将id作为主键
CREATE TABLE person_out(id int,stockname varchar(20),value int,cash int,primary
key(id));

（2）将 HDFS 的数据导入 MySQL 数据库中
1）创建并提交（源）cluster 实体。
在 %FALCON_HOME% 目录下新建 hivetable_mysql_cluster.xml 文件：
$ vim examples/entity/filesystem/hivetable_mysql_cluster.xml

文件内容如下所示：
<?xml version="1.0"?>
<cluster colo="local" description="Standalone cluster" name="hivetable-mysqlcluster" xmlns = "uri:falcon:cluster:0.1">
<interfaces>
<interface type="readonly" endpoint="hdfs://linc-1:9000" version="2.6.0"/>
<interface type="write" endpoint="hdfs://linc-1:9000" version="2.6.0"/>
<interface type="execute" endpoint="linc-1:8032" version="2.6.0"/>
<interface type="workflow" endpoint="http://linc-1:11000/oozie/" version="4.2.0"/>
<interface type="messaging" endpoint="tcp://linc-1:61616?daemon=true"
version=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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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type="registry" endpoint="thrift://linc-1:9083" version="1.2.1"/>
</interfaces>
<locations>
<location name="staging" path="/projects/falcon/hcat-staging"/> <!--mandatory-->
<location name="temp" path="/projects/falcon/hcat-tmp"/> <!--optional-->
<location name="working" path="/projects/falcon/hcat-working"/> <!--optional-->
</locations>
<properties></properties>
</cluster>

cluster 实体中定义了 Falcon 执行任务过程中将会用到的各种接口。然后对 cluster 实体
进行提交：
$ falcon entity -submit -type cluster
mysql_cluster.xml

-file

examples/entity/filesystem/hivetable_

若提示 falcon/default/Submit successful (cluster) hivetable-mysql-cluster，则表示提交成功。
2）创建并提交（目的）cluster 实体。
在 Falcon 安装目录下新建 hivetable_mysql_cluster2.xml 文件：
$ vim examples/entity/filesystem/hivetable_mysql_cluster2.xml

文件内容如下所示：
<?xml version="1.0"?>
<cluster colo="local" description="Standalone cluster" name="hivetable-mysqlcluster2" xmlns="uri:falcon:cluster:0.1">
<interfaces>
<interface type="readonly" endpoint="hdfs://linc-1:9000" version="2.6.0"/>
<interface type="write" endpoint="hdfs://linc-1:9000" version="2.6.0"/>
<interface type="execute" endpoint="linc-1:8032" version="2.6.0"/>
<interface type="workflow" endpoint="http://linc-1:11000/oozie/" version="4.2.0"/>
<interface type="messaging" endpoint="tcp://linc-1:61616?daemon=true"
version=
"5.4.3"/>
<interface type="registry" endpoint="thrift://linc-1:9083" version="1.2.1"/>
</interfaces>
<locations>
<location name="staging" path="/projects/falcon/hcat-staging"/> <!--mandatory-->
<location name="temp" path="/projects/falcon/hcat-tmp"/> <!--optional-->
<location name="working" path="/projects/falcon/hcat-working"/> <!--optional-->
</locations>
<properties></properties>
</cluster>

cluster 实体中定义了 Falcon 执行任务过程中将会用到的各种接口。
对 cluster 实体进行提交：
$ falcon entity -submit -type cluster -file examples/entity/filesystem/hivetable_
mysql_cluster2.xml

若 提 示 falcon/default/Submit successful (cluster) hivetable-mysql-cluster2， 表 示 提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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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
这个场景指定两个 cluster，以满足在 Feed 实体中处理数据的需要。
3）创建并提交 database 实体。
在 Falcon 安装目录下新建 mysql_database.xml 文件：
$ vim examples/entity/filesystem/mysql_database.xml

文件内容如下所示：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datasource colo="west-coast" description="MySQL database on west coast" type=
"mysql" name="mysql-db" xmlns="uri:falcon:datasource:0.1">
<interfaces>
<!-- ***** read interface ***** -->
<interface type="readonly" endpoint="jdbc:mysql://linc-1/market">
<credential type="password-text">
<userName>root</userName>
<passwordText>admin</passwordText>
</credential>
</interfaces>

上述 interface 定义了需要连接的 MySQL 的用户名和密码，这个接口用于从 MySQL 中
读取数据。
<!-- ***** write interface ***** -->
<interface type="write" endpoint="jdbc:mysql://linc-1/market">
<credential type="password-text">
<userName>root</userName>
<passwordText>admin</passwordText>

上述 interface 定义了需要连接的 MySQL 的用户名和密码，这个接口用于在 MySQL 中
写入数据。
</credential>
</interface>
<!-- *** default credential *** -->
<credential type="password-text">
<userName>root</userName>
<passwordText>admin</passwordText>
</credential>
</interfaces>
<driver>
<clazz>com.mysql.jdbc.Driver</clazz>
<jar>/user/hdfs/share/lib/lib_20160907192204/sqoop/mysql-connector-java-5.1.39-bin
</jar>
</driver>

上述 driver 属性定义了进行 MySQL 连接时需要使用到的 jar 驱动包地址。
</data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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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datasource 的具体说明，请参照第 3 章中的 3.3.2 节关于 DataSource 的叙述。数据
源实体进行提交：
$ falcon entity -submit -type datasource -file examples/entity/hivetable_mysql_
database.xml

若提示 falcon/default/Submit successful (datasource) hivetable-mysql-db，则表示提交成功。
可用如下命令进行查看：
$ falcon

entity

-type

datasource

-list

4）创建并提交 feed 实体。
在 Falcon 安装目录下新建 hivetable_mysql_feed 文件：
$ vim examples/entity/filesystem/hivetable_mysql_feed

文件内容如下所示：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feed description="raw mysql feed" name="hivetable-mysql-feed" xmlns="uri:falcon:
feed:0.1">
<tags>externalSystem=USWestEmailServers,classification=secure</tags>
<frequency>days(1)</frequency>
<late-arrival cut-off="minutes(5)"/>
<clusters>
<cluster name="hive-mysql-cluster"
type="source">
<validity start="2016-09-19T14:00Z" end="2016-09-20T14:00Z"/>
<retention limit="days(10)" action="delete"/>
</cluster>
<cluster name="hivetable-mysql-cluster2">
<validity start="2016-09-19T14:00Z" end="2016-09-20T14:00Z"/>
<retention limit="days(10)" action="delete"/>
<export>
<target name="hivetable-mysql-db" tableName="person_out">
<load type="allowinsert"/>
<fields>
<includes>
<field>id</field>
<field>stockname</field>
<field>value</field>
<field>cash</field>
</includes>
</fields>
</target>
</export>

上述 export 字段定义了需要将数据导出的目的位置、在导出结果中相应的对应字段以
及导出数据在 MySQL 中的插入方式。fields 可以不进行指定，默认为全部字段。
</cluster>
</clu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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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s>
<location type="data" path="/var/local/hadoop/hivetable/${YEAR}/${MONTH}/${DAY}"/>

上述 location 字段定义了源数据所在的 HDFS 中的地址。
<location type="stats" path="/none"/>
<location type="meta" path="/none"/>
</locations>
<ACL owner="hdfs" group="hadoop" permission="0755"/>
<schema location="/none" provider="none"/>
</feed>

feed 实体中指定了两个 cluster 实体，一个 cluster 指定了数据源，一个 cluster 指定了数
据目的，在 location 中指定的是 HDFS 上的源数据，将源数据中的数据导入 MySQL 中指定
的相应字段中。对 feed 实体进行提交：
$ falcon entity -submitAndSchedule
mysql_hive_feed.xml

-type feed -file examples/entity/filesystem/

若提示 schedule/default/hivetable-mysql-feed(feed) scheduled successfully submit/falcon/
default/Submit successful (feed) hivetable-mysql-feed，则表示提交成功。
（3）结果分析
1）在集群在 Oozie 中的 Web UI（http:// linc-1:11000/oozie/）查看 Job 执行状态。根据图
3-14 可以看到任务执行成功。

图 3-14

任务执行成功

2）进入 MySQL 查看数据：
$ mysql -uroot -padmin
$ use test;
$ select * from person_out;

