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集群及开发环境搭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学习和研究一门技术之前，需要做一些必要的准备，比
如搭建和使用 Hadoop 集群。由于 Hadoop 是一个分布式系统，具有相当程度的复杂性，
所以对于 Hadoop 相关的项目开发，仅仅掌握以上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在笔者看来还需要
掌握 Hadoop 生态圈中其他套件的集成与使用，这样才能在 Hadoop 项目开发中游刃有余。
本章的知识都是 Hadoop 基础，学习起来会非常轻松。本章将介绍如何搭建一个高可
用的 Hadoop 集群，内容包含 Hadoop 2.7 版本的安装、Zookeeper 套件的集成和 Hadoop 应
用程序的运行等。
本书的所有演示环境都是基于分布式环境进行的，所以本章内容也是基于分布式环境
基础上的。

1.1

环境准备

现如今，大部分企业在测试和生产环境中所使用的服务器操作系统均是基于 Linux 操
作系统。考虑到 Linux 操作系统的市场占有率，Hadoop 设计之初便是以 Linux 操作系统为
前提，因而其在 Linux 操作系统中具有完美的支持。
Hadoop 的源代码是基于 Java 语言编写的。虽然 Java 语言具有跨平台的特性，但由于
Hadoop 的部分功能对 Linux 操作系统有一定依赖，因而 Hadoop 对其他平台（如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兼容性不是很好。
本节以 64 bit CentOS（Community Enterprise Operating System，社区企业操作系统，是
Linux 发行版之一）的 6.6 版本为例，介绍如何在 Linux 操作系统下完成基础软件的配置与部署。

1.1.1

基础软件下载

由于 Hadoop 采用的开发语言是 Java 编程语言，所以搭建 Hadoop 集群的首要任务是
先安装 Java 语言的基础开发包 Java Development Kit（简称 JDK）。
本书选择的 JDK 版本是 Oracle 官方的 JDK 8，版本号为 8u144，如图 1-1 所示。
这里选择 rpm 安装包和 tar.gz 安装包均可。本书选择的是 x64.tar.gz 安装包，版本信
息与下载地地址如表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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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表 1-1
软

版本信息与下载地址
下载地址

推荐版本

JDK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javase/downloads/index.html

1.8

CentOS

https://www.centos.org/download/

6.6

1.1.2

件

JDK 下载预览

准备 Linux 操作系统

本节主要讲述 Linux 操作系统的选择，以及 JDK 环境的安装配置。
如今，市场上 Linux 操作系统的版本有很多，如 RedHat、Ubuntu、CentOS 等。本书选
择的操作系统是基于 64bit CentOS 6.6 类型的，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取合适的 Linux
操作系统，这个对学习本书的影响不大。CentOS 6.6 安装包下载预览图，如图 1-2 所示。
这里选择 64 bit CentOS 6.6 的镜像文件进行下载。

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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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装配置JDK
由于 CentOS 操作系统会自带 OpenJDK 环境，在安装 Oracle 官网下载的 JDK 版本之
前，需要先检查 CentOS 操作系统中是否存在 OpenJDK 环境，如果存在，则需先行卸载自
带的 JDK 环境，具体步骤如下：
（1）卸载 CentOS 操作系统自带的 JDK 环境（如果系统自带的 JDK 环境不存在，可
跳过此步骤）。
# 查找 Java 安装依赖库
[hadoop@nna ~]$ rpm -qa | grep Java
# 卸载 Java 依赖库
[hadoop@nna ~]$ yum -y remove Java*

（2）将下载的 JDK 安装包解压缩到指定目录下（可自行指定），详细操作命令如下：
# 解压 JDK 安装包到当前目录
[hadoop@nna ~]$ tar -zxvf jdk-8u144-linux-x64.tar.gz
# 移动 JDK 到/data/soft/new 目录下，并改名为 jdk
[hadoop@nna ~]$ mv jdk-8u144-linux-x64 /data/soft/new/jdk

（3）编辑环境变量，具体操作命令如下：
# 打开全局环境变量配置文件
[hadoop@nna ~]$ vi /etc/profile
# 添加具体内容如下
export JAVA_HOME=/data/soft/new/jdk
export $PATH:$JAVA_HOME/bin
# 编辑完成后保存并退出

（4）保存刚刚编辑完成后的文件，若要配置的内容立即生效，则执行如下命令：
# 使用 source 或者英文点(.)命令，立即生效配置文件
[hadoop@nna ~]$ source /etc/profile

（5）验证安装的 JDK 环境是否成功，具体操作命令如下：
# Java 语言版本验证命令
[hadoop@nna ~]$ java –version

如果操作终端上显示对应的 JDK 版本号，即可认为 JDK 环境配置成功。
2．同步安装包
将该节点（这里将每台服务器称为“Hadoop 集群中的某一个节点”，后续章节中都
以“节点”来称呼服务器）上的 JDK 安装包，使用 Linux 同步命令传输到其他节点上，具
体操作命令如下：
# Linux 传输命令（将 nna 节点的 JDK 文件复制到 nns 节点）
[hadoop@nna ~]$ scp –r /data/soft/new/jdk hadoop@nns:/data/soft/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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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安装 Hadoop

由于本书通篇都是基于分布式环境来演示和讲解的，所以安装 Hadoop 集群需要准备
至少 5 台虚拟机或者物理机。
本节将介绍如何在 Linux 系统环境下搭建基础的 Hadoop 集群，其内容包含基础环境
的配置、Hadoop 集群核心文件的配置及验证集群搭建成功后的效果等。

1.2.1

基础环境配置

在搭建 Hadoop 集群之前，需要确保 5 台基于 Linux 系统的节点已准备就绪。本书的
Hadoop 集群的硬件配置如表 1-2 所示。
表 1-2
主

机
nna

名

角

Hadoop集群硬件配置表

色

NameNode Active

内

存
2GB

CPU
2核

nns

NameNode Standby

2GB

2核

dn1

DataNode

1GB

1核

dn2

DataNode

1GB

1核

dn3

DataNode

1GB

1核

提示：由于是在学习阶段，在硬盘选择方面可以不用纠结 TB 级别容量或是 PB 级别容
量，一般来说，1TB 的硬盘容量足够我们学习完本书的所有内容了。
1．创建Hadoop账号
在搭建 Hadoop 集群环境时，不推荐使用 root 账号来操作，可以创建一个 Hadoop 账
号用来专门管理集群环境。
创建 Hadoop 账号的过程均在 root 账号下完成，具体创建命令如下：
# 创建名为 hadoop 的账号
[root@nna ~]# useradd hadoop
# 给名为 hadoop 的账号设置密码
[root@nna ~]# passwd hadoop

然后根据系统提示，设置账号登录密码；接着给 Hadoop 账号设置免密码登录权限，
当然也可以自行添加其他权限，操作命令内容如下：
# 给 sudoers 文件赋予写权限
[root@nna ~]# chmod +w /etc/sudo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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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 sudoers 文件并进行编辑
[root@nna ~]# vi /etc/sudoers
# 在 sudoers 文件中添加以下内容
hadoop ALL=(root)NOPASSWD:ALL
# 最后保存内容后退出，并取消 sudoers 文件的写权限
[root@nna ~]# chmod –w /etc/sudoers

2．安装Java环境——JDK
在 1.1.2 节中已经介绍了 JDK 的详细安装过程，不清楚的读者可以返回该节内容再看
一遍，这里笔者不再赘述。
3．配置hosts系统文件
本书的集群中所有节点的 hosts 配置都是相同的（推荐这样配置），用别名取代 IP，
这样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方便操作与配置，具体配置 hosts 文件的命令如下：
# 打开 hosts 文件
[hadoop@nna ~]$ vi /etc/hosts
# 然后在 hosts 文件中添加以下内容
10.211.55.5 nna
10.211.55.6 nns
10.211.55.7 dn1
10.211.55.8 dn2
10.211.55.9 dn3
# 编辑完成后，保存并退出

完成该节点 hosts 文件的编辑后，接下来可以使用 scp 命令将 nna 节点的 hosts 文件分
发到其他节点，具体操作命令如下：
# 这里以传输到 nns 节点为示例
[hadoop@nna ~]$ scp /etc/hosts hadoop@nns:/etc

