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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 Hadoop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用户在日常使用网络的过程中产生了数量庞大的
结构化数据，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也产生了大量的非结构化数据，如视频、音频和图像等。
因此，对大量数据的有效存储管理和计算分析成为了信息行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大数
据就是基于数据爆炸的现状产生的。
Hadoop 的前身由 Doug Cutting 创建，起源于开源的网络搜索引擎 Apache Nutch，本
章将从大数据的技术、特点和存储计算模式为起点，初步探究大数据的雏形。
以下是本章主要涉及的知识点。
 了解大数据的特点及在各行业中的应用。
 了解大数据技术，掌握大数据与云计算和物联网的关系。
 了解 Hadoop 的起源、发展和意义。

1.1

大数据初探

本章首先介绍大数据的基本概念，理解这些概念是进一步学习和掌握大数据的基础。
了解概念后，才能从大数据和云计算中找到学习的技巧。
在当前的技术领域内，大家提的比较多的当属大数据了，那么到底什么是大数据呢？
关于大数据的定义目前有很多种，其实“大数据”就是收集各种数据，经过分析后用来做
有意义的事，其中包括对数据进行采集、管理、存储、搜索、共享、分析和可视化。
关于数据的采集、存储和分析较容易理解，因为当数据量足够大的时候，很难存
储，如 FaceBook 每天生成 500TB 的数据，如何存储这些数据就成了一个问题。有时
我们需要存储大量的数据并进行分析，将分析结果用于运营决策，给决策者提供运营
参考，而传统的技术无法实现大批量数据的存储和计算，毕竟单台机器的存储和计算
性能都是有限的。

1.1.1

大数据技术

那么，大数据技术又是什么呢？从本质上来说，大数据技术是发现大规模数据中的规
律，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实现对运营层决策的支持。在此处需要注意大数据技术与其他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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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Excel 也可以做数据分析，那么为什么还要用到大数据技术呢？
主要原因是，大数据技术面对的是大规模的数据，每一天都会有大批量的数据生成，
如何存储与计算这批数据，就是大数据技术要解决的问题。

1.1.2

大数据技术框架

大数据技术框架主要包含 6 个部分，分别是数据收集、数据存储、资源管理、计算框
架、数据分析和数据展示，每部分包括的具体技术如图 1.1 所示。

图 1.1

1.1.3

大数据技术框架图

大数据的特点

大数据的特点可以用“4v”来表示，分别为 volume、variety、velocity 和 value，下面
具体介绍。
 海量性（volume）：大数据的数据量很大，每天我们的行为都会产生大批量数据。
 多样性（variety）：大数据的类型多种多样，比如视频、音频和图片都属于数据。
 高速性（velocity）：大数据要求处理速度快，比如淘宝“双十一”需要实时显示交
易数据。
 价值性（value）：大数据产生的价值密度低，意思是说大部分数据没有参考意义，
少部分数据会形成高价值，比如私家汽车安装的摄像头，大部分情况下是用不到的，
但是一旦出现“碰瓷”等现象就会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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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在各个行业中的应用

大数据的本质是发现数据规律，实现商业价值。在生活中有很多大数据应用的场景，
包括金融、经济、医疗和体育行业等。
例如在金融行业中，支付宝平台通过大数据进行消费者信用评分，金融机构利用大数
据进行金融产品的精准营销。在医疗行业中通过分析病人特征和疗效数据，找到特定病人
的最佳治疗方案；还可以在病人档案方面应用高级分析，确定某类疾病的易感人群。在体
育行业中可以通过分析数据来制定战术、进行运动员能力评估，定制最佳训练方案。

1.1.5

大数据计算模式

常见的大数据计算模式分为 4 类，如图 1.2 所示。

图 1.2

大数据计算模式



批处理计算又称为离线计算，是针对大规模历史数据的批量处理，如 MapReduce。



流计算是针对流数据的实时计算，可以实时处理产生的数据。商业版的有 IBM
InfoSphere Streams 和 IBM StreamBase，开源的有 Storm 和 S4（Simple Scalable
Streaming System），还有一部分是企业根据自身需求而定制的，如 Dstream（百度）。



图计算是针对大规模图结构数据的处理，常用于社交网络，如 Pregel、GraphX、
Giraph（FaceBook）、PowerGraph 和 Hama 等。



查询分析计算是针对大规模数据的存储管理和查询分析，如 Hive、Cassandra 和
Impala 等。

1.1.6

大数据与云计算、物联网的关系

关于云计算的解释有很多种，被人们广为接受的是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所定义
的，即云计算是一种按网络使用量付费的便捷模式，能进入可配置的计算资源共享池（资
源包括网络、服务器、存储、应用软件、服务），使资源被利用。
 云计算的特点：超大规模、通用性、高拓展性、虚拟化、高可靠性、按需服务、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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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廉价、具有潜在危险性。
 云计算的模式：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云。
 云计算服务的分类：Saas、Paas 和 Iaas。
大数据与云计算是一种不可分的、相互依存的关系。首先，云计算是计算资源的底层，
它的主要作用是支撑上层大数据的处理任务。而大数据的主要处理任务则是提升实时交互
式查询效率和分析数据的能力。
物联网，其实就是物物相连的互联网。这其中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是在互联网基础上
的延伸和扩展，起到核心作用的仍然是互联网；另一个是不管用户端延伸到任何物品上，
最终都实现物物相连。
在物联网应用中有 3 项关键技术：传感器技术、RFID 标签和嵌入式系统技术。
物联网产生大数据，大数据助力物联网。随着物联网的发展，产生数据的终端由 PC
转向了包括 PC、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在内的多样化终端，因此物联网推动了大数据技
术的发展。
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三者息息相关，是互相关联、相互作用的。物联网是大数据
的来源（设备数据），大数据技术为物联网数据的分析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物联网还为
云计算提供了广阔的应用空间，而云计算为物联网提供了海量数据存储能力；云计算还为
大数据提供了技术基础，而大数据能为云计算所产生的运营数据提供分析和决策依据。三
者的关系如图 1.3 所示。