从 图 3-15 可 以 看 出，Hive 数 据 仓 库 中 的 数
据已经成功导入 MySQL 数据中。

3.3.4

跨集群数据传输

图 3-15

数据仓库中的数据导入 MySQL 中

本场景涉及跨集群数据传输，所以需要有两个 Hadoop 集群，请保证两者各项组件使用
同一版本，并且都装有 Hadoop、Falcon、Oozie 以及其他共用基础组件。
1. 前期工作
确保 Hadoop、Falcon 以及 Oozie 安装成功，已经进行 NTP 时间校正。因为时间如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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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可能会影响 Hadoop 的 Job 作业调度。
1）修改集群 2 的 Falcon 配置文件，修改其运行的 IP 以及端口。
$ cd /var/local/hadoop/falcon-0.9
$ vim conf/client.properties

2）修改 client.properties 文件中 falcon.url 的值为集群 1 的 Falcon IP 与端口。
falcon.url=https://linc-1:15443

2. 确保 DistCp 的可用性
因为 Falcon 进行跨集群传输的时候，需要依赖 DistCp 服务，所以读者先要确保其能够
正常的使用。在 linc-1 上，使用 hdfs 用户在任意目录下创建 distcptest 目录，并且上传任意
一文件，并更改其目录权限为 777。操作命令如下：
$
$
$
$

hadoop
hadoop
hadoop
hadoop

注
意

fs -mkdir /distcptest
fs -put 你要上传的任意文件地址 /distcptest
fs -chmod 777 /distcptest
distcp hdfs://192.168.91.100:9000/distcptest hdfs://192.168.91.200:9000/

上述命令的两个 IP 分别为集群 1 主节点 IP 和集群 2 主节点 IP，读者需根据自己实
际 IP 进行更改。后面内容出现具体 IP，也同样处理。

执行过程中会进行一次 MapReduce 作业，成功后情形如图 3-16 所示。

图 3-16

DistCp 执行过程

出现如上成功提示，说明执行成功，证明 DistCp 可用。
3. 提交 source-cluster.xml
cluster 中相关参数的定义如表 3-6 所示。
表 3-6
参

数

cluster 部分参数定义

名

type

定

义

interface 参数中的 type 主要指定接口的类型。可以指定的值有：read（读接口）、write（写接口）、
excute（执行）、workflow（工作流）、messaging（消息）
credential 参数中的 type 主要指定用户密码的类型。可以指定的值有：password-text（文本类
型）、password-file（文件类型）、password-alias

endpoint

指定集群内相关功能的地址及端口

name

location 中的 name 用来指定工作相关路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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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配置文件中的 100、200 分别代表集群 1 的主节点 IP 及集群 2 的主节点 IP。

按照配置文件，由上而下地分别指定了目标数据集群内的如下参数：
1）读取 hdfs 的地址以及端口。
2）写入 hdfs 的地址以及端口。
3）执行监控的 Resource Manager 管理地址以及端口。
4）工作流处理工具 Oozie 的地址。
5）指定消息处理工具。
6）在 hdfs 上指定任务工作台路径。
7）在 hdfs 上指定任务临时文件路径。
8）在 hdfs 上指定任务工作依赖路径，里面会自动导入依赖的 lib 包。
在集群 1 的 linc-1 上，使用 hdfs 用户，在 /var/local/hadoop/falcon-0.9/ 目录下执行以下
命令：
$ vim examples/entity/filesystem/source-cluster.xml

文件内容修改为如下内容：
<?xml version="1.0"?>
<cluster colo="sourcehdfs" description="Standalone cluster" name="sourcehdfs" xmlns=
"uri:falcon:cluster:0.1">
<interfaces>
<interface type="readonly" endpoint="hdfs://192.168.91.100:9000" version="2.6.0"/>
<interface type="write" endpoint="hdfs://192.168.91.100:9000" version="2.6.0"/>
<interface type="execute" endpoint="hdfs://192.168.91.100:8032" version="2.6.0"/>
<interface type="workflow" endpoint="http://192.168.91.100:11000/oozie/" version=
"4.2.0"/>
<interface type="messaging" endpoint="tcp://192.168.91.100:61616?daemon=true"
version="5.4.3"/>
</interfaces>
<locations>
<location name="staging" path="/apps/falcon/staging"/> <!--mandatory-->
<location name="temp" path="/apps/falcon/tmp"/> <!--optional-->
<location name="working" path="/apps/falcon/working"/> <!--optional-->
</locations>
</cluster>

之后将上述修改的 source-cluster 文件上传至 Falcon 中。
$ bin/falcon entity -submit -type cluster -file examples/entity/filesystem/sourcecluster.xml

上传 cluster 后可在 Web UI 内的 clusters 分目录下，上传配置好的 cluster 文件，内容与
source-cluster.xml 文件内容类似，并且状态为 submitted。
点开 Web UI 的 Clusters 条目下刚上传好的文件后，可见文档内容与上文我们所写入文
件内容一致，表示上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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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交 target-cluster.xml
cluster 中相关参数的功能如表 3-6 所示。
在集群 1 的 linc-1 上，使用 hdfs 用户，在任意目录下执行以下命令：
$ vim examples/entity/filesystem/target -cluster.xml

文件内容修改为如下内容：
<?xml version="1.0"?>
<cluster name="targethdfs" colo="targethdfs" description="Standalone cluster"
xmlns="uri:falcon:cluster:0.1">
<interfaces>
<interface type="readonly" endpoint="hdfs://192.168.91.200:9000" version="2.6.0"/>
<interface type="write" endpoint="hdfs://192.168.91.200:9000" version="2.6.0"/>
<interface type="execute" endpoint="192.168.91.200:8032" version="2.6.0"/>
<interface type="workflow" endpoint="http://192.168.91.200:11000/oozie/" version=
"4.2.0"/>
<interface type="messaging" endpoint="tcp://linc-1:61616?daemon=true" version=
"5.4.3"/>
</interfaces>
<locations>
<location name="staging" path="/apps/falcon/staging"/> <!--mandatory-->
<location name="temp" path="/apps/falcon/tmp"/> <!--optional-->
<location name="working" path="/apps/falcon/working"/> <!--optional-->
</locations>
</cluster>

之后上传 target-cluster 至 Falcon 中。
$ bin/falcon entity -submit -type cluster -file examples/entity/filesystem/target-cluster.xml

上传 cluster 后可在 Web UI 内的 clusters 分目录下上传配置好的 cluster 文件，内容与
target-cluster.xml 文件内内容类似，并且状态为 submitted。
点开 Web UI 的 Clusters 条目下刚上传好的文件后，可见文档内容与上文我们所写入文
件内容一致，表示上传成功。
5. 新建 source-target-feed.xml 及提交
feed 中相关参数的定义如表 3-7 所示。
表 3-7
参

数

名

feed 部分参数定义
定

义

frequency

代表文件检查时间，每相隔 frequency 时间会重新检测 HDFS 内的文件，如果这个时间段内有文
件变化，如新的文件加入，那么下一个 frequency 内会将新的文件也传输过去

clusters

clusters 内 分 别 写 入 上 面 依 赖 的 两 个 cluster 的 相 关 配 置，cluster 内 需 包 含 如 下 属 性，cluster
name， 类 型（类 型 来 区 分 source 以 及 target），validity 内 指 定 任 务 开 始 时 间 以 及 结 束 时 间，
retention 指定上述设定的结束时间后数据的保存时间，以及对应处理的策略（这里保存 2 小时，对
应策略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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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参

数

名

locations

定

义

类型为 target 的 cluster 内 locations 指定的为目标集群内 hdfs 上的目标存放位置。cluster 外部的
locations 指定的源数据集群内 hdfs 上的源数据存放位置

