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实战：快速构建一个 Hadoop
项目并线上运行

本章将从 Hadoop 项目工程的创建、Hadoop 应用程序的开发和使用、打包与部署、任
务调度等方面来进行介绍。读者通过学习本章内容，可以进行简单的项目实战演练，以巩
固前面章节学习的基础知识，同时为学习后面的 Hadoop 完整实战项目奠定基础。
本章将介绍 Hadoop 项目工程的创建，以及 Hadoop 应用程序的开发、使用、打包与
部署及任务调度等方面的内容。

2.1

构建一个简单的项目工程

本节将通过构建一个简单的项目工程，围绕对实现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的操作
展开讲述，让读者能够轻松完成实际操作。

提示：以统计单词出现频率为背景，对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上存放的业务数据进
行统计，通过编写 MapReduce 算法来实现统计相同单词出现的次数。
关于项目工程的构建，这里介绍两种项目工程，它们分别是普通的 Java 项目工程和
Maven 项目工程，在构建一个 Hadoop 项目时，读者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方式来创建。

2.1.1

构建 Java Project 结构工程

下面创建一个基于 Java Project（普通的 Java 项目）的 Hadoop 项目，具体操作步
骤如下。
（1）打开 IDE（代码编辑器），弹出可视化界面后，依次选择 File|New|Java Project
命令，如图 2-1 所示。
（2）IDE（代码编辑器）会弹出 New Java Project 对话框，如图 2-2 所示，选择默认的
Use default location 复选框，并填写项目名 game-x-j，选择本地的 JRE 环境为 JavaSE-1.8，
最后单击 Finish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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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图 2-2

2.1.2

IDE（代码编辑器）选择项

填写 Java 项目工程信息

构建 Maven 结构工程

下面介绍另一种方式——通过 Maven 来创建 Hadoop 项目工程，
这种方式和 Java Project
创建项目工程不同，需要填写 groupId、artifactId 和 version 等项目信息。

提示：Maven

项目工程是一种对象模型（POM），可以通过描述信息来管理项目的构
建、报告和文档。推荐读者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使用 Maven 结构来创建项目。

1．IDE（代码编辑器）选择项
打开 IDE（代码编辑器），弹出可视化界面后，依次选择 File|New|Other 命令，如图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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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代码编辑器）选择项

2．项目类型选择
完成上述操作后，IDE（代码编辑器）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如图 2-4 所示，在其中找
到 Maven 目录并单击展开，然后选择 Maven Project 子目录，之后单击 Next 按钮。

图 2-4

选择 Maven Project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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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工程属性选择
在 New Maven Project 对话框中选中 Create a simple project 复选框并单击 Next 按钮，
如图 2-5 所示。

图 2-5

设置 Maven 项目工程属性

4. 项目信息填写
在 Artifact 工作区间，填写 Group Id、Artifact Id 和 Version 3 个属性值即可，最后单
击 Finish 按钮，完成基于 Maven 结构的 Hadoop 项目工程的创建操作，如图 2-6 所示。

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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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本书的 Hadoop 项目名为 game-x，这里通过后缀 m 来表示该项目工程为 Maven
工程。其中，Group Id 是项目组织唯一标识，对应 Java 包结构；Artifact Id 是项
目唯一标识，对应项目名；Version 用于项目工程版本控制。

2.2

操作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

在 1.3.1 节中，介绍了如何使用 Hadoop 命令来操作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而在
实际项目中，开发应用程序都是通过编程语言调用 Hadoop 应用接口（API）来完成相应
的功能。本节将介绍通过 Java 编程语言开发 Hadoop 应用接口（API），实现对分布式文
件系统（HDFS）的基本操作（上传、读取、下载等），读者通过学习本节内容来掌握 Hadoop
应用接口（API）的用法。
Hadoop 本身是用 Java 编程语言实现的，在选择编程语言开发 Hadoop 应用程序方面，
推荐使用 Java 编程语言，这样既能很方便地调用 Hadoop 提供的应用接口（API），又能
保证开发完成的应用程序能够稳定地运行在 Hadoop 集群上。
本书演示的编程语言都是基于 Java 来完成的，本节内容将介绍如何使用 Java 编程语
言来快速、简便地操作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以及在高可用平台下运行和部署应用
程序。

2.2.1

基本的应用接口操作

本节读者将学习如何使用 Java 编程语言来操作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其知识点
包含增加、读取、下载、删除等。
使用 Java 编程语言来实现操作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时，推荐各个函数的命名规
则和 Hadoop Shell 命令保持一致，这样能做到见名知意，一目了然。