图 1.3

1.2

三者相互关系图

Hadoop 简介

Apache Hadoop 本身是一个框架，它可以用简单的编程模型在计算机集群中对大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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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集进行分布式处理。它可以被设计成单个机器或成千上万台机器的集群，实现提供计算
和存储服务。
然而，不同于依赖硬件实现的高可用性，Hadoop 本身被设计为能够检测和处理应用
层的错误，因此在计算机集群的整体层面上就提供了高可用服务。

1.2.1

Hadoop 应用现状

随着大数据的快速发展，目前 Hadoop 已经应用在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互联网企业中。
对于国内来说，百度的日志分析、阿里的内部云，以及淘宝都在使用 Hadoop；在国际上，
英特尔、微软和 Oracle 等也都有了自己基于 Hadoop 的产品。

1.2.2

Hadoop 简介与意义

Apache 开源软件基金会开发了运行在大规模普通服务器上，用于大数据存储、计算、
分析的分布式存储系统和分布式运算框架——Hadoop。Hadoop 的两大核心如下。
 HDFS（Hadoop Distributed File System，分布式存储系统）：是 Hadoop 中的核心组
件之一，除了可以保存海量数据，还具有高可靠性、高扩展性和高吞吐率的特点。
 MapReduce：属于分布式计算框架，一般用于对海量数据的计算，它的特点是易于
编程、高容错和高扩展等优点。另外，MapReduce 可以独立于 HDFS 使用。
总结来说，Hadoop 中的核心 HDFS 为海量数据提供了存储，而 MapReduce 则为海量
数据提供了计算服务。
通过 Hadoop 可以快速搭建自己的分布式存储系统和分布式运算系统，它可以缩短处
理数据的时间，同时可以尽量在低成本的情况下完成数据的分析与挖掘。这里说的低成本，
主要是因为 Hadoop 可以基于廉价的普通 PC 机搭建集群。

1.3

小

结

本章首先解释了什么是大数据，然后介绍了大数据的特点和在各行业中的应用，并说
明了大数据和当下云计算、物联网之间的关系，最后讲述了在大数据的发展过程中 Hadoop
的起源、发展和意义。

·6·

第2章

Hadoop 的安装与配置

Hadoop 可以基于 Windows 安装，也可以基于 Linux 安装，本章我们以企业中用的比
较多的 Linux 系统为例，讲解 Hadoop 的安装，为了便于读者练习、要先安装虚拟机。本
章将深入讲解基于 Linux 的 Hadoop 安装与配置。
以下是本章主要涉及的知识点。
 学会创建虚拟机。
 通过本章示例学会安装 Linux 系统和 JDK。
 通过示例学会 Hadoop 的安装及分布式安装。

2.1

虚拟机的创建

安装虚拟机的步骤如下：
（1）单击主页中“创建新的虚拟机”选项，如图 2.1 所示。

图 2.1

安装第 1 步：创建新的虚拟机

（2）在弹出的界面中选择“自定义（高级）”单选按钮，然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如图 2.2 所示。
（3）在进入的界面中单击“下一步”按钮，如图 2.3 所示。
（4）在进入的界面中选择“稍后安装操作系统”单选按钮，然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如图 2.4 所示。
（5）在进入的界面中选择“Linux（L）”单选按钮，“版本”选择“CentOS 64 位”，
然后单击“下一步”按钮，如图 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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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安装第 2 步

图 2.3

安装第 3 步

（6）在进入的界面中将“虚拟机名称”改为 masternode，“位置”改为 C:\masternode
单击“下一步”按钮，如图 2.6 所示。

图 2.4

安装第 4 步

图 2.5

安装第 5 步

（7）在进入的界面中，在“处理器数量”下拉列表框中选择 1，在每个处理器的核心
数量下拉列表框中选择 1，然后单击“下一步”按钮，如图 2.7 所示。
（8）在进入的界面中根据计算机配置选择内存大小，如果计算机内存是 4GB，这里就
选择 1GB，如果是 8GB 以上，就选择 2GB，这里我们选择 2GB，然后单击“下一步”按
钮，如图 2.8 所示。
（9）接着会出现创建虚拟机的信息，这里不做任何修改，采取默认设置，直接单击“下
一步”按钮，再单击“完成”按钮，如图 2.9 所示。
（10）之后就会出现如下结果，表示虚拟机安装完成，如图 2.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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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安装第 6 步

图 2.7

安装第 7 步

图 2.8

安装第 8 步

图 2.9

安装第 9 步

图 2.10

安装完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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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安装 Linux 系统

安装完虚拟机后，接来下就可以基于虚拟机安装 CentOS 系统了。CentOS 系统安装步
骤如下。
（1）把 CentOS mini 版本放到光驱中，右击 CD/DVD 选项，如图 2.11 所示。
（2）在弹出的界面中选中“使用 ISO 映像文件”单选按钮，然后单击“浏览”按钮，
指向 CentOS 映像文件，如图 2.12 所示。

图 2.11

安装第 1 步

图 2.12

安装第 2 步

（3）单击“确定”按钮，然后按照图示依次选择运行即可，期间需要输入 root 密码，
注意两次密码输入要一致，如图 2.13 所示。
（4）在弹出的界面中单击 Write changes to disk 按钮，如图 2.14 所示。

图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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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确认创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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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网络信息