其中重要参数如下：
1）frequency 代表文件检查时间，每相隔 frequency 时间会重新检测 hdfs 内的文件，如
果这个时间段内有文件变化，如有新的文件加入，那么下一个 frequency 内会将新的文件也
传输过去。
2）clusters 内分别写入上面依赖的两个 cluster 的相关配置，cluster 内需包含如下属性，
cluster name，类型（类型来区分 source 以及 target），validity 内指定任务开始时间以及结束
时间，retention 指定上述设定的结束时间后数据的保存时间，以及对应处理的策略（这里保
存 2 小时，对应策略为删除）。
3）类型为 target 的 cluster 内 locations 指定的为目标集群内 hdfs 上的目标存放位置。
cluster 外部的 locations 指定的为源数据集群内 hdfs 上的源数据存放位置。
在集群 1 的 linc-1 上，使用 hdfs 用户，在任意目录下新建任意文件上传到 hdfs 上作为
源数据，然后执行如下命令：
$ hadoop fs -put -p ./任意文件 /fangsource
$ vim /examples/entity/filesystem/ source-target-feed.xml

文件内容修改为如下内容：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feed description="replication feed" name="repl-feed" xmlns="uri:falcon:
feed:0.1">
<groups>input</groups>
<frequency>minutes(10)</frequency>
<timezone>UTC</timezone>
<late-arrival cut-off="hours(1)"/>
<clusters>
<cluster name="sourcehdfs" type="source">
<validity start="2013-01-01T00:00Z" end="2030-01-01T00:00Z"/>
<retention limit="hours(2)" action="delete"/>
</cluster>
<cluster name="targethdfs" type="target">
<validity start="2013-11-15T00:00Z" end="2030-01-01T00:00Z"/>
<retention limit="hours(2)" action="delete"/>
<locations>
<location type="data" path="/fangtarget"/>
</locations>
</cluster>
</clusters>
<locations><location type="data" path="/fangsource"/></locations>
<ACL owner="hdfs" group="group" permission="0x644"/>
<schema location="/schema/log/log.format.csv" provider="csv"/>
</feed>

然后将实体上传至 Falcon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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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lcon entity -submitAndSchedule -type feed -file examples/entity/filesystem/
source-target-feed.xml

上 传 feed 后 可 在 Web UI 内 的 Data sets 分 目 录 下 上 传 配 置 好 的 feed 文 件， 内 容 与
source-target-feed.xml 文件内容类似，并且状态为 RUNNING，表示任务开始运行。
6. 结果验证
等 待 一 定 时 间 后， 在 集 群 1 的 linc-1 上， 可 以 在 Falcon 的 Web UI 中 看 到 状 态 由
RUNNING 变成 SUCCESS。之后在集群 2 的 linc-1 上，使用 hdfs 用户，在任意目录下执行
下面命令：
$ hadoop fs -ls /fangtarget

如果在集群 2 中创建了 repl-in 文件夹，并且其中有文件内容被成功传入，并且与在集
群 1 中上传的文件相符，那就证明传输成功。
也 可 在 集 群 2 的 Oozie Web 端 查 看 具 体 的 调 度 任 务， 并 且 查 看 其 状 态， 可 以 发 现
SUCCESS 状态，这代表任务已经执行成功。
还可以在 HDFS Web 端进行文件的浏览，对任务执行的结果进行验证，可以发现在设
定的目录文件夹下有数据传入，并且附带一个 _SUCCESS 的文件，这代表数据已经传输
成功。

3.3.5

数据镜像

Data-Mirroring 是 Falcon 另一个重要的功能。顾名思义，数据镜像可用于数据的备份
以及恢复，使得关于数据的处理和恢复更为方便。而且这是一个与前文上传实体等方式不
同的另一操作体系，同时数据镜像也支持跨集群的传输。
要完成此项场景需要确保 Falcon 以及 Oozie 安装成功，已经进行过 NTP 时间校正。如
果时间不同步可能会影响 Hadoop 的 Job 作业调度。
1. 配置必要文件夹
配置文件中的 /apps/falcon/staging、/apps/falcon/working、tmp 文件夹如果不存在，请
在集群 1 的 linc-1 上按照如下方式创建：
$
$
$
$
$
$
$

hdfs
hdfs
hdfs
hdfs
hdfs
hdfs
hdfs

dfs
dfs
dfs
dfs
dfs
dfs
dfs

-mkdir
-mkdir
-mkdir
-mkdir
-mkdir
-chmod
-chmod

/apps
/apps/falcon
/apps/falcon/staging
/tmp
/apps/falcon/working
–R 777 /apps/falcon/staging
–R 755 /apps/falcon/ working

2. 提交 cluster 实体
下面详解其中主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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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配置文件，由上而下地分别指定了目标数据集群内的以下参数：
1）读取 hdfs 的地址以及端口。
2）写入 hdfs 的地址以及端口。
3）执行监控的 Resource Manager 管理地址以及端口。
4）工作流处理工具 Oozie 的地址。
5）指定消息处理工具。
6）在 hdfs 上指定任务工作台路径。
7）在 hdfs 上指定任务临时文件路径。
8）在 hdfs 上指定任务工作依赖路径，里面会自动导入依赖的 lib 包。
在 linc-1 上，使用 hdfs 用户，在 /var/local/hadoop/falcon-0.9/ 目录下创建一个文件夹，
并且在其中编写 Cluster 文件。
$ mkdir test
$ vim test/primaryCluster.xml

文件内容修改为如下内容：
<?xml version="1.0"?>
<cluster colo="sourcehdfs" description="Standalone cluster" name="primaryCluster"
xmlns="uri:falcon:cluster:0.1">
<interfaces>
<interface type="readonly" endpoint="hdfs://192.168.91.100:9000" version="2.6.0"/>
<interface type="write" endpoint="hdfs://192.168.91.100:9000" version="2.6.0"/>
<interface type="execute" endpoint="hdfs://192.168.91.100:8032" version="2.6.0"/>
<interface type="workflow" endpoint="http://192.168.91.100:11000/oozie/" version=
"4.2.0"/>
<interface type="messaging" endpoint="tcp://linc-1:61616?daemon=true"
version=
"5.4.3"/>
</interfaces>
<locations>
<location name="staging" path="/apps/falcon/staging"/> <!--mandatory-->
<location name="temp" path="/tmp"/> <!--optional-->
<location name="working" path="/apps/falcon/working"/> <!--optional-->
</locations>
</cluster>
注
意

根据实际情况，修改配置文件中的 IP 地址 192.168.91.100 替换成实际运行 namenode
的主节点 IP 地址。

$ bin/falcon entity -submit -type cluster -file test/primaryCluster.xml

上 传 cluster 后 可 在 Web UI 内 clusters 分 目 录 下 看 到 很 多 cluster 实 体 列 表， 并 且 会
发现刚刚上传好的 cluster 实体，其内容与 primaryCluster.xml 文件内容一致，并且状态为
sub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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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eb UI 分目录下点开实体后可见文档内容与我们所写入文件内容一致，说明上传
成功。
3. 上传 workflows 文件
workflows 为工作流文件，其中各项涉及 Hadoop 的 job-tracker、name-node 以及 Oozie、
Falcon 运行等相关依赖参数，其中填写方法都是运用环境变量的方式，所以不需要进行过
多修改，按照如下方式填写即可。
在 linc-1 上，使用 hdfs 用户，在 /var/local/hadoop/falcon-0.9/test 目录下创建 workflow
实体文件，并对其中内容进行编写。将其内容相关 Hadoop、Oozie 参数符合系统环境参
数 变 量， 具 体 文 件 内 容 可 以 参 考 Falcon 安 装 路 径 下 data-mirroring\hdfs-replication\hdfsreplication-workflow.xml 文件进行修改。
因为 Oozie 工作流 workflow 文档需要上传至 hdfs 上，任务才能正常的执行，并且 hdfs
目录应该和上述文件中配置相一致，所以接下来执行如下命令：
$ hadoop fs -mkdir -p /apps/data-mirroring/workflows/
$ hadoop fs -put hdfs-replication-workflow.xml /apps/data-mirroring/workflows/