提示：基本的应用接口操作有 put（上传）、cat（读取）、get（下载）、rmr（删除）、
ls（查看目录）、mkdir（创建目录）等。
1．上传（put）
通过使用 Java 编程语言，调用 Hadoop 应用接口（API），将本地文件上传到分布式
文件系统（HDFS）中。具体实现见代码 2-1。
代码2-1

上传（get）

/** 上传操作，将本地文本文件上传到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指定目录下。*／
public static void put(String remotePath, String localPath) throws
IOExcep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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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System fs = FileSystem.get(conf);
// 创建一个分布式文件系统对象
Path src = new Path(localPath);
// 得到操作本地文件的路径对象
Path dst = new Path(remotePath);
// 得到操作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文件的路径对象
fs.copyFromLocalFile(src, dst);
// 上传本地文件到目标位置
fs.close();
// 关闭分布式文件操作对象
}

2．读取（cat）
通过使用 Java 编程语言，调用 Hadoop 应用接口（API），读取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
上的指定文件，具体实现见代码 2-2。
代码2-2

读取（cat）

/** 读取操作，将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中的文件读取出来。*/
public static void cat(String remotePath) throws IOException {
FileSystem fs = FileSystem.get(conf);
// 创建一个分布式文件系统对象
Path path = new Path(remotePath);
// 得到操作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文件的路径对象
if (fs.exists(path)) {
// 判断目标位置是否存在
FSDataInputStream is = fs.open(path); // 打开分布式文件操作对象
FileStatus status = fs.getFileStatus(path);
// 获取文件状态
byte[] buffer = new byte[Integer.parseInt(String.valueOf
(status.getLen()))];
is.readFully(0, buffer);
// 读取文件流到 buffer 中
is.close();
// 关闭流
fs.close();
// 关闭文件操作对象
System.out.println(buffer.toString()); // 打印文件流中的数据
}
}

3．下载（get）
通过使用 Java 编程语言，调用 Hadoop 应用接口（API），下载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
上指定的文件，具体实现见代码 2-3。
代码2-3

下载（get）

/** 下载操作，将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中的文件下载到本地。*/
public static void get(String remotePath, String localPath) throws
IOException {
FileSystem fs = FileSystem.get(conf); // 创建一个分布式文件系统对象
Path src = new Path(remotePath);
// 得到操作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文件的路径对象
Path dst = new Path(localPath);
// 得到操作本地文件的路径对象
fs.copyToLocalFile(src, dst);
// 下载分布式文件系统中的文件到本地
fs.close();
// 关闭文件操作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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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删除（rmr）
通过使用 Java 编程语言，调用 Hadoop 应用接口（API），删除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
上指定的文件，具体实现见代码 2-4。
代码2-4

删除（rmr）

/** 删除操作，删除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中的文件。*/
public static void rmr(String remotePath) throws IOException {
FileSystem fs = FileSystem.get(conf);
// 创建一个分布式文件系统对象
Path path = new Path(remotePath);
// 得到操作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文件的路径对象
fs.delete(path, true);
// 执行删除操作
fs.close();
// 关闭文件对象
}

5．查看目录（ls）
通过使用 Java 编程语言，调用 Hadoop 应用接口（API），查看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
上的目录列表，具体实现见代码 2-5。
代码2-5

目录列表（ls）

/** 目录列表操作，展示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的目录结构。*/
public static void ls(String remotePath) throws IOException {
FileSystem fs = FileSystem.get(conf);
// 创建一个分布式文件系统对象
Path path = new Path(remotePath);
// 得到操作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文件的路径对象
FileStatus[] status = fs.listStatus(path); // 得到文件状态数组
Path[] listPaths = FileUtil.stat2Paths(status);
for (Path p : listPaths) {
System.out.println(p);
// 循环打印目录结构
}
fs.close();
//关闭文件对象
}

6．创建目录（mkdir）
通过使用 Java 编程语言，
调用 Hadoop 应用接口
（API），实现在分布式文件系统
（HDFS）
上创建目录，具体实现见代码 2-6。
代码2-6

创建目录（mkdir）

/** 创建目录，在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中创建目录。*/
public static void mkdir(String remotePath) throws IOException {
FileSystem fs = FileSystem.get(conf);
// 创建一个分布式文件系统对象
Path path = new Path(remotePath);
// 得到操作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文件的路径对象
fs.create(path);
// 执行创建操作
fs.close();
// 关闭文件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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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阅读上述 Hadoop 应用接口（API）的实现细节，其中编写的代码并不复杂，读
者在编程开发时可以很容易地掌握。