2.2 节中我们已成功创建了 CentOS 系统，但是由于系统还没有配置网络，所以无法访
问外网，也无法进行内网机器之间的通信。为了后续搭建集群和访问外网，这里需要进行
网络信息的配置，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修改配置信息
vi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eth0

在 Linux 相应目录下执行以上命令。
[root@masternode~]#vi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eth0

编辑文件内容如下：
DEVICE=eth0
TYPE=Ethernet
ONBOOT=yes
NM_CONTROLLED=yes
BOOTPROTO=static
IPADDR=192.168.245.150
NATMASK=255.255.255.0
GATEWAY=192.168.245.2

2．重启网络服务
service network restart
[root@mastermode~]# service network restart

当所有结果都显示为 OK 时，才能成功。
[root@masternode~]# service network restart
Shutting down loopback interface:
[ok]
Bringing up loopback interface:
[ok]
Bringing up interface eth0:Determining if ip address 192.168.245.150 is
alread
y in use for device eth0...

3．检验：ping网关（两个）
ping www.baidu.com
[root@masternode~]# ping www.baidu.com
Ping:unknown host www.baidu.com

4．测试：ping网关
（1）设置 DNS 服务，输入以下命令：
vi /etc/resolv.conf
nameserver 114.114.114.114

修改 DNS 后在访问外网时会进行域名的解析，可以 ping 通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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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访问百度（命令：ping www.baidu.com）：
[root@master ~]# ping www.baidu.com
PING www.a.shifen.com (111.13.100.91) 56(84) bytes of data.
64 bytes from 111.13.100.91: icmp_seq=1 ttl=128 time=6.47 ms
64 bytes from 111.13.100.91: icmp_seq=2 ttl=128 time=77.7 ms
64 bytes from 111.13.100.91: icmp_seq=3 ttl=128 time=18.4 ms
64 bytes from 111.13.100.91: icmp_seq=4 ttl=128 time=111 ms
64 bytes from 111.13.100.91: icmp_seq=5 ttl=128 time=124 ms
64 bytes from 111.13.100.91: icmp_seq=6 ttl=128 time=12.6 ms

这样就说明能 ping 通网络了。

2.4

克隆服务器

有时为了方便使用，减少重复配置，可以直接将配置好的节点进行克隆，克隆节点时
必须在被克隆的节点处于关机状态下。下面我们开始克隆创建出来的 namenode，步骤如
图 2.15、图 2.16 和图 2.17 所示。

图 2.15

克隆第 1 步

创建的虚拟机名称为 slavenode，位于 E:\slavenode 文件夹中。

图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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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

克隆第 3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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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隆完成之后，由于克隆的信息与被克隆机器完全一致，所以需要将克隆的机器重新
进行网络等信息的设置，设置步骤如下。
（1）删除/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eth0 文件中的系统物理地址 HWADDR 和
UUID，并配置 slavenode 的 IP 地址。命令如下：
vi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eth0
DEVICE=eth0
TYPE=Ethernet
ONBOOT=yes
NM_CONTROLLED=yes
BOOTPROTO=static
IPADDR=192.168.109.201
NATMASK=255.255.255.0
GATEWAY=192.168.109.2

（2）删除 70-persistent-net.rules 文件。命令如下：
[root@master~]# rm -rf /etc/udev/rules.d/70-persistent-net.rules

（3）通过修改/etc/sysconfig/network 来修改主机名。命令如下：
vi/etc/sysconfig/network

并将 HOSTNAME 改为 slavenode。
NETWORKING=yes
HOSTNAME=slave

（4）重新启动系统：
Init 6

（5）修改 hosts 文件，在文件最后增加一行，格式为：IP 地址 主机名，这样做的目的
是将 IP 地址和机器名相映射。这样在 master 和 slave 相互通信时，可以直接使用主机名，
也可以使用 IP 地址。
vi /etc/hosts
192.168.239.6
192.168.239.7

master
slave

修改完 master 主机上的/etc/hosts 文件后，就可以尝试在 master 上通过 ping 的方式与
slave 节点通信。
[root@master~]# ping slave

2.5

SSH 免密码登录

在 2.4 节中已经创建好了两台机器，并且相互之间可以进行通信，这时就需要进行文件
的相互传输，如从 master 节点传到 slave 节点，这样就需要用到 scp（拷贝）等命令来完成。
但是在多台服务器之间操作文件传输时总是需要输入密码，每次都输入密码很麻烦，而且
有些安全系统高的机器，密码相当难记，而 SSH 免密码登录无疑能大大地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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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服务器 A 如果要免密码登录到服务器 B 时，需要在服务器 A 上生成密钥
对，将生成的公钥上传到服务器 B 上，并把公钥追加到服务器 B 的 authorized_keys 信任
文件中。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在服务器A上执行命令ssh-keygen –t rsa –P' '创建密钥对
[root@master~]# ssh-keygen –t rsa –p ’’
Generrating public/private rsa key pair.
Enter file in which to save the key(/root/.ssh/id_rsa):
Created directory’/root/.ssh’.
Your identification has been saved in /root/.ssh/id_rsa.
Your public key has been saved in /root/.ssh/id_rsa.pub
The key fingerprint is:
C8:7d:b6:4a:b8:7a:46:66:87:d4:b2:30:55:2b:1b:cc root@master
The key’s randomart image is:
+--[RSA 2048]----+1
1
..
1
1
o. .
1
1
.E..
1
1
o.o*.
1
1
+++S o
1
1
*..o .
1
1
+... .
1
1
oo .
1
1
.+. .
1
+-----------------------+