4. 提交 Recipe properties
Recipe properties 为数据镜像的配置文件，其中重要的参数如表 3-8 所示。
表 3-8
参

数

Recipe 部分参数定义

名

定

义

falcon.recipe.workflow.path

指定工作流文件存放在 hdfs 上的位置

falcon.recipe.workflow.lib.path

指定 Oozie 所依赖的 sharelib 位置。

falcon.recipe.cluster.name

指定工作流所依赖的 cluster name

falcon.recipe.cluster.hdfs.writeEndPoint

指定读写的 hdfs 地址及端口

falcon.recipe.cluster.validity.start

指定任务开始时间

Falcon.recipe.cluster.validity.end

指定任务结束时间

alcon.recipe.acl.owner=hdfs
falcon.recipe.acl.group=hadoop
falcon.recipe.acl.permission=0x755

运行账户以及权限设置

drSourceDir=/fangsource
drSourceClusterFS=hdfs://192.168.91.100:9000
drTargetDir=/fangtargetmirorring
drTargetClusterFS=hdfs://192.168.91.200:9000

指定源数据文件夹、位置、目标数据文件夹位置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Recipe 的开始时间即 falcon.recipe.cluster.validity.start 参数，不可
以偏离当前时间过远，可以选择设定开始时间为当前实际时间的前一天以内即可。
在 linc-1 上，使用 hdfs 用户，在 /var/local/hadoop/falcon-0.9/test 目录下执行如下命令
创建一个 hdfs 目录，此目录要和上述文件描述的相一致，并且将配置文件上传到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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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doop fs -mkdir -p /fangsource
$ hadoop fs -put ./primaryCluster.xml /fangsource

修改 recipe 文件，具体文件内容可以参考 Falcon 安装目录下子目录下文件 data-mirroring\
hdfs-replication\hdfs-replication.properties。
$ vim hdfs-replication.properties

文件中主要地方修改为如下内容：
##### Recipe properties
falcon.recipe.name=sales-monthly
falcon.recipe.workflow.lib.path=/user/hdfs/share/lib/lib_20160824222955
##### Cluster properties
falcon.recipe.cluster.name=primaryCluster
# Change the cluster hdfs write end point here. This is mandatory.
falcon.recipe.cluster.hdfs.writeEndPoint=hdfs://192.168.91.100:9000
# Change the cluster validity start time here
falcon.recipe.cluster.validity.start=2016-09-18T00:00Z
# Change the cluster validity end time here
falcon.recipe.cluster.validity.end=2016-09-20T00:00Z
##### ACL properties - Uncomment and change ACL if authorization is enabled
falcon.recipe.acl.owner=hdfs
falcon.recipe.acl.group=hadoop
falcon.recipe.acl.permission=0x755
#falcon.recipe.nn.principal=nn/_HOST@EXAMPLE.COM
##### Custom Job properties
# Specify multiple comma separated source directories
drSourceDir=/fangsource
drSourceClusterFS=hdfs://192.168.91.100:9000
drTargetDir=/fangtargetmirorring
drTargetClusterFS=hdfs://192.168.91.200:9000

接下来将其上传到 Falcon 中：
$ falcon recipe -name hdfs-replication -operation HDFS_REPLICATION -properties hdfsreplication.properties

以上命令可以上传到 recipe 并形成 process 实体，具体过程如图 3-17 所示。

图 3-17

recipe 形成 process 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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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命令执行后会形成一个 process，在 Falcon 下的 Process 分目录下可以看见形成
process 的 entity 实体，并且任务的状态为 RUNNING，表示任务已经正在运行。
5. 结果验证
等待一定时间后在集群 2 linc-1 上，使用 hdfs 用户，在任意目录下执行如下命令：
$ hadoop fs -ls /fangtargetmirorring

显示如图 3-18 所示，证明运行成功。

图 3-18

执行成功信息

可以在集群 2 的 hdfs Web UI 端进行数据验证。fangtargetmirorring 文件夹创建成功并
且内部拥有数据，表示传输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 Data-Mirroring 使用的是 Recipe 策略，该策略在 Falcon 0.9 版本
以前主要在 Falcon Client 端进行设置并提交，但是在 Falcon 0.10 版本之后，Recipe 框架被
移到 Falcon Server 端，并更名为 server side extensions。
至此，数据镜像场景已完成，希望各位读者能有所收获，并且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开
发，尝试更多配置项的具体使用，并且运用到实际场景之中。

3.3.6

数据仓库中的数据操作

数据仓库中的数据操作场景可实现在 Hive 中删除想要删除的数据。该过程的实现原理
是 Falcon 首先调度 Oozie，然后后者再调用数据仓库的 Hive 引擎，最后 Hive 引擎再执行
Hive 脚本，在 Hive 脚本中设置特定的条件，最后达到删除 Hive 表中特定数据的目的。
1. 先决条件
读者首先需要确保 Hadoop、Falcon 以及 Oozie 安装成功，同时已经进行 NTP 时间校
正，如果时间不同步可能会影响 Job 的作业实施。
2. 开启 Hcatalog 服务
在前面 Hive 安装配置中，已经讲解了 Hcatalog 的作用，在这里就不重复说明了。
读 者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在 使 用 Falcon 调 度 Hive 例 子 时， 可 能 会 出 现 因 为 Oozie 有 关
Hcatalog 的 libpath 库中 jar 包缺失问题。出现这种情况时，读者可以根据 oozie logs 中错
误 日 志 提 示 的 class， 将 相 应 的 jar 包 上 传 至 Oozie 在 HDFS 的 share/lib/libXXX/hcatalog、
share/lib/libXXX/hive 和 share/lib/libXXX/hive2 中， 并 重 启 Oozie。 其 中 XXX 是 根 据 读 者
上传文件的时间随机生成的时间后缀。
在 linc-1 节点上，使用 hdfs 用户，在任意目录下使用下列命令开启 Hcatalog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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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ve_HOME/hcatalog/sbin/hcat_server.sh start

其中“Hive_HOME ”是指 Hive 组件的安装路径。Hcatalog Server 的默认端口号为 9083。
开启 Hcatalog 服务后，读者可以在控制台输入 jps，若看到一个 Runjar 进程和对应的
进程号，则表示 Hcatalog 服务开启成功。
3. 创建 Hive 数据
在 linc-1 节 点 上， 使 用 hdfs 用 户， 在 Falcon 的 安 装 目 录 下 使 用 以 下 命 令 创 建 一 个
generate.sh 脚本文件。
$ vim examples/entity/data/generate.sh

该脚本文件的作用是创建一个数据源，前面在数据管道场景中创建过，有详细的说明，
在这里不重复说明。若读者在之前的场景中已经进行了这一步，则不需要重复进行该操作。
在 linc-1 节点上，使用 hdfs 用户，在 Falcon 的安装目录下使用以下命令创建一个 hcatgenerate.sh 脚本文件。
$ vim examples/entity/data/hcat-generate.sh

脚本文件的内容如下：
#!/bin/bash
PRG="${0}"
hcat -e "CREATE TABLE if not exists in_table (word STRING, cnt INT)
PARTITIONED BY (ds STRING);"
for MINUTE in `seq -w 00 59`
do
hcat -e "ALTER TABLE in_table ADD PARTITION (ds='2013-11-15-00$MINUTE') LOCATION '/data/in/2013/11/15/00/$MINUTE';"
done

该脚本文件的作用是将 Hive 中 ds='2013-11-15-00-$MINUTE' 分区存储位置指向 /data/
in/2013/11/15/00/$MINUTE。
将两个脚本文件内容修改后，保存退出，然后在 Hive 的安装目录下执行该脚本文件，
使用命令如下：
$ example/data/generate.sh linc-1
$ examples/data/hcat-generate.sh linc-1

在 创 建 Hive 数 据 后， 进 入 Hive 中， 可 以 看 到
in_table 表中按照时间顺序生成的数据，每分钟生成
一个随机数据，在数据的第 1 列显示的是随机生成的
first、second、third、fourth、fifth 中 的 一 个， 第 2 列
是 随 机 生 成 的 0～10 数 字， 第 4 列 是 指 从 2013-1115-00-00 这个时间戳开始，每一分钟执行一次。最后
Hive 表中的数据如图 3-19 所示。