4．安装SSH
（1）创建密钥
Hadoop 集群需要保证各个节点互相通信，这里需要用到 SSH，具体安装步骤及操作
命令如下：
# 生成该节点的私钥和公钥
[hadoop@nna ~]$ ssh-keygen –t rsa

在输入上述命令后，下面的操作非常简单，只需要按键盘上的回车键，不用设置任何
信息，命令操作结束后会在~/.ssh/目录下生成对应的私钥和公钥等文件。
（2）认证授权
接下来将公钥(id_rsa.pub)文件中的内容追加到 authorized_keys 文件中即可，具体操作
内容如下：
# 将公钥（id_rsa.pub）文件内容追加到 authorized_keys 中
[hadoop@nna ~]$ cat ~/.ssh/id_rsa.pub >> ~/.ssh/authorized_k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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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件赋权
需要注意的是，在 hadoop 账号下，需要给 authorized_keys 文件赋予 600 权限，否则
由于权限限制会导致免密码登录失败，权限操作命令如下：
# 赋予 600 权限
[hadoop@nna ~]$ chmod 600 ~/.ssh/authorized_keys

（4）其他节点创建密钥
在其他 Hadoop 集群节点下，通过使用 hadoop 账号登录，使用 ssh-keygen –t rsa 命令，
生成对应的公钥，然后将各个节点的公钥（id_rsa.pub）文件中的内容追加到 nna 节点的
authorized_keys 中。
最后，在完成所有节点的公钥追加之后，将 nna 节点下的 authorized_keys 文件通过 scp
命令，分发到其他节点的 hadoop 账号的~/.ssh/目录下，详细操作命令如下：
# 这里以分发到 nns 节点为例子
[hadoop@nna ~]$ scp ~/.ssh/authorized_keys hadoop@nns:~/.ssh/

完成所有节点的分发任务后，接下来可以使用 ssh 命令进行互相登录，验证是否能够
实现免密码登录，具体命令如下：
# 以从 nna 节点免密码登录 nns 节点为例子
[hadoop@nna ~]$ ssh nns

提示：如果在登录的过程中，没有收到系统提示需要输入密码，即表示免密码登录配置
成功。反之，即表示配置失败，需要读者核对配置步骤是否和本书一致。
各个节点的 SSH 关系分布如图 1-3 所示。

图 1-3

各节点 SSH 关系分布图

5．关闭防火墙（或端口限制）
由于 Hadoop 集群各个节点之间需要进行通信（Hadoop RPC 机制），因而需要监听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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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对应的端口。我们在学习阶段，可以将各个节点的防火墙直接关闭，因此本书所演示的
环境都是直接将防火墙关闭了，具体操作命令如下：
# 关闭防火墙
[hadoop@nna ~]$ chkconfig iptables off

然后输入以下命令验证系统的防火墙是否均已关闭：
# 验证防火墙状态命令
[hadoop@nna ~]$ chkconfig iptables --list

关闭防火墙预览，结果如图 1-4 所示。

图 1-4

关闭防火墙预览

注意：如果用于生产环境，直接关闭防火墙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可以通过配置防火墙的
过滤规则，即将 Hadoop 集群需要监听的端口配置到防火墙接受的规则当中。
6．修改时区
Hadoop 集群的各个节点上的时间如果不同步，会出现启动异常或者其他异常，这里
可以将时间统一设置为 Shanghai 时区，具体操作命令如下：
# 这里以 nns 节点为例子，其他节点操作相同
[hadoop@nna ~]$ cp /usr/share/zoneinfo/Asia/Shanghai /etc/localtime
# 提示是否覆盖，输入 yes 表示确认覆盖文件
cp: overwrite `/etc/localtime'? yes
# 修改为中国的东八区
[hadoop@nna ~]$ vi /etc/sysconfig/clock
# 添加以下内容
ZONE="Asia/Shanghai"
UTC=false
ARC=false

1.2.2

Zookeeper 部署

Zookeeper 是一个分布式、开源的协调服务。本书的 Zookeeper 版本是基于 3.4.6 版本，
它在本书中充当的角色包含有——同步锁、HA 方案及 Leader 的选举方案等。
本节将介绍 Zookeeper 集群的安装、启动，以及验证集群的状态等内容。
1．安装
（1）下载 Zookeeper 安装包
在 Apache 的官网找到 Project 模块下的 Zookeeper 项目，然后选择 3.4.6 版本安装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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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下载，下载完成后将安装包解压到指定的位置。本书所有的安装包都会解压到
/data/soft/new 目录下。
（2）解压安装包
当安装包下载完成后，需要对安装包进行解压和重命名，具体操作命令如下：
# 解压文件命令
[hadoop@nna ~]$ tar –zxvf zookeeper-3.4.6.tar.gz
# 重命名 zookeeper-3.4.6 文件夹为 zookeeper
[hadoop@nna ~]$ mv zookeeper-3.4.6 zookeeper
# 创建状态数据存储文件夹
[hadoop@nna ~]$ mkdir –p /data/soft/new/zkdata

（3）配置 zoo.cfg 文件
启动 Zookeeper 集群之前，需要配置 Zookeeper 集群信息，读者可以将 Zookeeper 安
装目录下的 conf/zoo_sample.cfg 文件重命名为 zoo.cfg，最后编辑 zoo.cfg 文件，内容如下：
# 配置需要的属性值
# zookeeper 数据存放路径地址
dataDir=/data/soft/new/zkdata
# 客户端端口号
clientPort=2181
# 各个服务节点地址配置
server.1=dn1:2888:3888
server.2=dn2:2888:3888
server.3=dn3:2888:3888

（4）配置注意事项
这里有一个小细节需要注意，在配置的 dataDir 目录下需要创建一个 myid 文件，在该
文件里面写入一个 0～255 之间的整数，每个 Zookeeper 节点上这个文件中的数字应是唯
一的。本书的这些数字从 1 开始，依次对应每个 DataNode 节点。
（5）细节操作描述
文 件 中 的 数 字 要 与 DataNode 节 点 下 Zookeeper 配 置 的 数 字 保 持 一 致 ， 如
server.1=dn1:2888:3888，那么 dn1 节点下的 myid 配置文件应该填写数字 1。在 dn1 节点上
的 Zookeeper 环境配置完成后，接下来可以使用 scp 命令将其传输到其他节点上，具体命
令如下：
# 同步 dn1 节点上的 zookeeper 文件到其他节点
[hadoop@dn1 ~]$ scp –r zookeeper-3.4.6 hadoop@dn2:/data/soft/new/
[hadoop@dn1 ~]$ scp –r zookeeper-3.4.6 hadoop@dn3:/data/soft/new/
# 同步 dn1 节点中的 myid 文件
[hadoop@dn1 ~]$ scp –r myid hadoop@dn2:/data/soft/new/zkdata
[hadoop@dn1 ~]$ scp –r myid hadoop@dn3:/data/soft/new/zkdata

完成文件传输后，将 dn2 节点和 dn3 节点中的 myid 文件中的数字分别修改为 2 和 3。
2．环境变量配置
这里可以对 Zookeeper 做全局的环境变量配置，这样做的好处不言而喻，可以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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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 Zookeeper 脚本，不用切换到 Zookeeper 的 bin 目录下再操作，具体操作命令如下：
# 配置环境变量
[hadoop@dn1 ~]$ vi /etc/profile
# 配置 zookeeper 全局变量
export ZK_HOME=/data/soft/new/zookeeper-3.4.6
export PATH=$PATH: $ZK_HOME/bin
# 保存编辑内容并退出

如果要让刚刚配置的环境变量立即生效，可以使用以下命令：
# 使环境变量立即生效
[hadoop@dn1 ~]$ source /etc/profile

在完成 dn1 节点的环境变量配置后，可以使用 scp 命令将 profile 文件分发到 dn2 节点
和 dn3 节点上，详细操作命令如下：
# 分发 dn1 节点的 profile 文件到其他节点上
[hadoop@dn1 ~]$ scp /erc/profile hadoop@dn2:/etc/
[hadoop@dn1 ~]$ scp /erc/profile hadoop@dn3:/etc/