2．传递公钥
执行完上述命令后，在执行命令的.ssh 文件夹下会生成一个扩展名为.pub 的文件。下面
通过 scp 命令将.pub 文件复制到 slave 节点上，
假设这里的 slave 节点的 IP 是 192.168.109.201，
命令如下：
scp .ssh/id_rsa.pub root@192.168.109.201:~

将公钥交给 slave，将 ssh/id_rsa.pub 文件复制到 slave 服务器上。
[root@master~]#scp .ssh/id_rsa.pub root@192.168.109.201:~
The authenticity of host ‘192.168.109.201(192.168.109.201)‘can’t be
established.
RSA key fingerprint is 6f:d7:06:f3:47:cf:36:If:9b:ee:3a:60:4d:5C:2d:3c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continue connecting (yes/no)?yes
Warning:Permanently added‘192.168.109.201’(RSA)to the list of known hosts
root@192.168.109.201’s password:

需要注意的是，第一次将文件传到 slave 节点时是需要输入密码的，一旦免密码配置
完成，后续再换文件时就不需要再输入密码了。
3．关闭防火墙
为了使两台机器之间进行通信，还需要将每个节点的防火墙都关闭。关闭防火墙有两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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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一种是永久生效；另一种是立即生效，重启后无效。这两条命令我们可以都运行
一遍，这样就代表防火墙立即关闭，并且机器重启后仍然处于关闭状态。
（1）即时生效，重启后失效：
service iptables stop

（2）重启后永久生效：
chkconfig iptables off

安装和配置 JDK

2.6

前面已经实现了系统安装、网络设置及防火墙关闭，到目前为止，多台计算机之间就
可以进行通信了。
Hadoop 是基于 Java 语言环境的，所以还需要设置 Java 运行环境，在这里我们使用 JDK
7，读者可以从官方网站自行下载。

2.6.1

上传安装包

安装 JDK 的第一步是上传安装包，步骤如图 2.18、图 2.19 和图 2.20 所示，依次操作
即可。

图 2.18

图 2.19

上传第 2 步

上传第 1 步

图 2.20

上传第 3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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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安装 JDK

安装 JDK，可以用 rpm 命令。安装命令如下：
rpm –ivh jdk-7u79-linux-x64.rpm

在后台运行安装命令后，结果如下，则代表安装成功。
[root@ master software]# rpm -ivh jdk -7u79-linux-x64.rpm
Preparing...
1:jdk
Unpacking JAR files...
Rt.jar...
Jsse.jar...
Charsets.jar...
Tools.jar...
Localedata.jar...
Jfxrt.jar...

2.6.3

配置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是一个具有特定名字的对象，它包含一个或者多个应用程序会使用到的信
息。通过使用环境变量，可以很容易地修改涉及的一个或多个应用程序的配置信息。Linux
是一个多用户、多任务的操作系统，通常每个用户默认的环境都是相同的，这个默认环境
实际上就是一组环境变量的定义。
用户可以对自己的运行环境进行定制，其方法就是修改相应的系统环境变量。这里我
们 可 以 通 过 修 改 home 目 录 下 的 隐 藏 文 件.bash_profile 来 修 改 环 境 变 量 。 我 们 设 置
JAVA_HOME 指向 JDK 的根目录。
export JAVA_HOME=/usr/java/jdk1.7.0_79
export PATH=$PATH:$JAVA_HOME/bin

设置完后，记得在.bash_profile 的所在目录下执行 source .bash_profile，使环境变量立
即生效。

2.7

Hadoop 环境变量配置

2.6 节介绍了如何安装 JDK，现在终于要安装 Hadoop 了，此处我们使用 Hadoop 2.x 版本。
另外，仅仅配置环境就经历了这么多步骤，对于没有任何编程基础或者对 Linux 命令
陌生的读者，可能感受到了 Hadoop 的复杂性，所以说大数据（Hadoop）入门的门槛较高，
但一旦熟练掌握了环境搭建，后续上手就会比较快了，所以让我们继续前行。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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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压缩 Hadoop 压缩包

将 Hadopp 压缩包上传到服务器上以后，就需要进行解压缩了，解压代码如下：
tar -zxvf hadoop-2.5.1_x64.tar.gz

2.7.2

配置 Hadoop 的 bin 和 sbin 文件夹到环境变量中

解压完 Hadoop 后，就可以修改.bash_profile 配置文件，将 Hadoop 的环境信息写到配
置文件中，如下代码所示。在这里需要注意，要将 Hadoop 下的 bin 文件夹和 sbin 文件夹
都写入配置文件中，其中 sbin 文件夹中是管理命令，如启动和关闭集群等。
关于 Java 环境变量配置已经在 2.6.3 节中介绍过了。本节在 Hadoop 环境变量配置后，
配置文件中的完整配置代码如下：
export JAVA_HOME=/usr/java/jdk1.7.0_79
export HADOOP_HOME=/opt/software/hadoop-2.5.1
export PATH=$PATH:$JAVA_HOME/bin:$HADOOP_HOME/bin

2.7.3

修改/etc/hadoop/hadoop-env.sh

接着需要在 etc/hadoop/hadoop-env.sh 中配置 JAVA_HOME，否则调用 start-dfs.sh 启
动时会报错（Error: JAVA_HOME is not set and could not be found）。可以通过以下代码完
成 JAVA_HOME 的配置：
export JAVA_HOME=/usr/java/jdk1.7.0_79

2.8

Hadoop 分布式安装

Hadoop 安装可以是单节点、伪分布式和完全分布式。这里我们着重介绍伪分布式和完
全分布式。伪分布式是在一台机器上模拟分布式，主要用于测试；而完全分布式是由两个
及两个以上的节点组建的集群，是真正的分布式。下面介绍伪分布式和完全分布式的安装
过程。