图 3-19

in_table 部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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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交 HQL 脚本
Falcon 增加了 Hive 引擎作为 Hive 集成的一部分，它使用户能够将 Hive 脚本嵌入一个
进程中去。该 Hive 脚本作为工作流时属于 Hive 工作流。在本章的 3.3.3 节中有关于 Hive
的详细介绍，请有兴趣的读者查看 3.3.3 节关于 Apache Hive 的介绍，在这里不赘述。
在 linc-1 节点上，使用 hdfs 用户，在任意目录下（最好是在 Falcon 安装目录下，便于
查找管理）使用下列命令创建一个 Hive 脚本。该脚本主要指定了 Falcon 工作流中的数据处
理逻辑，在此处的作用是从 Falcon 指定的数据库表中删除数据。
$ vim examples/entity/filesystem/hcat.hql

将 HQL 脚本文件内容修改为如下内容：
ALTER TABLE ${falcon_inparts_database}.${falcon_inparts_table} DROP
PARTITION${falcon_inparts_filter};

保 存 退 出 后， 将 HQL 脚 本 上 传 到 HDFS 的 /app/hive/ 目 录 下， 使 用 如 下 命 令 进 行 该
操作：
$ hdfs dfs -put examples/entity/filesystem/hcat.hql /app/hive/

在后文中的 process 实体中可以指定使用 Hive 工作引擎来执行 HQL 脚本文件。其中
${falcon_inparts_database}、${falcon_inparts_table}、${falcon_inparts_filter} 为 参 数 形 式，
将从 Oozie 中获取变量的值。
5. 提交 cluster 实体
cluster 实体的作用是说明集群的相关配置项，主要有对 HDFS、YARN 以及 Oozie 相应
配置的说明。在本章前面已经详细介绍了 cluster 的作用以及配置项的具体意义，这里不赘述。
在 linc-1 节点上，使用 hdfs 用户，使用下列命令新建一个 hivetable-cluster.xml 文件。
$ vim /var/local/Hadoop/falcon-0.9/examples/entity/filesystem/hivetable-cluster.xml
注
意

/var/local/Hadoop/falcon-0.9/ 为 Falcon 的安装目录，读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
改。理论上 hivetable-cluster.xml 创建目录可以为任意目录，但是为了方便管理，将
其建在 Falcon 的安装目录下的 filesystem 文件夹下。

该文件的内容如下：
<?xml version="1.0"?>
<cluster colo="ua2" description="Hive Cluster" name="hivetable-cluster"
xmlns="uri:falcon:cluster:0.1"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interfaces>
<interface type="readonly" endpoint="hdfs://linc-1:9000" version="2.6.0" />
<interface type="write" endpoint="hdfs://linc-1:9000" version="2.6.0" />
<interface type="execute" endpoint="linc-1:8032" version="2.6.0" />
<interface type="workflow" endpoint="http://linc-1:11000/oozie/"

116

第二篇

开源实现篇

version="4.2.0" />
<interface type="messaging" endpoint="tcp://linc-1:61616?daemon=true"
version="5.4.3" />
<interface type="registry" endpoint="thrift://linc-1:9083" version="1.2.1"/>
</interfaces>
<locations>
<location name="staging" path="/projects/falcon/hivetable-staging" />
<location name="temp" path="/ projects/falcon/hivetable-tmp" />
<location name="working" path="/projects/falcon/ hivetable-working" />
</locations>
<properties>
</properties>
</cluster>

该 cluster 的名称为 hivetable-cluster，并定义了 Falcon 执行任务过程中将会用到的各个
接口。
在 cluster 中 location 需要在 hdfs 上有相应的目录，在提交该 cluster 前需要在 hdfs 上
创建相应的目录文件，否则在上传 cluster 文件时会报找不到路径的错误。
在将 cluster 文件保存退出后，在 Falcon 目录下使用以下命令提交 cluster 实体：
$ bin/falcon entity -submit -type cluster -file examples/entity/filesystem/hivetable_
cluster.xml

提交后，在控制台若提示 falcon/default/Submit successful (cluster) hivetable-cluster 则表
示该 cluster 文件提交成功。在集群的 Falcon 的 Web UI（https://linc-1:15443）进入 clusters
目录即可看到提交成功的 hivetable-cluster。
注
意

linc-1 是主节点的 IP 地址，读者根据实际情况输入该 IP。

单击 hivetable-cluster，可以看到 cluster 的详细内容。
6. 提交 feed 实体
feed 实体文件说明 feed 与 cluster 之间的依赖关系，介绍 xml 配置项中 feed frequency、
cluster、retention policy，以及 data set location 的作用。该 feed 实体指向 hivetable 元数据。
在 linc-1 节点上，使用 hdfs 用户，在 Falcon 安装目录下使用如下命令创建一个 feed 实体。
$ vim examples/entity/filesystem/hcat-in-feed.xml

将 feed 文件的内容修改为如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feed description="input" name="hcat-in" xmlns="uri:falcon:feed:0.1">
<frequency>minutes(1)</frequency>
<timezone>UTC</timezone>
<late-arrival cut-off="hours(1)"/>
<clusters>
<cluster name=" hivetable-cluster ">
<validity start="2013-01-01T00:00Z" end="2030-01-01T00:00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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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ention limit="hours(2)" action="delete"/>
</cluster>
</clusters>
<!-- <table uri="catalog:default:in_table#ds=2013-11-15-00-01"/>-->
<table uri="catalog:default:in_table#ds=${YEAR}-${MONTH}-${DAY}-${HOUR}-${MINUTE}"/>
<ACL owner="testuser-ut-user" group="group" permission="0x644"/>
<schema location="/schema/log/log.format.csv" provider="csv"/></feed>

feed 实体定义了在 Falcon 执行工作流的过程中将使用到的数据集的各种属性，例如数
据集的位置、数据及使用的频率，以及数据集的有效期限等。
将上述 feed 文件保存退出后，在 Falcon 安装目录下使用如下命令，将 feed 实体上传到
HDFS。
$ falcon entity -submit -type feed -file examples/entity/filesystem/ hivetableinfeed.xml

上传 feed 实体后，若在控制台提示 falcon/default/Submit successful (feed) hcat-in 则表
示提交成功。从集群在 Falcon 的 Web UI（https://linc-1:15443）进入 feed 目录即可看到提
交成功。单击 hcat-in，可以看到 feed 实体的详细内容。
7. 提交 process 实体
process 实体定义了运行工作流所需要的配置。在 linc-1 节点上，使用 hdfs 用户，在
Falcon 安装目录下使用如下命令创建一个 process 实体。
$ vim examples/entity/filesystem/hive-process.xml

将该 process 实体内容修改为如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process name="hive-process" xmlns="uri:falcon:process:0.1">
<clusters>
<cluster name=" hivetable-cluster ">
<validity start="2013-11-15T00:00Z" end="2013-11-15T01:00Z"/></cluster>
</clusters>
<parallel>1</parallel>
<order>FIFO</order>
<frequency>minutes(5)</frequency>
<timezone>UTC</timezone>
<inputs>
<!-- In the pig script, the input paths will be available in a variable 'inparts' -->
<input name="inparts" feed="hcat-in" start="now(0,0)" end="now(0,0)" feed=”hcatin”/>
</inputs>
<workflow engine="hive" path="/app/hive/hcat.hql"/>
</process>

该 process 实体指定工作的集群以及有效的工作时间和频率，在工作流区域调用的脚本
文件。保存退出后，在 Falcon 安装目录下使用如下命令将 process 实体上传到 HD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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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n/falcon entity -submitAndSchedule -type process -file examples/entity/filesystem/
hive-process.xml

上传 process 实体后，若在控制台提示 schedule/default/hive-process(process) scheduled
successfully submit/falcon/default/Submit successful (process) hive-process 则表示提交成功。
读者可以登录集群在 Falcon 的 Web UI（https://linc-1:15443）进入 processes 目录，即可看
到提交成功的 hive-process。单击 hive-process，可以看到提交的 process 详细内容。
8. 测试结果
将 process 成功上传到 HDFS 后，可以在集群的 Oozie 的 Web UI（http://linc-1:11000/
oozie）上查看 Job 正在执行。
当整个 Job 完成后，在 HDFS 的 Web UI（http://linc-1:50070）中的 /data/in/2013/11/15/00
中查看数据，可以发现，所有 Name 为 5 的倍数的数据均已经被删除，这是由 process 中
<frequency>minutes(5)</frequency> 决定的，每 5 分钟执行一次。删除后的数据如图 3-20
所示。