注意：上述代码功能最后会整合在一个名叫 HDFSUtil 的工具类中。源代码结构的命名
规则，以不同的包名来区分。例如 org.smartloli.game.x.m.book._2_2，其中，
org.smartloli.game.x.m 表示本书的项目名，book._2_2 表示本书的 2.2 节演示内容。

2.2.2

在高可用平台上的使用方法

在开发应用程序时，需要保证所编写的应用程序能够适应集群环境的变化。在一个高
可用（HA）平台环境下，当 nna（Hadoop 集群中 NameNode Active 节点的简称）节点由
于网络异常或者人为误操作，导致该节点的状态由 Active 变成 Standby 时，应用程序要能
够探测带有 Active 角色的服务节点，自动去连接 Active 节点，即故障自动转移。

注意：在 Hadoop 集群节点上操作 Hadoop 相关进程时，需要特别小心，如若将 nna 节
点 和 nns 节 点 上 的 主 要 进 程 （ 如 DFSZKFailoverController 、 NameNode 、
ResourceManager）删除，会导致集群 HDFS 和 YARN 不可用。
要完成故障转移这类操作，在 Hadoop 应用接口（API）中提供了一个类让开发者去
实 现 ， 该 类 的 完 整 路 径 为 org.apache.hadoop.hdfs.server.namenode.ha.ConfiguredFailover
ProxyProvider，读者可以通过配置 dfs.client.failover.proxy.provider.cluster1 属性来实现，具
体实现见代码 2-7。
代码2-7

高可用环境执行

private static Configuration conf = null;
// 创建配置属性值对象
static {
conf = new Configuration();
// 指定 HDFS 的逻辑名称，是 NameNode 的 URI
conf.set("fs.defaultFS", "hdfs://cluster1");
// 指定 HDFS 的 nameservice 为 cluster1
conf.set("dfs.nameservices", "cluster1");
// HD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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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点下的 RPC 通信地址
conf.set("dfs.namenode.rpc-address.cluster1.nna",
"10.211.55.26:9000");
// nns 节点下的 RPC 通信地址
conf.set("dfs.namenode.rpc-address.cluster1.nns",
"10.211.55.27:9000");
// 实现故障自动转移方式
conf.set("dfs.client.failover.proxy.provider.cluster1","org.apache.
hadoop.hdfs.server.
namenode.ha.ConfiguredFailoverProxyProvid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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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IDE 提交 MapReduce 作业

在实际项目开发中，有时候需要利用 IDE（代码编辑器）连接测试集群环境，提交开
发的应用程序以便验证功能的结果。
本节将为读者介绍在单节点和高可用平台下，实现 MapReduce 作业（Job）的提交、
调试及运行。

提示：MapReduce 以作业（Job）的形式进行提交，一个作业（Job）下会有多个任务（Task），
在任务（Task）中又分为 Map Task 和 Reduce Task。

2.3.1

在单点上的操作

一般在单个节点下，在编写时应用程序面向的是单个服务节点（如提交到 nna 节点），
并未考虑到集群中的高可用性。而当服务节点的状态切换后（如 nna 节点从 Active 状态变
成 Standby 状态），应用程序不能随之切换，导致提交任务超时，最终任务运行失败。

提示：应用程序如果在连接 Hadoop 集群的方式时采用了自动重连机制，则可以避免这
种问题。在 2.3.2 节中将介绍这种解决方案。
这 里 提 供 了 两 个 版 本 的 WordCount 示 例 ， 在 单 节 点 上 提 交 任 务 的 类 名 为
WordCountV1。下面对 WordCountV1 类中实现的函数进行分解（Map、Reduce），具体实
现如下。

提示：在后面章节中会详细分析 MapReduce 算法的原理，这里可以先熟悉 MapReduce
程序的编写和运行原理。
1．实现Map阶段代码
源数据输入，接受一个键值对（Key-Value Pair），并生成一组中间键值对。在 Map
阶段，map()函数产生的中间键值对，相同的值会传递给 reduce()函数。具体实现见代码 2-8。
代码2-8