2.8.1

伪分布式安装

（1）进入 Hadoop 的配置文件目录。
cd /opt/software/hadoop-2.5.1/etc/had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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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改 core-site.xml 文件。
core-site.xml 文件主要配置了访问 Hadoop 集群的主要信息，其中 master 代表主机名
称，也可以使用 IP 替换，9000 代表端口。外部通过配置的 hdfs://master:9000 信息，就可
以找到 Hadoop 集群。
<configuration>
<property>
<name>fs.defaultFS</name>
<value>hdfs://master:9000</value>
</property>
</configuration>

（3）修改 hdfs-site.xml 配置。
hdfs-site.xml 配置文件中配置了 HDFS 的相关信息，其中 dfs.replication 代表副本数，
这里设置为 1。
<configuration>
<property>
<name>dfs.replication</name>
<value>1</value>
</property>
</configuration>

（4）格式化 HDFS。
格式化 HDFS 的作用是初始化集群，基本配置完成后，就可以通过 hdfs namenode
-format 命令初始化集群了。
[root@master hadoop -2.5.1]#hdfs namenode -format

格式化完成后，会输出以下信息：
8/04/2716:20:20INFOcommon.Storage:Storagedirectory/tmp/hadoop-root/dfs/
namehasbeensuccessfullyformatted.
18/04/2716:20:20INFOnamenode.FSImageFormatProtobuf:Savingimagefile/tmp/
hadoop-root/dfs/name/current/fsimage.ckpt_0000000000000000000 using no
compression
18/04/2716:20:20INFOnamenode.FSImageFormatProtobuf:Imagefile/tmp/hadoop
-root/dfs/name/current/fsimage.ckpt_0000000000000000000 of size 321 bytes
saved in 0 seconds.
18/04/27 16:20:20 INFO namenode.NNStorageRetentionManager: Going to
retain 1 images withtxid >=0
18/04/27 16:20:20 INFO util.ExitUtil: Exiting with status 0
18/04/27 16:20:20 INFO namenode.NameNode: SHUTDOWN_MSG:
/************************************************************
SHUTDOWN_MSG: Shutting down NameNode at master/172.31.228.188
************************************************************/

从信息中可以看到/name has been successfully formatted，代表格式化成功。
（5）启动 HDFS。
[root@master hadoop-2.5.1]#start-dfs.sh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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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访问网页 http://192.168.109.200:50070/，查看是否安装成功，如图 2.21 所示。出
现下图显示的页面则代表伪分布式集群搭建成功。

图 2.21

2.8.2

访问网页

完全分布式安装

2.8.1 节介绍的伪分布式是基于单个节点，而完全分布式是基于两个或两个以上节点完
成 Hadoop 集群搭建。下面基于两个节点完成，一个节点的名字是 master，另一个节点的
名 字 是 slave 。 关 于 搭 建 伪 分 布 式 和 完 全 分 布 式 ， 主 要 区 别 体 现 在 core-site.xml 和
hdfs-site.xml 的配置不一样，完全分布式会包含更多信息，下面会逐步说明。
1．修改core-site.xml文件
core-site.xml 文件中，hadoop.tmp.dir 是 Hadoop 文件系统依赖的基础配置，默认存放在
/tmp/{$user}下。但是存放在/tmp 下是不安全的，因为系统重启后文件有可能被删除，所
以会指向另外的路径。
<configuration>
<property>
<name>fs.defaultFS</name>
<value>hdfs://master:9000</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hadoop.tmp.dir</name>
<value>/opt/software/hadoop-2.5.1</value>
</property>
</configuration>

2．修改hdfs-site.xml文件
这里主要配置了 Secondary NameNode 的信息，其中 slave 是从节点机器名。读者目前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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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先“照猫画虎”把系统搭起来，关于 Secondary NameNode 的介绍，后续会详细讲解。
<configuration>
<property>
<name>dfs.namenode.secondary.http-address</name>
<value>slave:50090</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dfs.namenode.secondary.https-address</name>
<value>slave:50091</value>
</property>
</configuration>

3．配置masters和slaves
接着需要在配置文件目录/opt/software/hadoop-2.5.1/etc/hadoop/下生成 masters 和 slaves
文件，并在 masters 文件中写入 master，在 slaves 文件中写入 master 和 slave，其中 slaves
文件存放的是 datanode，也就是数据节点，如图 2.22 和图 2.23 所示。
[root@master
[root@master
[root@master
[root@master

图 2.22

hadoop]#
hadoop]#
hadoop]#
hadoop]#

cd/opt/software/hadoop-2.5.1/etc/hadoop/
touch masters
touch slaves
vi masters

命令在 masters 文件中加入主节点

图 2.23

slaves 文件中可以添加 master 和 slave 节点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 master 和 slave 是节点名称，需要与/etc/hosts 中的配置相映射。
4．相关文件的复制
在完全分布式的环境中，master 和 slave 节点上的文件需要一致，因此这里需要将
master 节点中的文件复制到 slave 节点中，主要包括以下文件：
 Hadoop 整个文件夹，如/opt/software/hadoop-2.5.1 下面的所有文件。
 系统配置文件，如.bash_profile 文件，其中包含各类环境变量的配置。
 /etc/hosts 文件。
操作步骤如下：
（1）复制 Hadoop 整个文件夹。
复制文件夹需要使用 scp -r 指令：
scp -r /opt/software/hadoop-2.5.1 root@192.168.109.201:/opt/software

（2）复制.bash_profile 到 salve 的 Home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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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p .bash_profile root@192.168.109.201:~

（3）复制/etc/hosts 文件，命令如下：
scp /etc/hosts root@192.168.109.201:/etc/hosts

5．格式化HDFS
接下来通过格式化 HDFS 实现集群的初始化。
[root@master hadoop-2.5.1]# hdfs namenode –format