图 3-20

3.4

数据定期删除后的显示数据

Apache Falcon 优化与性能分析
经过前面几章的介绍，大家已经对 Apache Falcon 以及其作业编排调度有了一定了解。

由于 Apache Falcon 位于 Oozie 之上更高级的抽象层，只负责对 Hadoop 工作流的调度与管
理，对于具体的例如 Map Reduce 过程，还是要依赖于具体的 Hadoop 组件，因此对于工作
流执行效率，更多地还是要依靠 Hive、Map Reduce 本身。

3.4.1

Apache Falcon 控制流

如表 3-9 所示，目前 Apache Falcon 0.10 版本支持的 Hadoop 工作流组件有 Hive、Sq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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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 Reduce 以 及 Distcp。 由 于 Apache Falcon 作 为 数 据 治 理 平 台 的 一 个 工 具， 主 要 负 责
对数据生命周期管理以及对数据处理管道的管理调度，因此它所支持的组件工具都是与
Hadoop 数据相关的组件。
表 3-9
组

件

名

版

本

Apache Falcon v0.10 支持组件表

号

说

明

Oozie

4.2.0+

Falcon 核心调度器，负责 Hadoop 任务执行调度

Hadoop

2.X

主要有 HDFS 分布式文件存储系统及 Map Reduce 数据计算框架

Pig

0.14+

结构化数据处理脚本语言

Hive

1.1X+

分布式数据库存储，使用 HQL 脚本语言

Sqoop

1.4.6+

数据库连接器，负责不同存储类型的数据的导入导出

Distcp

2.X

跨集群数据传输工具

Atlas

0.6+

数据审计及追踪工具

其 中 Apache Falcon 目 前 放 弃 了 对 Hadoop 1.0 版 本 的 支 持， 这 意 味 着 之 前 能 够 在
Hadoop 1.0 版 本 下 运 行 的 组 件 无 法 兼 容 Falcon 0.10， 其 中 影 响 最 大 的 就 是 Oozie。 因 为
Oozie 的工作流文件 workflow.xml 在 Hadoop 1.X 版本中的设置参数与配置项与 Hadoop 2
不尽相同（这也是 Oozie 被诟病最多的地方之一，许多协议与设计前后版本更替之间存在冲
突），所以 Falcon 当前仅支持 Oozie 4.X 版本及以上。
Apache Falcon 也支持对数据库中存储数据进行数据治理，其中对 Hive 的整合主要依
靠 Hcatalog 工具得以实现。在之前，Hive 脚本语句主要利用类 SQL 查询中对数据库中的表
进行数据操作，无法获得数据库中数据在文件系统中的存储位置以及数据结构等具体信息。
Hcatalog 屏蔽了底层数据存储的位置格式等信息，为上层计算处理流程提供统一共享的元
数据 metadata，实现了对于表以及底层数据的统一管理。这使得我们可以通过 Hcatalog 定
义 Hive 数据库表数据文件所在的 HDFS 存储路径，也可以根据 HDFS 文件所在路径生成
Hcatalog 执行脚本实现对 Hive 数据库中的表数据进行处理。在 0.11 版本后，Hive 集成了
Hcatalog。Apache Falcon 通过 Hcactlog 来执行 HQL 脚本以及 Pig 脚本语句，Apache Falcon
通过周期性地调度 Sqoop 任务，实现采集数据库数据到 HDFS 文件系统，以及将 HDFS 文
件导出到数据库中存储。但是截至 Apache Falcon 0.10 版本，它仅支持进行 JDBC 连接的关
系型数据库（MySQL 以及 Oracle）。
对 于 Falcon 控 制 流 来 说， 由 于 底 层 数 据 处 理 分 别 交 由 各 个 Hadoop 模 块 组 件 完 成，
Apache Falcon 只是通过调度器协调各个组件之间的工作，这使得整个工作流效率很容易产
生一个瓶颈，且难以逾越。

3.4.2

分布式部署

大数据治理往往需要采集不同数据源的数据，并在不同集群任务之间进行合作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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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一个大数据治理平台，必须能够统筹兼顾位于不同网段地址、不同物理地址的不
同集群。对此，Apache Falcon 在单机模式基础上，扩展了分布式部署模式。
Apache Falcon 分布式模式有两个组件，Prism 和 Server。Prism 作为两个 Server 的连接
点，所有命令对 Prism 使用，而 Server 只能调用 read 以及实例 instance 相关的 API 命令。
Prism 和 Falcon 也有各自不同的启动及运行配置项，配置文件存储地址也各不相同。
Prism 主要保证不同集群的配置项产生的工作流实体及运行实例之间的同步，实现对
任务调度的协调，操作请求可以来自 Prism 本身，也可以通过在 Client 端或者 Web 端请求
API 后面添加 -colo 参数执行特定集群，具体操作包括提交 Submit、调度 schedule、暂停
Suspend 以及继续 Resume 等。总而言之，Prism 主要负责保证 Hadoop 任务工作流正常运
行，或者工作流调度指令，并发送至 Server 端。
Apache Falcon Server 端主要部署在工作流调度所在集群上，负责接受 Prism 提交或运
行 Hadoop 任务实体的请求，其中 cluster 实体由 Prism 发送至每一个 Server，而对于 feed
以及 process 实体，则根据 XML 文件中 cluster 配置标签属性中相应内容，发送至指定集群
的 Server 端。
Prism 整 体 全 局 视 图 如 图 3-21 所 示。Falcon Prism 连 接 着 多 个 Falcon Colo 集 群， 协
调并运行上面的调度任务。Prism 与 Falcon Server 之间的通信（用户提交 submit 或者更新
update 实体功能）连接主要基于 HTTPS 协议实现，身份安全验证基于客户端证书的验证。
因此 Prism 服务器提供有效的客户端证书供 Falcon Server 接收操作。Apache Falcon 可以实
现基于安全传输层协议（TLS）进行消息传输，保证 Prism 与 Server 之间数据的保密性和
数据完整性。如果需要启动 TLS 协议，则 Falcon Server 和 Prism 服务器中的启动属性文件
startup. property 都需要配置以下密钥信息：* keystore.file * keystore.password。1

图 3-21

Apache Falcon Prism 全局视图

通过分布式部署的 Falcon，可以实现跨集群工作流协调调度，保证不同 Hadoop 集群在
统一标准的数据治理平台下的连贯性与一致性。

3.4.3

安全模式

当出现一些特殊情况，Apache Falcon 管理员希望可以防止 Falcon 用户调度工作流引擎
http://falcon.apache.org/FalconDocument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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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实体时，启动安全模式（Safemode）则显得很有必要。这些特殊情况可能有：
1）即将或正在升级 Hadoop 集群。当集群管理员正在升级 Hadoop 或者其他例如 Hive、
Pig 等组件时，这些组件所涉及的工作流任务无法正常运行。
2）正在更新 Falcon 中已提交存储的工作流实体。对于之前提交的工作流实体，无论是
cluster、feed，还是 process，在更新时可能都会涉及集群属性配置、数据源文件路径或者
整个工作流业务逻辑的变更。Apache Falcon 服务器中存储的源工作流实体文件前后不一致，
也会使得调度任务毫无意义。
在安全模式下，Falcon 用户只能进行有限操作，具体的操作有以下 9 项：
1）可以对其有认证授权的实体执行读取操作。如果该用户没有获得要操作实体的读取
权限，则无法进行该操作。
2）拥有超级用户权限的用户可以执行对集群的实体进行更新操作。
3）如果用户想要暂停特定的工作流操作，可以对该实体工作流中的单个实例执行挂起
或终止操作。
4）对可调度的实体，可以执行挂起操作。因为在进行版本更新时（无论是集群更新还
是工作流实体更新），可能会出现实体的作业更新前后版本不一致的情况，而这显然是不被
允许的。因此用户可能希望在滚动升级期间挂起实体，以处理与更新版本不兼容的作业。
5）其他所有操作用户都将不被允许操作。包括：
T 所有实体的 submit 和 submitAndSchedule 操作。
T 实 体 不 能 被 执 行 如 下 操 作 update、schedule、touch、delete、submit、submitAndSchedule 以及 resume 等。
T 实例操作例如 rerun、resume。
Falcon 进程用户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在启动 Falcon 时开启安全模式。
$ falcon-server>:/bin/falcon-start -setsafemode <true/false>