Map阶段

/** 继承 Mapper 类，实现 map()函数. */
public static class TokenizerMapper extends Mapper<Object, Text, Text,
IntWritable> {
/*
* LongWritable、IntWritable、Text 均是 Hadoop 中实现的用于封装 Java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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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的类，
* 这些都实现了 WritableComparable 接口，都能够被串行化从而便于在分布式环境中进
行数据交换，
* 可以分别视为 long、int、String 的替代品.
*/
private final static IntWritable one = new IntWritable(1);
private Text word = new Text();
// Text 实现 BinaryComparable 类, 可以作为 key 值
public void map(Object key, Text value, Context context) throws
IOException,
InterruptedException {
/*
* 原始数据: aaa bbb ccc bbb ccc ddd aaa bbb
* Map 阶段，数据如下形式作为 Map 的输入值：key 为偏移量
* 0 aaa
* 4 bbb
* 8 ccc
* 12 bbb
* 16 ccc
* 20 ddd
* 24 aaa
* 28 bbb
* 以下为解析后的键值对
* 格式如下：前者字母是键，后者数字是值
* aaa 1
* bbb 1
* ccc 1
* bbb 1
* ccc 1
* ddd 1
* aaa 1
* bbb 1
* 这些数据作为 reduce 的输入数据
*/
// Text 值类型转换为 String
StringTokenizer itr = new StringTokenizer(value.toString());
while (itr.hasMoreTokens()) {
word.set(itr.nextToken());
context.write(word, one);
// 传递数据信息及运行状态到 reduce()中
}
}
}

2．实现Reduce阶段代码
完成 Map 阶段后，接受一个键（Key），以及相关的一组值（Value），并将这组值
进行合并生成一组规模更小的值。具体实现见代码 2-9。
代码2-9

Reduce阶段

/** 继承 Reducer 类，实现 Reduce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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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tatic class IntSumReducer extends Reducer<Text, IntWritable, Text,
IntWritable> {
private IntWritable result = new IntWritable();
/*
* Reduce 过程是对输入数据解析形成如下格式数据：
* (aaa [1,1])
* (bbb [1,1,1])
* (ccc [1,1])
* (ddd [1])
*/
public void reduce(Text key, Iterable<IntWritable> values, Context
context) throws
IOException, InterruptedException {
int sum = 0;
/*
* 形成数据格式如下并存储
* aaa 2
* bbb 3
* ccc 2
* ddd 1
*/
for (IntWritable val : values) {
sum += val.get();
// 相同 Key 进行累加聚合
}
result.set(sum);
System.out.println(key + "," + sum);
// 输出当前 Key 的累加值
context.write(key, result);
// Reduce 后的结果，会写入到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中
}
}

3．实现Main()函数代码
执行 MapReduce 任务的入口，指定 Mapper 类和 Reducer 类。具体实现见代码 2-10。
代码2-10

Main()函数入口

/** 主函数程序入口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Exception {
Configuration conf = new Configuration();
// 申明操作配置文件对象
Job job = Job.getInstance(conf);
// 创建任务对象
job.setJarByClass(WordCountV1.class);
// 设置执行 Jar 的类
job.setMapperClass(TokenizerMapper.class);
// 指定 Map 计算类
job.setCombinerClass(IntSumReducer.class);
// 执行合并的类
job.setReducerClass(IntSumReducer.class);
// 指定 Reduce 计算类
job.setOutputKeyClass(Text.class);
// 输出 Key 的类型
job.setOutputValueClass(IntWritable.class);
// 输出值的类型
long randName = new Random().nextLong();
// 重定向输出目录
String tmpInPath = SystemConfig.getProperty("game.x.in.v1");
// 临时输入路径
String realInPath = String.format(tmpInPath,"hello_word.txt");
// 输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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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 tmpOutPath = SystemConfig.getProperty("game.x.out.v1");
// 临时输出路径
String realOutPath = String.format(tmpOutPath, randName);
// 输出路径
FileInputFormat.addInputPath(job, new Path(realInPath));
// 指定输入路径
FileOutputFormat.setOutputPath(job, new Path(realOutPath));
// 指定输出路径
System.exit(job.waitForCompletion(true) ? 0 : 1);
// 退出系统
}

4．配置变量信息
在项目开发中，推荐将变量抽取到系统配置文件中进行灵活处理。具体实现如下：
# 指定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临时输入路径，用占位符（%s）替换实际文件名
game.x.in.v1=hdfs://nna:9000/home/hdfs/test/in/%s
# 指定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临时输出路径，用占位符（%s）替换实际文件名
game.x.out.v1=hdfs://nna:9000/home/hdfs/test/out/%s