最后，完成上述命令后，切换到 dn2 节点和 dn3 节点并输入以下命令使之立即生效，
具体操作命令如下：
# 使环境变量立即生效
[hadoop@dn2 ~]$ source /etc/profile
[hadoop@dn3 ~]$ source /etc/profile

3．启动
在各个 DataNode 节点上安装并配置好 Zookeeper 后，接下来可以在各个节点上启动
Zookeeper 服务进程，具体操作命令如下：
# 在不同的节点上启动 zookeeper 服务进程
[hadoop@dn1 ~]$ zkServer.sh start
[hadoop@dn2 ~]$ zkServer.sh start
[hadoop@dn3 ~]$ zkServer.sh start

4．验证
完成启动命令后，在终端中输入 jps 命令，若显示 QuorumPeerMain 进程名称，即表
示服务进程启动成功，当然，也可以使用 Zookeeper 的状态命令来查看：
# Zookeeper 状态命令
[hadoop@dn1 ~]$ zkServer.sh status
[hadoop@dn2 ~]$ zkServer.sh status
[hadoop@dn3 ~]$ zkServer.sh status

在 Zookeeper 集群运行正常的情况下，3 个节点中会选举出一个 leader 和两个 follower。

1.2.3

Hadoop 部署

本书所使用的 Hadoop 版本是 Hadoop 2.7。在部署 Hadoop 集群时，需要配置其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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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配置文件不多，都是一些比较简单且易理解的文件，阅读完本节内容后，读者完全
可以自行独立完成配置，所需配置的文件如下：
core-site.xml hdfs-site.xml map-site.xml yarn-site.xml hadoop-env.sh yarn-env.sh
对于 Hadoop 集群的分布式文件存储系统（HDFS）的存放路径、数据备份、统一资源
标识符等配置项，均在上述配置文件中设置完成。本节将为大家介绍各个文件的配置内容
及各个配置项所代表的含义。
这里将 Hadoop 集群所需要的环境变量配置到/etc/profile 文件中，配置 Hadoop 集群的
环境变量的具体命令如下：
# 添加 Hadoop 集群环境变量
export HADOOP_HOME=/data/soft/new/hadoop
export PATH=$PATH:$HADOOP_HOME
# 保存追加内容并退出

在完成 Hadoop 集群所需环境变量的配置后，可以输入以下命令使刚刚配置的环境变
量立即生效，具体操作命令如下：
# 使刚刚配置的 Hadoop 环境变量立即生效
[hadoop@nna ~]$ source /etc/profile

如果需要验证 Hadoop 环境变量是否配置成功，则可以在终端输入以下命令：
# 显示 Hadoop 环境变量
[hadoop@nna ~]$ echo $HADOOP_HOME

若在终端中显示对应的配置路径信息，则可认定该 Hadoop 环境变量配置成功。接下
来开始配置各个核心文件所需配置的内容。
1．core-site.xml（配置Service的URI地址、Hadoop集群临时目录等信息）
在配置 Hadoop 的临时目录、分布式文件系统服务地址、序列文件缓冲区大小等属性
值时，可以通过 core-site.xml 文件进行设置，详细配置内容见代码 1-1。
代码1-1

核心配置文件（core-site.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configuration>
<!-指定分布式文件存储系统（HDFS）的 NameService 为 cluster1，是 NameNode 的 URI
-->
<property>
<name>fs.defaultFS</name>
<value>hdfs://cluster1</value>
</property>
<!-用于序列文件缓冲区的大小，这个缓冲区的大小可能是硬件页面大小的倍数，它决定了在读写
操作期间缓冲了多少数据
-->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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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io.file.buffer.size</name>
<value>131072</value>
</property>
<!-- 指定 hadoop 临时目录 -->
<property>
<name>hadoop.tmp.dir</name>
<value>/data/soft/new/tmp</value>
</property>
<!--指定可以在任何 IP 访问 -->
<property>
<name>hadoop.proxyuser.hadoop.hosts</name>
<value>*</value>
</property>
<!--指定所有账号可以访问 -->
<property>
<name>hadoop.proxyuser.hadoop.groups</name>
<value>*</value>
</property>
<!-- 指定 ZooKeeper 地址 -->
<property>
<name>ha.zookeeper.quorum</name>
<value>dn1:2181,dn2:2181,dn3:2181</value>
</property>
</configuration>

2．hdfs-site.xml（配置Hadoop集群的HDFS别名、通信地址、端口等信息）
在配置 Hadoop 集群的分布式文件系统别名、通信地址、端口信息，以及访问集群健
康状态、文件存储详情页面地址等属性时，可以通过配置 hdfs-site.xml 文件来进行设置，
详细配置内容见代码 1-2。
代码1-2

核心配置文件（hdfs-site.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configuration>
<!-指定 HDFS 的 NameService 为 cluster1，需要和 core-site.xml 中的保持一致
-->
<property>
<name>dfs.nameservices</name>
<value>cluster1</value>
</property>
<!-- cluster1 下面有两个 NameNode，分别是 nna 节点和 nns 节点 -->
<property>
<name>dfs.ha.namenodes.cluster1</name>
<value>nna,nns</value>
</property>
<!-- nna 节点的 RPC 通信地址 -->
<property>
<name>dfs.namenode.rpc-address.cluster1.nna</name>
<value>nna:9000</value>
</property>
<!-- nns 节点的 RPC 通信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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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
<name>dfs.namenode.rpc-address.cluster1.nns</name>
<value>nns:9000</value>
</property>
<!-- nna 节点的 HTTP 通信地址 -->
<property>
<name>dfs.namenode.http-address.cluster1.nna</name>
<value>nna:50070</value>
</property>
<!-- nns 节点的 HTTP 通信地址 -->
<property>
<name>dfs.namenode.http-address.cluster1.nns</name>
<value>nns:50070</value>
</property>
<!-- 指定 NameNode 的元数据在 JournalNode 上的存放位置 -->
<property>
<name>dfs.namenode.shared.edits.dir</name>
<value>
qjournal://dn1:8485;dn2:8485;dn3:8485/cluster1
</value>
</property>
<!-- 配置失败自动切换实现方式 -->
<property>
<name>dfs.client.failover.proxy.provider.cluster1</name>
<value>
org.apache.hadoop.hdfs.server.namenode.ha.ConfiguredFailoverProxyProvider
</value>
</property>
<!-- 配置隔离机制 -->
<property>
<name>dfs.ha.fencing.methods</name>
<value>sshfence</value>
</property>
<!-- 使用隔离机制时需要 ssh 免密码登录 -->
<property>
<name>dfs.ha.fencing.ssh.private-key-files</name>
<value>/home/hadoop/.ssh/id_rsa</value>
</property>
<!-- 指定 NameNode 的元数据在 JournalNode 上的存放位置 -->
<property>
<name>dfs.journalnode.edits.dir</name>
<value>/data/soft/new/tmp/journal</value>
</property>
<!--指定支持高可用自动切换机制 -->
<property>
<name>dfs.ha.automatic-failover.enabled</name>
<value>true</value>
</property>
<!--指定 NameNode 名称空间的存储地址 -->
<property>
<name>dfs.namenode.name.dir</name>
<value>/data/soft/new/dfs/name</value>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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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 DataNode 数据存储地址 -->
<property>
<name>dfs.datanode.data.dir</name>
<value>/data/soft/new/dfs/data</value>
</property>
<!-- 指定数据冗余份数 -->
<property>
<name>dfs.replication</name>
<value>3</value>
</property>
<!-- 指定可以通过 Web 访问 HDFS 目录 -->
<property>
<name>dfs.webhdfs.enabled</name>
<value>true</value>
</property>
<!-- 保证数据恢复，通过 0.0.0.0 来保证既可以内网地址访问，也可以外网地址访问 -->
<property>
<name>dfs.journalnode.http-address</name>
<value>0.0.0.0:8480</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dfs.journalnode.rpc-address</name>
<value>0.0.0.0:8485</value>
</property>
<!-通过 ZKFailoverController 来实现自动故障切换
-->
<property>
<name>ha.zookeeper.quorum</name>
<value>dn1:2181,dn2:2181,dn3:2181</value>
</property>
</configuration>