拥有超级用户权限或者管理员权限的用户通过 Client 端或者 RestAPI 设置 Falcon Server
开启或退出安全模式。如果用户为 Falcon 进程启动用户，或者属于 startup.property 启动配
置 文 件 中 <falcon.security.authorization.superusergroup> 属 性 指 定 组， 则 该 用 户 被 视 为 超 级
用户。如果用户被列在 startup.property 启动配置文件中 <falcon.security.authorization.admin.
users> 属 性 中， 或 者 属 于 startup.property 启 动 配 置 文 件 中 <falcon.security.authorization.
admin.groups> 中列出的组，则该用户被视为超级管理员用户。
Client 端启动及退出命令如下：
$ falcon-server>/bin/falcon admin

[-setsafemode <true/false>]

RestAPI 连接两个 URL 如下所示。
T 开启安全模式 API：GET http://falcon-server:15000/api/admin/setSafeMode/true
T 退出安全模式 API：GET http://falcon-server:15000/api/admin/setSafeMode/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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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普通的用户也可以通过 Admin Version API 来查看 Falcon Server 是否处
于安全模式。一旦 Server 端被置为安全模式，则该状态在重启之前都会一直保存。如果退
出安全模式，则该状态将会被清除。
通过安全模式，可避免特殊情况下用户不当操作对整个工作流造成的不良影响，保证
了整个调度流程的一致性。

3.4.4

Apache Falcon 优化

Apache Falcon 将底层任务交由 Hadoop 各个功能组件完成，然后通过 Oozie 调度器实
现对各个 Hadoop 任务的调度工作，所以当各个任务执行效率达到瓶颈时，Apache Falcon
也无法提高其底层运行效率。目前 Apache Falcon 可以考虑的优化方案有两方面，一个是调
度器调度优化，还有一个是作业流编排优化。
1. 调度器优化
目前 Oozie 调度器可以覆盖完成 Apache Falcon 所能调度的工作流引擎组件，但是随着
Falcon 的发展，Oozie 的弊端也逐渐显现。首先是 Oozie 工作流调度复杂，对于初学者上手
学习比较困难，而且缺少指导文档，甚至 Oozie 版本更替造成了 API 前后不一，而许多文
档也没有及时更新，这对于初学者来说简直就是灾难。然而对 Apache Falcon 来说，Oozie
最为严重严重的一点是 Oozie 的更新与 Apache Falcon 未保持一致，且 Oozie 目前是 Falcon
核心调度器，无论安装还是作业工作流部署步骤都十分烦琐，这意味着 Apache Falcon 之
后 发 展 将 一 直 受 限 于 Oozie 的 开 发。 作 为 底 层 工 作 流 引 擎， 例 如 Hive、Map Reduce 等，
Apache Falcon 如果重新开发或者补充，则代价过大。而 Oozie 作为中间层调度器，重新开
发一个新的调度器成本代价却比较低廉，而且可以保证新的调度器与 Apache Falcon 可以更
好地结合。Falcon 自带原生调度器（Native Scheduler）就是 Apache Falcon 项目目前开发的
重心。目前原生调度器可以实现的功能有以下两点：
1）提交和编排运行 Falcon 进程（Process）计划（无数据依赖）。该 Falcon 进程可以是
Pig 脚本、Oozie 工作流以及 Hive，也就是目前使用 Oozie 调度器所适用的工作流引擎都可
以使用原生调度器替换。
2）监视、查询、修改调度中的 process 进程。所有适用的实体 API 和实例 API 都可以
按照现有的方式工作。此外 Falcon 也通过声明性编程提供了 feed 数据集管理功能。它允许
用户在包含文件的 HDFS 上使用基于时间的分区目录来表示 feed 数据集所在路径。
当前原生调度器可以代替 Oozie 调度器实现大部分功能，但是依然有需要优化的地方。
在未来几个版本中，原生调度器可能会实现以下 6 个功能：
T 基于日历的周期性日程安排。
T 基于数据可用性的调度。
T 基于外部触发 / 通知的调度。
T 支持定期 / 不定期采集的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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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支持可选 / 强制数据集。可以指定要使用数据实例的数值选项包括最小（minimum）、
最大（maximum）、精确选择（exactly-N），以供用户使用。
T 在重新运行时可以重新调整工作流实体之间的依赖关系。
2. 工作流编排优化
除了对调度器进行优化外，合理地安排数据治理的任务作业，不但可以增加工作流引
擎执行效率，也可以保证工作流的流畅性。在作业编排时需要注意的优化点有以下几点：
1）基于时间为数据集文件命名。由于大数据治理经常涉及有关数据生命周期管理部
分，许多数据处理操作都与时间相关，当使用时间来确定数据集所在路径时，无论是输入
数据集还是输出数据集，不但可以方便检索，也能够保证前后工作流顺畅运行。
2）选择最优 JMS 消息服务器。Falcon 内部自动生成系统通知，并用于监控 Falcon 编
排的工作流作业。默认情况下，Apache Falcon 启动 Falcon 机器上端口号为 61616 的 ActiveMQ
嵌入式 JMS 服务器作为守护程序。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已有的 JMS 消息服务
器来代替。代替步骤如下所示：
在 startup.properties 配置文件中如下修改代理链接地址。
*.broker.url=tcp://jms-server-host:61616

或者在启动 Falcon 进程时添加参数项：-Dfalcon.embeddedmq=false。
3）确保 Falcon 实体标题名称与 JMS 消息 Topic 一致。为了保证之后数据血统追踪以
及用户的消息消费能够与工作流实体相对应，用户可以直接从 JMS 代理获取实体执行状
态。 在 一 段 时 间（默 认 3 天） 后，JMS 消 息 会 被 Falcon JMS 管 理 服 务 自 动 清 除。 可 以 在
Falcon 的 startup.properties 文件中配置 JMS 消息的 TTL（生存时间）。