6．启动HDFS集群
启动命令如下：
[root@master hadoop -2.5.1]#sbin/start-dfs.sh

7．在浏览器访问http://ip:50070/，进行测试
测试命令如下：
http://192.168.109.200:50070/

2.9

小

结

本章主要介绍了基于 Linux 的 Hadoop 安装与配置，包括虚拟机创建、Linux 系统和
JDK 安装、Hadoop 安装及 Hadoop 分布式安装，并通过实例向读者展示了安装的步骤与技
巧。此外，本章还介绍了克隆服务器和 SSH 免密码登录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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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数据量越来越大，文件和数据被越来越多地
存储到系统管理的磁盘中，单台机器已经不能满足大量的文件存储需求，迫切需要一种允
许多机器上的多用户通过网络分享文件和存储空间的文件管理系统，这就是分布式文件系
统。
分布式文件管理系统有很多，如 DFS 和 HDFS，而 HDFS 适用于一次写入、多次查询
的情况。本章我们将详细介绍 DFS 和 HDFS。
本章主要涉及如下知识点。
 DFS 基础知识。
 HDFS 和 DFS 的关系，HDFS 的设计和优缺点，以及 HDFS 的读写文件流程。
 学会基于 Shell 的操作和基于 Java API 操作 HDFS。

3.1

DFS 介绍

由于一台机器的存储容量有限，一旦数据量达到足够的级别，就需要将数据存放在多
台机器上，这就是分布式文件系统，又称之为 DFS（Distributed File System）。
DFS 是 HDFS 的基础，本节将简单讲解一下什么是 DFS 及 DFS 的结构，随后引出
Hadoop 的核心组件 HDFS。

3.1.1

什么是 DFS

分布式文件系统 DFS 是基于 Master/Slave 模式，通常一个分布式文件系统提供多个供
用户访问的服务器，一般都会提供备份和容错的功能。分布式文件系统管理的物理资源不
一定直接连接在本地节点上，而是通过计算机网络与节点相连，而非文件系统管理的物理
存储资源一定直接连在本地节点上。

3.1.2

DFS 的结构

分布式文件系统在物理结构上是由计算机集群中的多个节点构成的，如图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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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节点分为两类，一类叫“主节点”
（Master Node），也被称为“名称节点”
（NameNode）；
另一类叫“从节点”（SlaveNode），也被称为“数据节点”（DataNode）。

图 3.1

3.2

分布式文件系统构图

HDFS 介绍

前面讲到的 DFS 是统称的分布式文件系统，在 Hadoop 中实现的分布式文件系统被称
之为 HDFS，本节将会介绍 HDFS 的基本概念、执行原理及文件的读写流程。

3.2.1

HDFS 的概念及体系结构

HDFS 是 Hadoop 自带的分布式文件系统，即 Hadoop Distributed File System。HDFS
是一个使用 Java 语言实现的分布式、可横向扩展的文件系统。
HDFS 包括一个名称节点（NameNode）和若干个数据节点（DataNode），属于主/从
（Master/Slave）关系的结构模型。其中，名称节点负责管理文件系统的命名空间及客户端
对文件的访问，也就是中心服务器。
而集群中的数据节点一般是一个节点运行一个数据节点进程，其中每个数据节点上的
数据实际上是保存在本地的 Linux 文件系统中，并在名称节点的统一调动下，负责处理文
件系统客户端的读/写请求，或删除、创建和复制数据块等操作。

3.2.2

HDFS 的设计

HDFS 的设计主要是为了实现存储大量数据、成本低廉和容错率高、数据一致性，以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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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顺序访问数据这 4 个目标。
1．大数据集
HDFS 适合存储大量文件，总存储量可以达到 PB/EB，单个文件一般在几百兆。
2．基于廉价硬件，容错率高
Hadoop 并不需要运行在昂贵且高可靠的硬件上，其设计运行在商用廉价硬件的集群
上，因此对于庞大的集群来说，节点发生故障的几率还是非常高的。HDFS 遇到上述故障
时被设计成能够继续运行且可以不让用户察觉到明显的中断。
3．流式数据访问（一致性模型）
HDFS 的构建思路是这样的：一次写入、多次读取是最高效的访问模式。数据集通常
由数据源生成或从数据源复制而来，接着长时间在此数据集上进行各种分析。
每次分析都将涉及该数据集的大部分数据甚至全部数据，因此读取整个数据集的时间
延迟比读取第一条记录的时间延迟更重要。
4．顺序访问数据
HDFS 适用于处理批量数据，而不适合随机定位访问。

3.2.3

HDFS 的优点和缺点

1．HDFS的优点





高容错性：数据自动保存多个副本，副本丢失后自动恢复。
适合批处理：移动计算而非数据，数据位置暴露给计算机框架。
适合大数据处理：GB、TB，甚至 PB 级数据，百万规模以上的文件数量，10k+节点。
可构建在廉价机器上：通过副本提高可靠性，提供了容错和恢复机制。

2．HDFS的缺点




3.2.4

不适合低延时数据访问：寻址时间长，适合读取大文件，低延迟与高吞吐率。
不适合小文件存取：占用 NameNode 大量内存，寻找时间超过读取时间。
并发写入、文件随机修改：一个文件只能有一个写入者，仅支持 append（日志），
不允许修改文件。