从上述实现内容来看，应用程序在理想状态下运行是无异常的。如果发生异常（nna
节点服务进程被 kill、nna 节点物理机宕机），应用程序不能自动切换，导致整个 MapReduce
任务停止运行。

2.3.2

在高可用平台上的操作

单个节点下运行编写好的应用程序，会存在集群的服务节点切换了而应用程序却不能
随之切换的问题。对于有编程经验的读者来说，可以通过自动重连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
本节将介绍利用 Hadoop 的应用接口（API）来实现应用程序的自动切换。同样，以
WordCount 示例为基础，保持 Mapper 和 Reducer 的业务逻辑不变，调整 Main()函数的连
接配置和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的源文件路径即可。

注意：自动重连机制，就是在连接服务地址时，循环连接一个服务地址数组。若成功连
接其中一个，则返回当前连接对象，具体实现见代码 2-11。
代码2-11

自动重连机制

/** RPC 客户端使用自动重连机制。*/
public class RPCClient {
private static final Logger LOG = LoggerFactory.getLogger(RPCClient.
class);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args = new String[] {
"127.0.0.1",
"127.0.0.2",
"127.0.0.5" };
// 初始化 3 台服务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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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ransport transport = null;
try {
for (int i = 0; i < args.length; i++) {
try {
LOG.info("Connect Server[" + args[i] + "] ...");
transport = new TSocket(args[i], 9090);
transport.open();
if (transport.isOpen()) {
// 获取到连接对象，返回当前连接对象并退出连接申请
LOG.info("Connect Server[" + args[i] + "] has success.");
break;
}
} catch (Exception e) {
LOG.error("Connect Server[" + args[i] +
"] has failed,msg is " + e.getMessage());
}
}
// 获取 transport 的连接对象，然后下面开始执行其他的业务逻辑
// 其他业务逻辑模块
// ...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
}

1．WordCountV2（高可用集群环境执行）
实现 WordCountV2 类示例的修改，具体内容见代码 2-12。
代码2-12

WordCountV2实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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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CountV2 {
private static final Logger LOG= LoggerFactory.getLogger(WordCount.
class);
private static Configuration con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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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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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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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uredFailoverProxyP
rovider");
// 打包到运行集群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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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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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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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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Defined File Name[hello.t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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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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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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编写完示例代码后，在代码编辑区域，右击鼠标，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 Run As|Java
Application 命令执行当前应用程序。

提示：如果需要调试，在代码编辑区域标记断点，然后右击鼠标，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
选择 Debug As|Application 命令完成当前应用程序调试操作。
2．应用程序验证集群高可用性
完成上述 WordCount 类示例的改进后，可以通过以下步骤来验证当前的应用程序是否
满足集群的高可用性。
（1）检查集群环境正常
在验证编写的应用程序是否满足集群的高可用性时，需要确保被验证的集群处于正常
运行状态。正常情况下 nna 节点状态应处于 Active 状态，nns 节点状态应处于 Standby 状
态，其他 DataNode 节点都应处于 Live 状态。
（2）执行示例
将编写好的应用程序在 IDE 中编译运行，看能否正常统计和预期一样的结果。
（3）核实统计结果
如果统计能得到预期结果，那接着执行下一步；如果执行出现异常，请排查错误后再
·50·

第2章

实战：快速构建一个 Hadoop 项目并线上运行

继续执行下一步。
（4）切换主服务，检测状态是否也正常切换
在完成上述操作后，通过在终端中输入 kill 命令来停止 nna 节点上的 NameNode 服务
进程。此时，浏览 Web 页面，可以看到 nns 的状态由 Standby 切换成了 Active 状态。
（5）重新运行示例，检查高可用集群环境下的运行结果是否一致
读者可以通过在 IDE 中再次执行 WordCountV2 类示例，看能否统计出预期结果；如
果执行完成 WordCountV2 类示例任务，得到的结果和预期一致，则表明所编写的应用程
序符合集群高可用性。
为了方便实际操作演练，这里附上代码示例的下载地址，如表 2-1 所示。读者可以到
指定的地址中进行下载。
表 2-1
文

件

名

路

WordCount示例下载地址
径

说

明

WordCountV1

随书资源/game-x-m/WordCountV1.java

在单节点上运行单词统计算法

WordCountV2

随书资源/game-x-m/WordCountV2.java

在高可用平台上运行单词统计算法

2.4

编译应用程序并打包

开发完成应用程序后，在进行部署时需要对应用程序进行编译打包。由于 Java 和
Maven 项目工程的结构不同，两种应用程序的打包方式也略有区别。
本节将介绍这两种项目工程的打包方式，希望读者通过学习本节的内容，从中掌握
Java Project 项目工程和 Maven 项目工程的打包流程。