3．map-site.xml（计算框架资源管理名称、历史任务访问地址等信息）
在配置 Hadoop 计算任务托管的框架名称、历史任务访问地址等信息时，可以通过 mapsite.xml 文件进行配置，详细配置内容见代码 1-3。
代码1-3

核心配置文件（map-site.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configuration>
<!-计算任务托管的资源框架名称
-->
<property>
<name>mapreduce.framework.name</name>
<value>yarn</value>
</property>
<!-配置 MapReduce JobHistory Server 地址，默认端口 10020
-->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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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mapreduce.jobhistory.address</name>
<value>0.0.0.0:10020</value>
</property>
<!-配置 MapReduce JobHistory Server Web 地址，默认端口 19888
-->
<property>
<name>mapreduce.jobhistory.webapp.address</name>
<value>0.0.0.0:19888</value>
</property>
</configuration>

4．yarn-site.xml（配置资源管理器的相关内容）
Hadoop 的资源管理通过 YARN 来完成资源相关分配、作业的调度与监控及数据的共
享等。完成相关配置可以通过 yarn-site.xml 进行设置，详细配置内容见代码 1-4。
代码1-4

核心配置文件（yarn-site.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configuration>
<!-- RM（Resource Manager）失联后重新连接的时间 -->
<property>
<name>yarn.resourcemanager.connect.retry-interval.ms</name>
<value>2000</value>
</property>
<!-- 开启 Resource Manager HA，默认为 false -->
<property>
<name>yarn.resourcemanager.ha.enabled</name>
<value>true</value>
</property>
<!-- 配置 Resource Manager -->
<property>
<name>yarn.resourcemanager.ha.rm-ids</name>
<value>rm1,rm2</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ha.zookeeper.quorum</name>
<value>dn1:2181,dn2:2181,dn3:2181</value>
</property>
<!-- 开启故障自动切换 -->
<property>
<name>yarn.resourcemanager.ha.automatic-failover.enabled</name>
<value>true</value>
</property>
<!-- rm1 配置开始 -->
<!-- 配置 Resource Manager 主机别名 rm1 角色为 NameNode Active-->
<property>
<name>yarn.resourcemanager.hostname.rm1</name>
<value>nna</value>
</property>
<!-- 配置 Resource Manager 主机别名 rm1 角色为 NameNode Standby-->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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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yarn.resourcemanager.hostname.rm2</name>
<value>nns</value>
</property>
<!-在 nna 上配置 rm1，在 nns 上配置 rm2，将配置好的文件同步到其他节点上，但在 yarn 的
另一个机器上一定要修改
-->
<property>
<name>yarn.resourcemanager.ha.id</name>
<value>rm1</value>
</property>
<!-- 开启自动恢复功能 -->
<property>
<name>yarn.resourcemanager.recovery.enabled</name>
<value>true</value>
</property>
<!-- 配置与 zookeeper 的连接地址 -->
<property>
<name>yarn.resourcemanager.zk-state-store.address</name>
<value>dn1:2181,dn2:2181,dn3:2181</value>
</property>
<!--用于持久化 RM（Resource Manager 的简称）状态存储，基于 Zookeeper 实现 -->
<property>
<name>yarn.resourcemanager.store.class</name>
<value>org.apache.hadoop.yarn.server.resourcemanager.recovery.ZKRMS
tateStore
</value>
</property>
<!-- Zookeeper 地址用于 RM 实现状态存储，以及 HA 的设置-->
<property>
<name>yarn.resourcemanager.zk-address</name>
<value>dn1:2181,dn2:2181,dn3:2181</value>
</property>
<!-- 集群 ID 标识 -->
<property>
<name>yarn.resourcemanager.cluster-id</name>
<value>cluster1-yarn</value>
</property>
<!-- schelduler 失联等待连接时间 -->
<property>
<name>yarn.app.mapreduce.am.scheduler.connection.wait.interval-ms</name>
<value>5000</value>
</property>
<!-- 配置 rm1，其应用访问管理接口 -->
<property>
<name>yarn.resourcemanager.address.rm1</name>
<value>nna:8132</value>
</property>
<!-- 调度接口地址 -->
<property>
<name>yarn.resourcemanager.scheduler.address.rm1</name>
<value>nna:8130</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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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
<!-- RM 的 Web 访问地址 -->
<property>
<name>
yarn.resourcemanager.webapp.address.rm1
</name>
<value>nna:8188</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
yarn.resourcemanager.resource-tracker.address.rm1
</name>
<value>nna:8131</value>
</property>
<!-- RM 管理员接口地址 -->
<property>
<name>yarn.resourcemanager.admin.address.rm1</name>
<value>nna:8033</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yarn.resourcemanager.ha.admin.address.rm1</name>
<value>nna:23142</value>
</property>
<!-- rm1 配置结束 -->
<!-- rm2 配置开始 -->
<!-- 配置 rm2，与 rm1 配置一致，只是将 nna 节点名称换成 nns 节点名称 -->
<property>
<name>yarn.resourcemanager.address.rm2</name>
<value>nns:8132</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yarn.resourcemanager.scheduler.address.rm2</name>
<value>nns:8130</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yarn.resourcemanager.webapp.address.rm2</name>
<value>nns:8188</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yarn.resourcemanager.resource-tracker.address.rm2</name>
<value>nns:8131</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yarn.resourcemanager.admin.address.rm2</name>
<value>nns:8033</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yarn.resourcemanager.ha.admin.address.rm2</name>
<value>nns:23142</value>
</property>
<!-- rm2 配置结束 -->
<!-- NM（NodeManager 的简称）的附属服务，需要设置成 mapreduce_shuffle 才能运行
MapReduce 任务 -->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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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yarn.nodemanager.aux-services</name>
<value>mapreduce_shuffle</value>
</property>
<!-- 配置 shuffle 处理类 -->
<property>
<name>yarn.nodemanager.aux-services.mapreduce.shuffle.class</name>
<value>org.apache.hadoop.mapred.ShuffleHandler</value>
</property>
<!-- NM 本地文件路径 -->
<property>
<name>yarn.nodemanager.local-dirs</name>
<value>/data/soft/new/yarn/local</value>
</property>
<!-- NM 日志存放路径 -->
<property>
<name>yarn.nodemanager.log-dirs</name>
<value>/data/soft/new/log/yarn</value>
</property>
<!-- ShuffleHandler 运行服务端口，用于 Map 结果输出到请求 Reducer -->
<property>
<name>mapreduce.shuffle.port</name>
<value>23080</value>
</property>
<!-- 故障处理类 -->
<property>
<name>yarn.client.failover-proxy-provider</name>
<value>
org.apache.hadoop.yarn.client.ConfiguredRMFailoverProxyProvider
</value>
</property>
<!-- 故障自动转移的 zookeeper 路径地址 -->
<property>
<name>yarn.resourcemanager.ha.automatic-failover.zk-base-path</name>
<value>/yarn-leader-election</value>
</property>
<!-- 查看任务调度进度，在 nns 节点上需要将访问地址修改为 http://nns:9001 -->
<property>
<name>mapreduce.jobtracker.address</name>
<value>http://nna:9001</value>
</property>
<!--启动聚合操作日志 -->
<property>
<name>yarn.log-aggregation-enable</name>
<value>true</value>
</property>
<!--指定日志在 HDFS 上的路径 -->
<property>
<name>yarn.nodemanager.remote-app-log-dir</name>
<value>/tmp/logs</value>
</property>
<!-- 指定日志在 HDFS 上的路径 -->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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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yarn.nodemanager.remote-app-log-dir-suffix</name>
<value>logs</value>
</property>
<!-- 聚合后的日志在 HDFS 上保存多长时间，单位为秒，这里保存 72 小时 -->
<property>
<name>yarn.log-aggregation.retain-seconds</name>
<value>259200</value>
</property>
<!-- 删除任务在 HDFS 上执行的间隔，执行时候将满足条件的日志删除 -->
<property>
<name>yarn.log-aggregation.retain-check-interval-seconds</name>
<value>3600</value>
</property>
<!--RM 浏览器代理端口 -->
<property>
<name>yarn.web-proxy.address</name>
<value>nna:8090</value>
</property>
<!-- 配置 Fair 调度策略 -->
<property>
<description>
CLASSPATH for YARN applications. A comma-separated list
of CLASSPATH entries. When this value is empty, the following
default
CLASSPATH for YARN applications would be used.
For Linux:
HADOOP_CONF_DIR,
$HADOOP_COMMON_HOME/share/hadoop/common/*,
$HADOOP_COMMON_HOME/share/hadoop/common/lib/*,
$HADOOP_HDFS_HOME/share/hadoop/hdfs/*,
$HADOOP_HDFS_HOME/share/hadoop/hdfs/lib/*,
$HADOOP_YARN_HOME/share/hadoop/yarn/*,
$HADOOP_YARN_HOME/share/hadoop/yarn/lib/*
</description>
<name>yarn.application.classpath</name>
<value>/data/soft/new/hadoop/etc/hadoop,
/data/soft/new/hadoop/share/hadoop/common/*,
/data/soft/new/hadoop/share/hadoop/common/lib/*,
/data/soft/new/hadoop/share/hadoop/hdfs/*,
/data/soft/new/hadoop/share/hadoop/hdfs/lib/*,
/data/soft/new/hadoop/share/hadoop/yarn/*,
/data/soft/new/hadoop/share/hadoop/yarn/lib/*
</value>
</property>
<!-- 配置 Fair 调度策略指定类 -->
<property>
<name>yarn.resourcemanager.scheduler.class</name>
<value>
org.apache.hadoop.yarn.server.resourcemanager.scheduler.fair.FairSc
heduler
</value>
</property>
<!-- 启用 RM 系统监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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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
<name>yarn.resourcemanager.system-metrics-publisher.enabled</name>
<value>true</value>
</property>
<!-- 指定调度策略配置文件 -->
<property>
<name>yarn.scheduler.fair.allocation.file</name>
<value>/data/soft/new/hadoop/etc/hadoop/fair-scheduler.xml</value>
</property>
<!-- 每个 NodeManager 节点分配的内存大小 -->
<property>
<name>yarn.nodemanager.resource.memory-mb</name>
<value>1024</value>
</property>
<!-- 每个 NodeManager 节点分配的 CPU 核数 -->
<property>
<name>yarn.nodemanager.resource.cpu-vcores</name>
<value>1</value>
</property>
<!-- 物理内存和虚拟内存比率 -->
<property>
<name>yarn.nodemanager.vmem-pmem-ratio</name>
<value>4.2</value>
</property>
</configuration>