3.5

Apache Falcon 应用举例

3.5.1

InMobi 基于 Falcon 的数据治理

2015 年 1 月，Apache 基金会宣布 Apache Falcon 项目通过了孵化阶段，目前已经成为
基金会的顶级项目，这个项目是由 InMobi 公司开源的。InMobi 于 2007 年在印度的班加罗
尔建立，现在是印度最大的移动广告公司，全球第二大移动广告公司，全球最大的独立移
动广告网络。InMobi 公司对 Falcon 的应用是最早的，Falcon 最先由 InMobi 公司应用。在
升级成为顶级项目之前，Apache Falcon 已经在多个行业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包括广告、
医疗、移动应用等，而 InMobi 是该平台的最大用户之一。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呢？在 2011 年年末，InMobi 团队通过构建数据和数据处理管道
来分析移动广告数据。InMobi 的广告业务每天有超过 100 亿的事件到达。对这些事件进行
分析、报告和推断，使得 InMobi 的广告在合适的时间推送给合适的人是 InMobi 的开发人
员所要做的事情。面对如此大量的事件，InMobi 仅仅广告业务的处理就拥有 200 多个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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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数据管道和不同的数据源。随着移动端广告惊人的增长，他们意识到他们必须迅速地
改变现有的管道，并铺设新的管道。随着业务的复杂度的增加，他们想到要简化管理和操
作这些管道，只需要将数据处理管道中的共同的需求抽象出来并构成一个平台即可。所以
InMobi 的研发人员开发了一个数据生命周期管理框架，也就是现在成为 Apache 顶级项目
的 Falcon。
在 InMobi 的业务中，对客户的行为进行分析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比如对于用户对广
告的点击、广告的转化率等。当时 InMobi 遇到了一个难题，他们想要对全球的数据进行分
析，他们希望不仅是存储一两个来源的部分交易，而是希望能够获取和保存尽可能多的不
同来源的交易，以便有选择、有针对性地投放广告。InMobi 一个大洲原先有几百个数据源
来源，对这些数据源的数据进行管理已经很麻烦了，如果推广到全球的数据，他们已有的
框架已经不能够再支撑他们的业务了。而且在扩大他们的业务之后，客户每小时产生的点
击流数据达到数百 MB，每月增加的数据达数十亿行。InMobi 公司分析每个广告的布置并
确定点击率和转换率。在展示文件和点击文件存储在多个不同的数据源的情况下，机构没
有方法来将产生的不同的数据快速地上传到 Hadoop，所以他们必须对不同的数据源制定不
同的上传策略。但是对于海量的数据以及众多的数据来源，现有的解决方案已经显得捉襟
见肘了，这个时候他们自己研发的 Falcon 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数据治理框架 Falcon 帮助 InMobi 公司快速处理海量数据，跟上市场瞬息万变的节奏，
其通过制定多个工作流组合分析来定位其广告的点击量，并改善其用户体验，尤其是针对
高价值客户进行这些工作。在使用 Falcon 进行数据生命周期的管理，并使用 Falcon 定义不
同的工作流之后，数据的上传以及数据流的处理变得简单了，工程师们只需要专注于业务
的分析，而不用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构建不同的工作流。正是因为 Falcon 对公司广告业务的
提升，InMobi 公司仅仅一季度之后其广告的营收就增加了 10%。
现 在 随 着 开 源 社 区 对 Falcon 的 完 善，InMobi 对 Apache Falcon 的 应 用 已 经 深 入 到 其
业 务 的 各 个 方 面。 今 天，400 多 个 管 道 和 2000 多 feed 构 成 了 InMobi 移 动 数 据 分 析 的 主
要部分。InMobi 在部署如此多的管道时也遇到了麻烦，即如何保证管道在部署到生产环
境之前的正确性。对于管道的测试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案，但是现在对于管道的测试
是烦琐的。为了测试这些管道，需要先在 QA 环境中部署 Apache Hadoop、Apache Oozie
（scheduler）和 Apache Falcon。InMobi 在测试这些管道时遇到了许多的问题。为了解决这
些问题，InMobi 自己对开源的 Apache Falcon 进行了个性化的改进，该公司现在所使用的
Falcon 是由该公司的工程师对 Apache Falcon 进行改进之后的版本。
Apache Falcon 起源于 InMobi 公司，并由其开源，后来经过 Apache 社区人们的努力，
使得这项技术进入大众视野，造福全球。Apache Falcon 通过建立一系列的管道来使得数
据的处理变得简单，对于一个工作流只需要对实体、feed 等进行声明，大大简化了开发流
程。这正是 Apache Falcon 平台最大的特点，它本身只维护依赖关系，而并不做任何繁重的
工作。虽然 Apache Falcon 的主要作用不是以最终的形式直观地展现，但是它对于整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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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oop 平台进行数据分析的业务带来了巨大的提升。

3.5.2

Expedia 基于 Falcon 的数据治理

Expedia 作为全球最大的在线旅游公司，于 2007 年通过与艺龙的合作正式进入中国市
场，现有业务部门遍及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以及西班牙。
TripAdvisor 是 Expedia 旗下品牌，目前是全球最大的旅游社区，在酒店和景点点评服务上
拥有绝对领导性地位。Expedia 网站提供机票预定、租车公司，以及全球超过 3000 个地点
的旅馆及超值优惠的房价，旅馆的详细信息也可于线上浏览。旅客只要输入心中理想价位
与地区等，在最短的时间内，即可得到最及时且准确的报价。
说到 Expedia 和 Apache Falcon 之间的关系，Falcon 成为顶级项目之前，Expedia 就已
经开始大规模的使用 Falcon 进行数据管理了。当时 Expedia 的发展非常快，其数据被存储
在多个系统上，Expedia 的业务又非常多，而且业务之间交叉较多，通常一个业务所需要用
到的业务源达到了 5 个之多，对于数据的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此时 Falcon 进入了他们的
视线。Apache Falcon 是一个面向 Hadoop 的、新的数据处理和管理平台，设计用于数据移
动、数据管道协调、生命周期管理和数据发现。它使终端用户可以快速地将他们的数据及
其相关的处理和管理任务“上载（onboard）”到 Hadoop 集群。Expedia 通过调研发现，在
Apache Falcon 中，“基础设施端点（infrastructure endpoint）”、数据集（也称 feed）、处理规
则均是声明式的。这种声明式配置显式定义了实体之间的依赖关系。这也是该平台的一个
特点，它本身只维护依赖关系，而并不做任何繁重的工作。所有的功能和工作流状态管理
需求都委托给工作流调度程序来完成。这正是 Expedia 工程师所要寻找的。
Expedia 引进了 Falcon 平台，通过 Falcon，他们将 Hadoop 环境中的各种数据和处理数
据的规则进行了整合，使数据和数据的使用规则之间建立了联系。在 Expedia 内部，工程
师们将 HDFS 上的数据进行了整合，Hadoop、Hive、HBase 上的数据都被关联起来。“这是
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平台，它完美地解决了我们公司由于业务的发展而产生的问题。”时任
Expedia 首席技术官的 Pierre Samec 当时这样表示。最为重要的是，通过 Falcon，Expedia
公司构建了数据湖，在数据湖中，不同种类的数据汇聚到一起，Expedia 通过数据湖对公司
的业务提供了实时的分析，最为典型的就是对用户关注最热的地区进行实时分析，并为该
地区的旅行项目提供广告支持，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并有针对性地对客户投放广告。通过
这项技术，该公司的广告营业收入在应用当月就得到了相当大的提升。不仅仅是实时的分
析，对于其他的 BI 分析，Falcon 也提供了巨大的帮助。通过 Falcon，Expedia 技术团队也
构建了一个复杂的管道，这些管道如果仅仅使用 Apache Oozie 将会造成巨大的工作量，甚
至可能难以完成。
在数据治理的安全方面，Expedia 公司有很高的要求，因为 Expedia 直接面向用户提供
服务，所以对于数据的安全管理是 Expedia 选择 Falcon 的原因之一。Falcon 在安全方面也
为 Expedia 提供了巨大的帮助，Falcon 在传输层面提供了安全保证，以确保数据的保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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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完整性，对于 Expedia 这种大型的互联网公司来说，安全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Falcon
提供了简单的安全认证和 Kerberos 这两种安全认证方式。在简单的认证方式下，Falcon 的
使用安全不能得到保证，但是 Expedia 使用的是 Kerberos 集成的 Apache Falcon 服务。通过
ACL（访问控制表），Expedia 为不同的用户组提供了不同的权限，完美地解决了数据访问权
限管理的问题。Expedia 的用户较多，提供的服务也很多，所以数据的安全性需要得到保障，
正是 Falcon 的安全机制，使得 Expedia 的数据管理得到了质的提升。
现阶段，Falcon 越来越成熟，可以被应用到更多方面，这正是使用 Falcon 平台的公司
不断推进的结果。Expedia 的数据存储在 HDFS 相关的平台上，所以在对数据进行管理时，
Falcon 对 Hive 等平台的支持尤为重要，Expedia 通过自己的力量也促进了 Falcon 对 Hive 的
集成。Expedia 公司不仅将 Falcon 应用到了其公司的业务中，还推动着 Falcon 的发展。正
是这些使用 Falcon 的公司活跃在开源社区，对 Falcon 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3.6

本章小结
通过这一章节，我们接触了大数据生命周期以及数据管道管理工具 Apache Falcon，了

解了 Falcon 的原理架构以及工作流编排过程。对于从不同数据源采集数据至“数据湖（data
lake）”，到对“数据湖”的数据管道管理，乃至对数据处理操作作业，Apache Falcon 都是
目前最为成熟的模块。而如果单独使用 Oozie 来调度任务的话，工作量和工作复杂度都十
分庞大。
目前 Apache Falcon 已经在一些领域有了成功案例，主要是在医疗以及通信等需要大规
模数据治理的行业。然而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发展，信息孤岛以及信息安全危机等问题日益
严重，大数据治理的重要性也愈加显现出来，而在那个时候，Apache Falcon 也一定会随着
开源社区的开发，得到广泛关注与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