2.4.1

编译 Java Project 工程并打包

Java Project 项目工程打包方式有多种，如 Ant、Export（Eclipse 代码编辑器自带的打
包命令）、Fat（插件）等，这里演示两种比较简单的打包方式。
1．Export（Eclipse代码编辑器自带的打包命令）
如果使用 Eclipse 作为开发 Java 编程语言的编辑器，那么其中就自带了 Export 命令，
打包的流程也很简单、容易，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1）打开 IDE（代码编辑器）并选中项目工程，然后右击鼠标，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
选择 Export 命令，如图 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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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Java Project 打包选择 Export 命令

（2）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找到 Java 目录，选中 JAR file 选项，接着单击 Next 按钮，如
图 2-8 所示。

图 2-8

选择 JAR file 选项

（3）如图 2-9 所示，在 Select the resources to export 复选框中勾选该项目需要打包的类
文件，在 Select the export destination 输入框中填写导出 JAR 包的路径，最后单击 Finish 按
钮完成打包。

提示：在打包时，可以使用默认勾选好的文件进行打包，待使用熟练之后，再进行自定
义选取文件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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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文件选择和导出路径设置

2．Fat（插件打包）
一般在单个项目工程没有引用第三方的 JAR 包时，使用 Export 命令打包导出 JAR 包
是很简单的，只需要勾选源文件，然后设置打包路径，最后单击 Finish 按钮即可。
如果在打包的过程中涉及一些驱动包，如 MySQL 的驱动包、Hive 的驱动包、HBase
的驱动包等，打包时没有把这些依赖文件一起打进去，则打包之后的应用程序可能无法正
常运行。
下面开始介绍使用 Fat 插件对应用程序进行打包，这里提供两个版本的插件，下载地
址如表 2-2 所示。
表 2-2
软

件

名

IDE版本

插件下载地址
下载地址

Fat-0.0.32

Eclipse 4.4+

https://github.com/smartloli/game-x-m/src/main/resources/plugins/net.
sf.fjep.fatjar_0.0.32.zip

Fat-0.0.31

Eclipse 4.4以下

https://github.com/smartloli/game-x-m/src/main/resources/plugins/net.
sf.fjep.fatjar_0.0.31.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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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装插件
如图 2-10 所示，把下载好的软件包进行解压操作，然后将解压出来的 JAR 包放到 IDE
（代码编辑器）的 plugins 目录下，之后重启 IDE（代码编辑器）即可。

图 2-10

安装 Fat 插件

（2）使用插件打包
右击项目工程，如图 2-11 所示，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 Build Fat Jar 命令，接着在
面板中设置 Main class，然后单击 Next 按钮，接下来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 Finish 按钮完
成打包。

图 2-11

使用 Fat 插件打包

（3）包文件的存放路径
在打包完成后，生成的应用程序会存放在项目工程的目录下。

提示：如果使用默认的包名，插件打包后生成的 JAR 包会以 xxx_fat.jar 命名方式存在。
以上介绍了两种基于 Java Project 项目工程的打包方式，读者如果在打包 Java Project
项目工程时，推荐使用 Fat 插件来打包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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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 插件在进行应用程序打包时，不需要关心各个 JAR 包之间的依赖关系，插件会自
动处理，简化操作流程，顺利完成应用程序的打包工作。

2.4.2

编译 Maven 工程并打包

对 Maven 项目工程结构进行编译、打包时，可以使用 Maven 命令来完成。Maven 有
一个生命周期，当运行 mvn install 命令时被调用，mvn install 命令告诉 Maven 执行一系列
有序的步骤，直到到达指定的生命周期为止。
在使用 Maven 命令编译、打包 Maven 项目工程之前，读者可以先熟悉表 2-3 中 Maven
常用命令的作用。
表 2-3

Maven常用命令
说

Maven命令
mvn complie

编译源代码

mvn deploy

发布项目

mvn test

运行单元测试

明

mvn clean

清除编译结果

mvn package

将项目工程打包成JAR或者其他格式的包

mvn assembly

自定义打包

提示：更多命令，可以参考 Maven 官方文档（http://maven.apache.org/guides/getting-started/
index.html）。
1．项目工程pom.xml文件
编译、打包项目工程之前，需要在 pom.xml 文件中配置打包信息，如 Maven 仓库地
址、版本号、编译的 JDK 环境、Maven 编译插件等，读者可以通过学习以下编译、打包
流程，来掌握 Maven 项目工程的打包技巧。
（1）仓库地址
使用 Maven 命令进行编译、打包时，需要配置仓库地址，具体实现见代码 2-13。
代码2-13