需要注意的是，在 Hadoop 2.7 社区版本中，如果配置 FairScheduler 调度策略，需要重新
修改 Hadoop 调度策略的源代码，官方提供了对应的补丁（patch）。修改 Hadoop 2.7 源代码
之后需要重新编译，或者使用笔者编译好的 JAR 包。具体的补丁下载地址如表 1-3 所示。
表 1-3
名称

补丁下载地址

下载地址

描述

Patch

https://issues.apache.org/jira/browse/YARN-5402

修 复 Hadoop 2.7 启 动 Fair
Scheduler异常

ResourceManager JAR

https://github.com/smartloli/game-x-m/src/
main/resources/patch

将Patch编译后的JAR包

5．fair-scheduler.xml（Hadoop FairScheduler调度策略配置文件）
Hadoop 使用 FairScheduler 作为调度策略，需要编辑 fair-scheduler.xml 文件，具体内
容见代码 1-5。
代码1-5

调度策略配置文件

<?xml version="1.0"?>
<allocations>
<queue name="root">
<!-- 默认队列 -->
<queue name="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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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许最大 App 运行数 -->
<maxRunningApps>10</maxRunningApps>
<!-- 分配最小内存和 CPU -->
<minResources>1024mb,1vcores</minResources>
<!-- 分配最大内存和 CPU -->
<maxResources>2048mb,2vcores</maxResources>
<!-- 调度策略 -->
<schedulingPolicy>fair</schedulingPolicy>
<weight>1.0</weight>
<aclSubmitApps>hadoop</aclSubmitApps>
<aclAdministerApps>hadoop</aclAdministerApps>
</queue>
<!-- 配置 Hadoop 用户队列 -->
<queue name="hadoop">
<!-- 允许最大 App 运行数 -->
<maxRunningApps>10</maxRunningApps>
<!-- 分配最小内存和 CPU -->
<minResources>1024mb,1vcores</minResources>
<!-- 分配最大内存和 CPU -->
<maxResources>3072mb,3vcores</maxResources>
<!-- 调度策略 -->
<schedulingPolicy>fair</schedulingPolicy>
<weight>1.0</weight>
<aclSubmitApps>hadoop</aclSubmitApps>
<aclAdministerApps>hadoop</aclAdministerApps>
</queue>
<!-- 配置 queue_1024_01 用户队列 -->
<queue name="queue_1024_01">
<!-- 允许最大 App 运行数 -->
<maxRunningApps>10</maxRunningApps>
<!-- 分配最小内存和 CPU -->
<minResources>1000mb,1vcores</minResources>
<!-- 分配最大内存和 CPU -->
<maxResources>2048mb,2vcores</maxResources>
<!-- 调度策略 -->
<schedulingPolicy>fair</schedulingPolicy>
<weight>1.0</weight>
<aclSubmitApps>hadoop,user1024</aclSubmitApps>
<aclAdministerApps>hadoop,user1024</aclAdministerApps>
</queue>
</queue>
<fairSharePreemptionTimeout>600000</fairSharePreemptionTimeout>
<defaultMinSharePreemptionTimeout>600000</defaultMinSharePreemption
Timeout>
</allocations>

6．hadoop-env.sh（Hadoop集群启动脚本添加JAVA_HOME路径）
# 设置 JAVA_HOME 路径
export JAVA_HOME=/data/soft/new/jdk
# 编辑完成后，保存并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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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yarn-env.sh（资源管理器启动脚本添加JAVA_HOME路径）
# 设置 JAVA_HOME 路径
export JAVA_HOME=/data/soft/new/jdk
# 编辑完成后，保存并退出

8．修改slaves文件（存放DataNode节点的文件）
在$HADOOP_HOME/etc/hadoop 目录下有个 slaves 文件，打开并添加以下内容，具体
操作命令如下：
# 编辑 slaves 文件
[hadoop@nna ~]$ vi $HADOOP_HOME/etc/hadoop/slaves
# 添加以下 DataNode 节点别名，一个节点别名占用一行，多个节点需换行追加
dn1
dn2
dn3
# 编辑完文件后，保存并退出

在完成 slaves 文件的编辑后，将 nna 节点上的 hadoop 文件夹分发到其他节点上，具
体实现命令如下：
# 使用 scp 命令传输到其他节点
[hadoop@nna ~]$ scp –r hadoop-2.6.0
[hadoop@nna ~]$ scp –r hadoop-2.6.0
[hadoop@nna ~]$ scp –r hadoop-2.6.0
[hadoop@nna ~]$ scp –r hadoop-2.6.0

hadoop@nns:~/
hadoop@dn1:~/
hadoop@dn2:~/
hadoop@dn3:~/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完成对各个节点的分发操作后，需记得在 nns 节点上将
yarn-site.xml 文件的 yarn.resourcemanager.ha.id 属性值修改为 rm2。
最后，还需要创建配置文件中需要的目录。下面以 nna 节点为例子创建 Hadoop 集群
所需要的目录，其他节点可以参考下面的脚本进行创建，具体实现命令如下：
# 创建 Hadoop 集群所需要的目录
[hadoop@nna ~]$ mkdir -p /data/soft/new/tmp
[hadoop@nna ~]$ mkdir -p /data/soft/new/tmp/journal
[hadoop@nna ~]$ mkdir -p /data/soft/new/dfs/name
[hadoop@nna ~]$ mkdir -p /data/soft/new/dfs/data
[hadoop@nna ~]$ mkdir -p /data/soft/new/yarn/local
[hadoop@nna ~]$ mkdir -p /data/soft/new/log/yarn