HDFS 的执行原理

从客户端传入文件读写请求时，NameNode（HDFS 的集群管理节点）首先接受客户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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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的读写服务请求，并根据它保存的 Metadata 元数据，包括元数据的镜像文件（fsimage
和操作日志 edits 信息）和 DataNode（数据存储）通信并进行资源协调，Secondary NameNode
进行 edits 和 fsimage 的合并，同时 DataNode 之间进行数据复制。
如果要存储一个大文件，首先要将文件分割成块，分别放到不同的节点，每块文件都
有 3 个副本备份，并且有一个专门记录文件块存放情况的元数据文件以备查询，如图 3.2
和图 3.3 所示。

3.2.5

图 3.2

大文件存储 1

图 3.3

大文件存储 2

HDFS 的核心概念

关于 HDFS 有以下核心概念，理解这些概念对于更好地了解 HDFS 的原理有很大帮助。
1．数据块（block）
每个磁盘都有默认的数据块大小，这是磁盘进行数据读/写的最小单位。HDFS 也有块
的概念，在 HDFS 1.x 中默认数据块大小为 64MB，在 HDFS 2.x 中默认数据块大小为
128MB。
与单一磁盘上的文件系统相似，HDFS 上的文 件 也 被 划 分 成 块 大 小 的 多 个 分 块
（chunk），作为独立的存储单元。但与面向单一的文件磁盘系统不同的是，HDFS 中小于
一个块大小的文件不会占据整个块的空间（例如一个 1MB 的文件存储在一个 128MB 的块
中时，文件只会使用 1MB 的磁盘空间，而不是 128MB）。
·25·

第1篇

Hadoop 基础知识

2．NameNode
NameNode 为 HDFS 集群的管理节点，一个集群通常只有一台活动的 NameNode，
它存放了 HDFS 的元数据且一个集群只有一份元数据。NameNode 的主要功能是接受
客户端的读写服务，NameNode 保存的 Metadata 信息包括文件 ownership、文件的
permissions，以及文件包括哪些 Block、Block 保存在哪个 DataNode 等信息。这些信
息在启动后会加载到内存中。
3．DataNode
DataNode 中文件的储存方式是按大小分成若干个 Block，存储到不同的节点上，Block
大小和副本数通过 Client 端上传文件时设置，文件上传成功后副本数可以变更，BlockSize
不可变更。默认情况下每个 Block 都有 3 个副本。
4．SecondaryNameNode
SecondaryNameNode（简称 SNN），它的主要工作是帮助 NameNode 合并 edits，减少
NameNode 启动时间。SNN 执行合并时机如下：
 根据配置文件设置的时间间隔 fs.checkpoint.period，默认 3600 秒。
 根据配置文件设置 edits log 大小 fs.checkpoint.size，规定 edits 文件的最大值默认是
64MB，如图 3.4 所示。

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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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元数据
元数据保存在 NameNode 的内存中，以便快速查询，主要包括 fsimage 和 edits。


fsimage：元数据镜像文件（保存文件系统的目录树）。



edits：元数据操作日志（针对目录树的修改操作）被写入共享存储系统中，比如
NFS、JournalNode，内存中保存一份最新的元数据镜像（fsimage+edits）。

3.2.6

HDFS 读文件流程

前面介绍了 HDFS 的核心概念，接下来介绍 HDFS 读写文件的流程。对于存储在 HDFS
上的文件，我们可以通过客户端发送读文件请求，主要步骤如下：
（1）客户端通过调用 FileSystem 对象的 open()方法打开要读取的文件，对于 HDFS 来
说，这个对象是 DistributedFileSystem 的一个实例。
（2）DistributedFileSystem 通过使用远程过程调用（RPC）来调用 NameNode，以确定
文件起始块的位置。
（3）对于每个块，NameNode 返回到存有该块副本的 DataNode 地址。此外，这些
DataNode 根据它们与客户端的距离来排序。如果该客户端本身就是一个 DataNode，那么
该客户端将会从包含有相应数据块副本的本地 DataNode 读取数据。DistributedFileSystem
类返回一个 FSDataInputStream 对象给客户端并读取数据，FSDataInputStream 转而封装
DFSInputStream 对象，该对象管理着 DataNode 和 NameNode 的 I/O。接着，客户端对这个
输入流调用 read()方法。
（4）存储着文件起始几个块的 DataNode 地址的 DFSInputStream，接着会连接距离最
近的文件中第一个块所在的 DataNode。通过对数据流的反复调用 read()方法，实现将数据
从 DataNode 传输到客户端。
（5）当快到达块的末端时，DFSInputStream 会关闭与该 DataNode 的连接，然后寻找
下一个块最佳的 DataNode。
（6）当客户端从流中读取数据时，块是按照打开的 DFSInputStream 与 DataNode 新建
连接的顺序进行读取的。它也会根据需要询问 NameNode 从而检索下一批数据块的
DataNode 的位置。一旦客户端完成读取，就对 FSDataInputStream 调用 close()方法，如图 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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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3.2.7

读取步骤

HDFS 写文件流程

对于存储在 HDFS 上的文件也可以写入内容，可以通过客户端发送写文件的请求，主
要步骤如下：
（1）客户端调用 DistributedFileSystem 对象的 create()方法新建文件。
（2）DistributedFileSystem 会对 NameNode 创建一个 RPC 调用，在文件系统的命名空
间中创建一个新文件，需要注意的是，此刻该文件中还没有相应的数据块。
（3）NameNode 通过执行不同的检查来确保这个文件不存在而且客户端有新建该文件
的权限。如果这些检查都通过了，NameNode 就会为创建新文件写下一条记录；反之，如
果文件创建失败，则向客户端抛出一个 IOException 异常。
（4）随后 DistributedFileSystem 向客户端返回一个 FSDataOutputStream 对象，这样客
户端就可以写入数据了。和读取事件类似，FSDataOutputStream 封装一个 DFSOutputStream
对象，该对象会负责处理 DataNode 和 NameNode 之间的通信。在客户端写入数据的时候，
DFSOutputStream 将它分成一个个的数据包，并且写入内部队列，被称之为“数据队列”
（data queue）。
（5）DataStream 处理数据队列，它的任务是选出适合用来存储数据副本的一组
DataNode，并据此要求 NameNode 分配新的数据块。这一组 DataNode 会构成一条管线，
DataStream 会将数据包流式传输到管线中的第一个 DataNode，然后依次存储并发送给下
一个 DataNode。
（6）DFSOutPutStream 也维护着一个内部数据包队列来等待 DataNode 的收到确认回
执，称为“确认队列”（ask queue）。收到管道中所有 DataNode 确认信息后，该数据包
才会从确认队列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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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客户端完成数据的写入后，会对数据流调用 close()方法，如图 3.6 所示。