仓库地址

<repositories>
<repository>
<id>nexus</id>
<name>nexus</name>
<!-- 远程 Maven 仓库地址 -->
<url>http://central.maven.org/maven2/</url>
<!-- 类库版本为 releases 构建 -->
<releases>
<enabled>true</en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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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ases>
<!-- 类库版本为 snapshots 构建 -->
<snapshots>
<enabled>true</enabled>
</snapshots>
</repository>
</repositories>

（2）Maven 编译插件
编译插件读取项目配置信息文件，编译插件内容见代码 2-14。
代码2-14

编译插件

<build>
<plugins>
<plugin>
<artifactId>maven-assembly-plugin</artifactId>
<!-- 打包项目描述信息 -->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s>
<descriptor>src/main/resources/assembly.
xml</descriptor>
</descriptors>
</configuration>
<executions>
<execution>
<id>make-assembly</id>
<phase>package</phase>
<goals>
<goal>single</goal>
</goals>
</execution>
</executions>
</plugin>
</plugins>
</build>

（3）项目描述信息（assembly.xml）
记录描述项目信息时，需要打包项目启动脚本、任务配置文件、日志文件及编译后的
JAR 包等，具体实现见代码 2-15。
代码2-15

项目描述信息

<assembly
xmlns="http://maven.apache.org/plugins/maven-assembly-plugin/assemb
ly/1.1.0"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si:schemaLocation="http://maven.apache.org/plugins/maven-assemblyplugin/assembly/1.1.0 http://maven.apache.org/xsd/assembly-1.1.0.xsd">
<id>bin</id>
<-- 打包成 tar.gz 压缩包格式 -->
<formats>
<format>tar.gz</format>
</form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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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取运行时所有依赖包到 lib 目录下 -->
<dependencySets>
<dependencySet>
<useProjectArtifact>true</useProjectArtifact>
<outputDirectory>lib/</outputDirectory>
<scope>runtime</scope>
</dependencySet>
</dependencySets>
<fileSets>
<!-- 将系统运行脚本打包到 bin 目录下 -->
<fileSet>
<directory>src/main/resources</directory>
<outputDirectory>/bin</outputDirectory>
<includes>
<include>*.sh</include>
</includes>
</fileSet>
<!-- 将系统配置文件打包到 conf 目录下 -->
<fileSet>
<directory>src/main/resources</directory>
<outputDirectory>/conf</outputDirectory>
<includes>
<include>system-config.properties</include>
</includes>
</fileSet>
<!-- 将任务文件打包到 jobs 目录下 -->
<fileSet>
<directory>src/main/resources</directory>
<outputDirectory>/jobs</outputDirectory>
<includes>
<include>*.xml</include>
</includes>
</fileSet>
<!-- 创建系统运行日志 logs 目录 -->
<fileSet>
<directory>src/main/resources</directory>
<outputDirectory>/logs</outputDirectory>
<includes>
<include></include>
</includes>
</fileSet>
</fileSets>
</assembly>

2．编译
完成 pom 文件的编辑，以及项目描述文件（assembly.xml）的编辑后，在终端中切换
到项目根目录下，然后使用 Maven 打包命令进行编译打包，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 切换到项目根目录
dengjiedeMBP:~ dengjie$ cd /Users/dengjie/hadoop/game-x-m
# 使用 Maven 命令进行编译打包
dengjiedeMBP:game-x-m dengjie$ mvn clean && mvn package
# 等待执行编译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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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成功后，在项目根目录的 target 目录下会生成 tar.gz 的压缩包文件，该文件为项
目编译打包后的文件，分别由项目名、版本号、项目 ID 及 tar.gz 后缀组成，如 game-x-m1.0.0-bin.tar.gz。
编译完成后，无论成功或失败，在终端上都会有日志信息打印出来，如图 2-12 所示。

图 2-12

编译结果的日志信息

2.5

部署与调度

在本地环境下完成功能开发并通过测试后，会将开发的应用程序进行编译打包，打包
后的应用程序需要部署到集群上运行、调度。
本节将介绍如何将打包好的应用程序部署到集群上，以及如何进行任务调度，读者可
以在实际操作演练中掌握 Hadoop 应用程序的部署和调度。