1.2.4

效果验证

在完成 Hadoop 核心文件的配置后，接着就可以去验证所配置的集群，其内容包含集
群的启动、集群的可用性测试和集群的高可用性等。
1．启动命令
Hadoop 集群服务的启动都有对应的 shell 脚本，使用比较简单，只需要运行相应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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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即可，读者可以通过阅读以下步骤来完成启动。
（1）进入到部署的 DataNode 节点，分别启动 Zookeeper 集群服务（如果在前面配置
Zookeeper 集群时启动过，则可跳过此步骤），具体操作命令如下：
# 启动 Zookeeper 服务
[hadoop@dn1 ~]$ zkServer.sh start
[hadoop@dn2 ~]$ zkServer.sh start
[hadoop@dn3 ~]$ zkServer.sh start

之后，通过 Zookeeper 状态命令来查看集群启动状态，具体操作命令如下：
# Zookeeper 状态命令查看集群状态
[hadoop@dn1 ~]$ zkServer.sh status
[hadoop@dn2 ~]$ zkServer.sh status
[hadoop@dn3 ~]$ zkServer.sh status

本书中的 DataNode 节点只有 3 个，
所以在启动完 DataNode 节点上的 Zookeeper 服务后，
Zookeeper 集群状态会呈现一个 leader 和两个 follower。另外，读者可以在任意一个 DataNode
节点上输入 jps 命令，终端会先启动 Zookeeper 服务进程（QuorumPeerMain）。
（2）在 NameNode 节点（这里有两台 NameNode 节点，可任选一台）上，启动 JournalNode
服务进程（因为在格式化 NameNode 时，会去请求连接该进程服务），具体操作命令如下：
# 在任意一台 NameNode 节点上启动 JournalNode 进程
[hadoop@nna ~]$ hadoop-daemons.sh start journalnode
# 或者单独进入到每一个 DataNode 节点，分别启动 JournalNode 进程（两种方式，选其一即可）
[hadoop@dn1 ~]$ hadoop-daemon.sh start journalnode
[hadoop@dn2 ~]$ hadoop-daemon.sh start journalnode
[hadoop@dn3 ~]$ hadoop-daemon.sh start journalnode

在完成 JournalNode 服务启动后，可以在终端输入 jps 命令来查看。如果启动成功，
终端会显示对应的服务进程（JournalNode）。
（3）在初次启动 Hadoop 集群时，需要格式化 NameNode 节点，具体操作命令如下：
# 格式化 NameNode 节点
[hadoop@nna ~]$ hdfs namenode -format

（4）向 Zookeeper 注册 ZNode，具体操作命令如下：
# 注册 ZNode
[hadoop@nna ~]$ hdfs zkfc -formatZK

（5）完成准备工作后，运行集群启动命令，具体操作命令如下：
# 启动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
[hadoop@nna ~]$ start-dfs.sh
# 启动 YARN 服务进程
[hadoop@nna ~]$ start-yarn.sh

在当前节点的终端上输入 jps 命令查看相关的服务进程，其中包含 DFSZKFailover
ontroller、NameNode 和 ResourceManager 服务进程。
（6）在 nns 节点上同步 nna 节点的元数据信息，具体操作命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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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步 nna 节点元数据信息到 nns 节点
[hadoop@nns ~]$ hdfs namenode -bootstrapStandby

（7）切换到 nns 节点上并输入 jps 命令查看相关的启动进程。如果发现只有 DFSZK
ailoverontroller 服务进程，可以手动启动 nns 节点上的 NameNode 和 ResourceManager 服务
进程，具体操作命令如下：
#启动 NameNode 进程
[hadoop@nns ~]$ hadoop-daemon.sh start namenode
# 启动 ResourceManager 进程
[hadoop@nns ~]$ yarn-daemon.sh start resourcemanager
# 温馨提示：在 nna 节点中配置的属性值是 rm1，那么在 nns 节点上配置的属性值为 rm2。读者
可以参考 1.2.3 节中 yarn-site.xml 文件中的配置描述

（8）如果要查看任务运行明细和日志，需要开启 proxyserver 进程和 historyserver 进程，
具体操作命令如下：
# 在 NameNode 节点开启这两个服务
[hadoop@nna ~]$ yarn-daemon.sh start proxyserver
[hadoop@nna ~]$ mr-jobhistory-daemon.sh start historyserver

完成以上步骤，整个 Hadoop 集群即可启动成功。读者可以通过浏览器来观察集群的
一些信息（如各个节点状态、分布式文件系统目录结构和版本号等），访问地址如下：
# Hadoop 访问地址
http://nna:50070/
# YARN（资源管理调度）访问地址
http://nna:8188/

2．可用性测试
在完成 Hadoop 集群启动后，可以通过 Hadoop 的一些基本命令来测试集群是否可用，
如用 put、get、rm 等命令来进行测试，具体操作命令如下：
# 上传本地文件到分布式文件系统中的 tmp 目录
[hadoop@nna ~]$ hdfs dfs –put hello.txt /tmp
# 下载分布式文件系统中 tmp 目录下的 hello.txt 文件本地当前目录
[hadoop@nna ~]$ hdfs dfs –get /tmp/hello.txt ./
# 删除分布式文件系统中 tmp 目录下的 hello.txt 文件
[hadoop@nna ~]$ hdfs dfs –rm –r /tmp/hello.txt

3．高可用性（HA）验证
本书配置的 Hadoop 集群环境是故障自动转移，如果 nna 节点中的服务进程在运行过
程当中宕掉，nns 节点会立刻由 Standby 状态切换为 Active 状态。如果配置的是手动状态，
则需要输入命令进行人工手动切换，具体操作命令如下：
# 手动切换服务状态
[hadoop@nna ~]$ hdfs haadmin -failover --forcefence --forceactive nna nns

完成切换操作后，nna 节点会变成 Standby 状态，而此时 nns 节点会变成 Active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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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集群架构详解

本书采用的平台是完全分布式的，以最小的单元进行搭建。读者可以通过阅读本节内
容来了解本书搭建 Hadoop 集群的架构，集群各个节点所担任的角色如表 1-4 所示。
表 1-4
节

点

各个节点角色

主机名（IP）

角

色

nna

10.211.55.7

DFSZKFailoverController

nns

10.211.55.4

DFSZKFailoverController

dn1

10.211.55.5

QuorumPeerMain

dn2

10.211.55.6

QuorumPeerMain

dn3

10.211.55.8

QuorumPeerMain

在搭建 Hadoop 集群时，集群是可以有多个命名空间（NameSpace）的，多个命名空间
（NameSpace）是可以组建联盟（Federation）集群的。本书由于资源有限，为采用联盟
（Federation），只使用了一个命名空间（NameSpace），不过对于学习本书内容来说，构建一
个高可用的 Hadoop 集群不受影响，具体集群架构如图 1-5 所示。

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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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oop 联盟由若干个命名空间组成，一个命名空间由多个元数据节点（NameNode）
构成。所有的命名空间都共用一个由若干个数据节点（DataNode）组成的存储集群。
在一个命名空间中，由 Zookeeper 集群为分布式应用程序做协调服务，通过 JournalNode
来负责两个元数据节点之间的元数据共享，FailoverController 来监控两个元数据节点的服务
状态，并负责元数据节点的主备切换。
本书使用了 NameSpace1 架构进行部署并配置，关于 NameSpace1 的内容包含以下知识
要点。
1．共享存储
利用共享存储，同步 nna 节点和 nns 节点信息。
2．数据上报
DataNode 节点同时向 nna 节点和 nns 节点汇报块信息，让 nns 节点保持集群最新状态。
3．应用监控
用于监控 NameNode 节点进程的 FailoverController 服务进程，不能在 NameNode 进程
内部进行心跳等信息同步，因而需要有一个独立的应用来负责监控。本书通过用 Zookeeper
来做同步锁，完成对应的工作。
4．防止脑裂
隔离（Fencing），防止脑裂，即保证在任何时候，有且只有一个主 NameNode 对外
提供服务。
 共享存储隔离：确保有且只有一个 NameNode 可以写入 edits。
 客户端隔离：确保有且只有一个 NameNode 可以响应 Client 的请求。
 DataNode 隔离：确保有且只有一个 NameNode 向 DataNode 下发命令，如删除块信
息、复制块信息等。

1.3

Hadoop 版 Hello World

在完成了高可用 Hadoop 集群的搭建后，读者可以在搭建好的 Hadoop 集群上进行一
些简单的基本操作。本节将为大家介绍如何使用 Hadoop 的常用命令来操作集群。

1.3.1

Hadoop Shell 介绍

在一个运行良好的 Hadoop 集群上，可以使用 Hadoop 提供的 Shell 命令来操作集群，
读者可以通过阅读本节介绍的内容，熟悉 Hadoop 常用命令的使用。
·25·

Hadoop 大数据挖掘从入门到进阶实战（视频教学版）

1．常用命令操作
（1）预览：通过使用 ls 命令，预览分布式文件系统的目录结构，具体操作命令如下，
预览结果如图 1-6 所示。
# 预览分布式文件系统目录结构
[hadoop@nna ~]$ hdfs dfs -ls /
# 这里 hadoop dfs [option] 相关命令被官方废弃，因此使用 hdfs dfs [option]相关命
令来进行操作

图 1-6

预览分布式文件系统目录结构

（2）集群状态：通过使用 report 命令，预览 Hadoop 集群的运行状态，具体操作命令
如下，预览结果如图 1-7 所示。
# 集群运行状态命令
[hadoop@nna ~]$ hdfs dfsadmin -report

图 1-7

集群状态信息部分截图

（3）版本信息：通过使用 version 命令，获取当前 Hadoop 版本的相关信息（版本号、
代码库标签地址和编译时间等），具体操作命令如下，预览结果如图 1-8 所示。
# 获取 Hadoop 版本信息
[hadoop@nna ~]$ hdfs version

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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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
（1）上传：通过使用 put 命令，将本地文本文件上传到分布式文件系统中。由于分
布式文件系统的存储特性，需要保证上传的文件在分布式文件系统中某一路径下是不存
在的；其次，需要确保上传的文件路径是存在于分布式文件系统当中的，具体操作命令
如下：
# 通过 put 命令上传本地文件到分布式文件系统中
[hadoop@nna ~]$ hdfs dfs -put hello_world.txt /home/hdfs/test

（2）查看：通过使用 cat 命令，查看分布式文件系统中的文本文件，具体操作命令如下：
# 如果是查看分布式文件系统中的文本文件，需使用 cat 命令
[hadoop@nna ~]$ hdfs dfs -cat /home/hdfs/test/hello_world.txt
# 如果是查看分布式文件系统中的压缩文件（如 gz 压缩文件），需使用 zcat 命令
[hadoop@nna ~]$ hdfs dfs -zcat /home/hdfs/test/hello_world.tar.gz

（3）下载：通过使用 get 命令，将分布式文件系统中的文件下载到本地，具体操作命
令如下：
# 使用 get 命令进行下载
[hadoop@nna ~]$ hdfs dfs -get /home/hdfs/test/hello_world.txt ./

（4）删除：通过使用 rm 命令，将分布式文件系统中的文件进行删除，具体操作如下：
# 删除文件操作
[hadoop@nna ~]$ hdfs dfs -rm -r /home/hdfs/test/hello_world.txt
# 删除文件夹操作
[hadoop@nna ~]$ hdfs dfs -rm -r /home/hdfs/test

以上即为本书列举的一些常用的 Hadoop 基本命令，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这些命
令的名称和 Linux 操作系统的命令非常相似，因而熟悉 Linux 操作系统命令的读者非常容
易记住 Hadoop 的操作命令。
当然，如果记不住也没关系，可以使用 Hadoop 的 help 命令获取想要的结果，具体操
作命令如下：
# 获取 Hadoop 帮助命令
[hadoop@nna ~]$ hdfs dfs -help

1.3.2

WordCount 初体验

在学习任何一门技术或者语言时，都会有一个入门示例，就像当初学习 C 语言时，最
开始运行的程序就是一个 Hello World 的 Demo。那么，在 Hadoop 中也有一个类似的示例
版本，那就是 WordCount，这是 Hadoop 中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可以称它为 Hadoop 版
的 Hello World。在熟悉了 Hadoop 的基本操作命令后，接下来读者可以通过阅读本节的内
容，来进一步研究如何在 Hadoop 集群上运行 MapReduce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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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通过运行 Hadoop 安装包提供的一个 WordCount 示例程序，为大家演示如何在
Hadoop 集群上运行 Hadoop 版的 Hello World。
读者可以切换到 Hadoop 安装包的示例目录中，
里面有一些编译好的 JAR 包，
WordCount
就是其中一个示例程序，具体操作命令如下：
# 切换到 Hadoop 安装目录
[hadoop@nna ~]$ cd $HADOOP_HOME/share/hadoop/mapreduce
# 查看示例应用
[hadoop@nna ~]$ ll -la

通过 Linux 操作系统的列表命令，可以找到 hadoop-mapreduce-examples-2.7.4.jar 这个
示例程序；然后，读者可以通过这个例子来统计 hello_world.txt 文本文件中的单词频率。
具体操作命令如下：
# 使用 WordCount 统计分布式文件系统中 hello_world.txt 文件的单词频率，并将结果输出
[hadoop@nna ~]$ hadoop jar $HADOOP_HOME_SHARE_DEMO/hadoop-mapreduceexamples-2.6.0.jar\
wordcount /home/hdfs/test/hello_world.txt /home/hdfs/test/result
# 通用的 Hadoop 命令运行 jar 应用
[hadoop@nna ~]$ hadoop jar *.jar [mainclass] [input] [output]

通过上述命令可以看出，前面的 hadoop jar *.jar 是固定写法，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
这个和运行 Java 应用程序很类似，如 java -jar *.jar。而 Hadoop 之后还有 3 个参数，分别
表示 jar 应用所运行的类（本书指定的是 wordcount 类）、分布式文件系统中被统计的文
本文件路径、统计结果输出到分布式文件系统中的保存路径。

1.4

开发环境

在实际的 Hadoop 项目开发中，只掌握 Hadoop 的相关基础命令是远远不够的，它只
是学习 Hadoop 的入门基础。在本节中读者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项目案例，学习如何在本
地搭建开发环境、创建项目、运行及调试 Hadoop 应用程序。

1.4.1

搭建本地开发环境

在开发 Hadoop 项目时，需要有对应的开发环境去编写、调试及运行代码，环境包含
操作系统、IDE（代码编辑器）、JDK（Java 应用程序运行环境）等。
开发环境所需要的操作系统类型如 Mac OS、Linux、Windows 均可，本书所采用的开
发环境对应的操作系统是 Mac OS，读者选择 Linux 操作系统或者 Windows 操作系统亦可
进行开发，不影响学习本书的内容。Java 的 IDE（代码编辑器）有很多，比如 JBoss Developer
Studio、Eclipse、IDEA 等，读者可按照自己平时的编码习惯进行选择，本书所选择的开发
环境其内容如表 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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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环境
下载地址

Mac OS

https://support.apple.com/en_US/downloads

JBoss Developer Studio

https://developers.redhat.com/products/devstudio/download/

JDK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javase/downloads/index.html

Maven

http://maven.apache.org/download.cgi

1．IDE环境准备
安装完成 IDE（代码编辑器）后，打开 IDE 并进入到 Preferences，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找到 Java 模块，在该模块下找到 Compiler 子模块，并选择在本地安装的 JDK 版本进行编
译，如图 1-9 所示。