2.5.1

部署应用

提取打包好的应用程序，如 2.4 节中的 game-x-m-1.0.0-bin.tar.gz 文件，使用 scp 命令，
将本地环境中的文件上传到 Hadoop 集群中，操作命令如下：
# 使用 scp 命令，将本地应用程序上传到 Hadoop 集群
dengjiedeMBP:~ dengjie$ scp game-x-m-1.0.0-bin.tar.gz hadoop@nna:/data/
soft/new/apps
# 应用程序上传到 nna 节点完成后，等待后续操作

在选取部署应用程序的节点时，可以在 Hadoop 集群的任意节点进行部署。这里选取
nna 节点作为部署节点，是因为 nna 节点资源比其他节点资源充足，能够有效防止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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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而引起的 Hadoop 集群性能问题。

提示：在选择部署应用程序的节点时，应优先选择资源充足的节点。
2.5.2

调度任务

将应用程序部署到 Hadoop 集群节点上后，需要执行的任务策略并不都是一样的：有
些任务可能是每 5 分钟执行一次，也有可能是每小时执行一次，还有可能是每天执行一次。
所以，针对这些不同的任务，需要不同的调度策略，可以使用 Crontab 定时调度 Hadoop
应用程序，也可以使用 Quartz 来开发一套调度系统供 Hadoop 应用程序做定时调度。
本节先介绍一种简单的定时调度策略——crontab。关于使用 Quartz 来做定时调度策
略，后面章节内容在讲到项目实战演练时会详细介绍，这里读者可以先熟悉一下，有个概念。
在配置任务调度之前，有必要先来了解 crontab 的功能和用法，使用 crontab 命令常见
于 Linux 操作系统或类 Linux 操作系统中，用于设置周期性被执行的指令，它包含守护进
程的一系列作业和指令。
对于每个用户来说，可以拥有自己的 crontab 文件，同时，操作系统保存一个针对整
个系统的 crontab 文件，该文件通常存放于/etc 或者/etc 之下的子目录中，而这个文件只能
由系统管理员来进行编辑修改。
编写 crontab 文件时，每一行均要遵守特定的格式，由空格或者 tab 分割为数个领域，
每个领域可以存放单一或者多个数值，格式内容如表 2-4 所示。
表 2-4
格

式

*

*

crontab格式
*

*

1～31

1～12

0～6

月

周（0表示周日）

取值范围

0～59

0～23

单位

分钟

小时（0表示凌晨） 日

*

执行命令或脚本
执行具体命令或
脚本文件

下面举例来说明 crontab 的用法。比如，现在有这样一个场景，有一个任务需要每天
凌晨 4 点来执行。读者可以通过学习以下操作流程，来完成上述使用场景的需求。
（1）创建一个新任务或者编辑一个已存在的任务。
# 使用 crontab –e 命令来创建或者编辑定时任务
[hadoop@nna ~]$ crontab -e

（2）配置调度策略。
# 按照 crontab 格式进行任务调度设置，配置一个凌晨 4 点的定时任务
0 4 * * * /data/soft/new/apps/script/startup.sh》
/data/soft/new/logs/startup.log 2>&1

（3）保存并退出。
# 保存并退出任务调度设置，完成 crontab 定时任务设置，并使用 crontab –l 查看调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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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oop@nna ~]$ crontab -l

在使用 crontab 命令做定时调度时，常用的命令如表 2-5 所示。
表 2-5
命

crontab常用命令

令

说

明

-e

编辑或者创建一个crontab任务

-l

查看crontab调度策略

2.6

小结

学会构建一个 Hadoop 工程项目，并在该项目下编写 Hadoop 应用程序是实践 Hadoop
编程的良好开端。本章的主要内容正是帮助读者达到这一目的，引导读者能够简单、快速
地创建不同结构的 Hadoop 项目工程，而要熟练掌握 Hadoop 项目的开发流程，至少还应
该能够熟练在高可用平台上进行应用开发，掌握对应用程序编译、打包并进行相应的部署
和任务调度等流程。
本章内容为围绕项目工程的构建、使用 Java 编程语言来操作分布式文件系统
（HDFS）
、
高可用平台下进行应用程序的编写，以及运行、应用程序的打包、应用程序的部署与任
务调度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而有序的介绍与讲解，为读者学习后面的实战项目打下夯实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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