图 1-9

选择 IDE 编译版本

本书的 Hadoop 项目工程是基于 Maven 结构（推荐）创建的，读者如果对 Maven 不熟
悉，也可以使用普通的 Java 工程结构进行创建；如果选择 Maven 结构进行项目创建，那
么需要在本地配置 Maven 环境，具体操作内容如下。
（1）Mac OS 操作系统配置：如果读者使用的是 Mac OS 操作系统，可以在~/.bash_profile
目录文件下进行配置，具体操作命令如下：
# 本地开发环境下，配置 Maven 环境
dengjiedeMacBook-Pro:~ dengjie$ vi ~/.bash_profile
# 在配置文件中添加以下内容
export M2_HOME=/usr/local/apache-maven-3.2.3
export PATH=$PATH:$M2_HOME/bin
# 编辑完成后，保存并退出

在完成 Maven 环境变量配置之后，可以在终端输入 source ~/.bash_profile 命令使之立
即生效。之后可以在终端输入 mvn -v 命令进行验证；如果配置成功，会在终端打印 Maven
的版本信息、JDK（Java 开发环境）环境信息和本地操作系统信息等内容。
（2）Linux 操作系统配置：Maven 的配置方式与 Mac OS 操作系统下 Maven 的配置方
式一致，读者可以参考 Mac OS 操作系统进行 Maven 环境变量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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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indows 操作系统配置：如果读者的开发环境是 Windows 操作系统，可以在“计
算机 | 属性 | 高级系统设置 | 环境变量”中设置 Maven 的环境变量。添加 Maven 环境变量
信息后，打开 cmd 控制台，在控制台中输入 mvn-v 命令进行验证；如果配置成功，会在
终端打印 Maven 的版本信息、JDK（Java 开发环境）环境信息和本地操作系统信息等内容。
完成 Maven 环境变量配置后，打开 IDE 并进入到 Preferences，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找
到 Maven 模块，在该模块下找到 User Settings 子模块，并选择在本地安装的 Maven 环境，
如图 1-10 所示。

图 1-10

在 IDE 中配置 Maven 环境

2. 工程创建
打开 IDE（代码编辑器），选择 File|New|Maven Project|Create a simple project 命令进
行项目创建，然后参照如图 1-11 中所示的内容进行填写。

图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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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及调试预览

在 1.4.1 节中对 Hadoop 项目开发环境进行了准备，接来下读者可以通过学习本节的内
容，在本地运行第一个 Hadoop 应用程序。
1．运行
本书的 Hadoop 应用程序均是基于 Java 语言编写的，读者可以很轻松地运行编写好的
Hadoop 应用程序，其运行方式和运行普通的 Java 应用程序一样。本节以 WordCount 源码
为例子进行调试与运行，见代码 1-6。
代码1-6

WordCount源码

/**
* WordCount 的例子是一个比较经典的 MapReduce 例子，可以叫做 Hadoop 版的 hello world。
* 它将文件中的单词分割取出，然后洗牌，排序（map 过程），接着进入汇总统计
*（reduce 过程），最后写到 hdfs 中。
*
* @author smartloli.
*
*
Created by Sep 17, 2017
*/
public class WordCount {
private static final Logger LOG= LoggerFactory.getLogger(WordCount.
class);
private static Configuration conf;
/**
* 设置高可用集群连接信息
*/
static {
String[] hosts = SystemConfig.getPropertyArray("game.x.hdfs.
host", ",");
conf = new Configuration();
conf.set("fs.defaultFS", "hdfs://cluster1");
// 指定 HDFS 的 nameservices 为 cluster1
conf.set("dfs.nameservices", "cluster1");
// cluster1 下面有两个 NameNode，分别是 nna 节点和 nns 节点
conf.set("dfs.ha.namenodes.cluster1", "nna,nns");
// nna 节点的 RPC 通信地址
conf.set("dfs.namenode.rpc-address.cluster1.nna", hosts[0]);
// nns 节点的 RPC 通信地址
conf.set("dfs.namenode.rpc-address.cluster1.nns", hosts[1]);
// 配置失败自动切换实现方式
conf.set("dfs.client.failover.proxy.provider.cluster1",
"org.apache.hadoop.hdfs.server.namenode.ha
.ConfiguredFailoverProxyProv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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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包到运行集群来运行
conf.set("fs.hdfs.impl", org.apache.hadoop.hdfs
.DistributedFileSystem.class.getName());
conf.set("fs.file.impl", org.apache.hadoop
.fs.LocalFileSystem.class.getName());
}
public static class TokenizerMapper extends Mapper<Object, Text,
Text, IntWritable> {
private final static IntWritable one = new IntWritable(1);
private Text word = new Text();
/**
* 源文件：a b b
*
* map 之后：
*
* a 1
*
* b 1
*
* b 1
*/
public void map(Object key, Text value, Context context) throws
IOException, InterruptedException {
StringTokenizer itr = new StringTokenizer(value.toString());
while (itr.hasMoreTokens()) {
word.set(itr.nextToken());
// 按空格分割单词
context.write(word, one);
// 每次统计出来的单词+1
}
}
}
/**
* reduce 之前：
*
* a 1
*
* b 1
*
* b 1
*
* reduce 之后:
*
* a 1
*
* b 2
*/
public static class IntSumReducer extends Reducer<Text,
IntWritable, Text, IntWritable> {
private IntWritable result = new IntWri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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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void reduce(Text key, Iterable<IntWritable> values,
Context context) throws IOException, InterruptedException {
int sum = 0;
for (IntWritable val : values) {
sum += val.get();
// 分组累加
}
result.set(sum);
context.write(key, result);
// 按相同的 key 输出
}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try {
if (args.length < 1) {
LOG.info("args length is 0");
run("hello.txt"); // 使用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中已存在的文件
} else {
run(args[0]);
// 动态传入执行的文件名
}
} catch (Exception ex) {
ex.printStackTrace();
LOG.error(ex.getMessage());
// 记录运行过程中抛出的异常信息
}
}
private static void run(String name) throws Exception {
Job job = Job.getInstance(conf);
// 创建一个任务提交对象
job.setJarByClass(WordCount.class);
// 执行 JAR 的类
job.setMapperClass(TokenizerMapper.class); // 指定 Map 计算的类
job.setCombinerClass(IntSumReducer.class); // 合并的类
job.setReducerClass(IntSumReducer.class); // 指定 Reduce 计算的类
job.setOutputKeyClass(Text.class);
// 输出 Key 类型
job.setOutputValueClass(IntWritable.class);// 输出值类型
// 设置统计文件在分布式文件系统中的路径
String tmpLocalIn = SystemConfig.getProperty("game.x.hdfs.
input.path");
String inPath = String.format(tmpLocalIn, name);
// 设置输出结果在分布式文件系统中的路径
String tmpLocalOut = SystemConfig.getProperty("game.x.hdfs.
output.path");
String outPath = String.format(tmpLocalOut, name);
FileInputFormat.addInputPath(job, new Path(inPath));
// 指定输入路径
FileOutputFormat.setOutputPath(job, new Path(outPath));
// 指定输出路径
int status = job.waitForCompletion(true) ? 0 : 1;
// 获取 Job 完成后的状态
System.exit(status);
// 执行完 MR 任务后退出应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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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可以将上述 WordCount 源代码移植到 game-x-m 项目工程中，然后在 IDE（代码
编辑器）中打开源代码文件，在编辑区域右击鼠标，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 Run As|Java
Application 命令完成代码的运行操作。
2．调试
Hadoop 项目调试的方式是很简单的，读者可以在源代码编辑区域标记断点；然后在
源代码编辑区域右击鼠标，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 Debug As|Java Application 命令完成
代码调试操作。
关于 Hadoop 项目工程的创建、调试及运行，本书会在第 2 章中做详细介绍，本节只
是做概述预览，读者通过本节的内容，可以熟悉整个运行流程。

1.5

小结

学会搭建一个高可用的 Hadoop 集群是学习 Hadoop 技术的良好开端，本章的主要内
容正好帮助读者达到了这个目的。读者可以参考本章的内容，轻松地操作 Hadoop 集群、
编写简单的 Hadoop 应用程序并在集群上运行和调试。
本章内容是围绕 Hadoop 集群及其开发环境展开介绍，分别介绍了在 Linux 环境下搭
建一个高可用的 Hadoop 集群、Hadoop 常用的基本命令操作及开发环境的准备与使用，为
读者学习下一章的内容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