图 3.6

3.2.8

数据流调用步骤

Block 的副本放置策略

HDFS 中的文件作为独立的存储单元，被划分为块（block）大小的多个分块（chunk），
在 Hadoop 2.x 中默认值为 128MB。当 HDFS 中存储小于一个块大小的文件时不会占据整
个块的空间，也就是说，1MB 的文件存储时只占用 1MB 的空间而不是 128MB。HDFS 的
容错性也要求数据自动保存多个副本，副本的放置策略如图 3.7 所示。

图 3.7




副本的放置策略图示

第 1 个副本：放置在上传文件的 DN；如果是集群外提交，则随机挑选一台磁盘不
太满、CPU 不太忙的节点。
第 2 个副本：放置在与第 1 个副本不同机架的节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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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个副本：放置在与第 2 个副本相同机架的节点上。
更多副本：随机节点。

3.3

Hadoop 中 HDFS 的常用命令

我们已经知道 HDFS 是分布式存储，可以存放大批量的文件，如果要对文件进行操作，
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来完成，如读取文件、上传文件、删除文件和建立目录等。

3.3.1

对文件的操作

HDFS 的命令都在 Hadoop 的 bin 目录下，如果已经设置好 Hadoop 的环境变量，可以
直接输入 HDFS 命令行，常见的相关命令如下。
1．列出HDFS下的文件
hdfs -ls [-d] [-h] [-R] [<path> ...]




-d：显示目录。
-h：以易读的方式显示文件的大小。
-r：递归列出目录的内容。

2．上传文件
hdfs -put [-f] [-p] <localsrc> ... <dst>



-p：保留访问和修改时间、所有权和模式。
-f：如果文件已存在，可以覆盖。

3．文件被复制到本地系统中
当复制多个文件时，目标必须是一个目录。代码如下：
hdfs -get [-p] [-ignoreCrc] [-crc] <src> ... <localdst>


-p：保留访问和修改时间、所有权和模式。

4．删除文档
hdfs -rm [-f] [-r|-R] [-skipTrash] <src> ...



-f：如果该文件不存在，则不显示诊断消息或修改退出状态以反映错误。
-r：递归列出目录的内容。

5．查看文件
hdfs -cat [-ignoreCrc] <sr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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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立目录
hdfs -rmdir [--ignore-fail-on-non-empty] <dir> ...

7．复制文件
hdfs -copyFromLocal [-f] [-p] <localsrc> ... <dst>



3.3.2

-p：保留访问和修改时间、所有权和模式。
-f：如果文件已存在，可以覆盖。

管理与更新

3.3.1 节中的命令是对文件的操作，接下来介绍关于 HDFS 的常见情景和管理步骤。
1．执行基本信息
查看 HDFS 的基本统计信息。代码如下：
hdfs dfsadmin -report [-live] [-dead] [-decommissioning]

2．退出安全模式
NameNode 在启动时会自动进入安全模式。安全模式是 NameNode 的一种方式，在这
个阶段，文件系统不允许有任何修改，系统显示 Name node in safe mode，说明系统正处于
安全模式，这时只需要等待十几秒即可。也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退出安全模式。代码如下：
hdfs dfsadmin -safemode leave

3.4

HDFS 的应用

前面已经说过，HDFS 是一个分布式文件系统，可以对海量数据进行存储并对文件进
行操作，并且前面内容中还介绍了一些 HDFS 中的常用命令，本节主要讲解如何应用
HDFS。HDFS 提供了两种访问方式，分别是基于 Shell 和 Java API，下面分别介绍使用 Shell
和 Java API 对 HDFS 进行访问。

3.4.1

基于 Shell 的操作

以下介绍一些我们在 Shell 中操作 HDFS 时经常用到的命令。
1．创建目录命令
HDFS 创建目录的命令是 mkdir，命令格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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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fs dfs -mkdir 文件夹名

例如，在 user 目录下创建 wen 目录。代码如下：
hdfs

dfs -mkdir /user/wen

2．上传文件到HDFS
上传文件时，文件首先复制到 DataNode 上，只有所有的 DataNode 都成功接收完数据，
文件上传才是成功的。命令格式如下：
hdfs dfs -put filename newfilename

例如，通过“-put 文件 1 文件 2”命令将 test1 文件上传到 HDFS 上并重命名为 test2。
代码如下：
hdfs dfs -put test1 test2

3．列出HDFS上的文件
采用-ls 命令列出 HDFS 上的文件，需要注意的是，在 HDFS 中没有“当前工作目录”
这个概念。命令格式如下：
hdfs dfs -ls

例如，列出 HDFS 特定目录下的所有文件。代码如下：
hdfs dfs –ls /wen

4．查看HDFS下某个文件的内容
通过“-cat 文件名”命令查看 HDFS 下某个文件的内容。命令格式如下：
hdfs dfs -cat 文件名

例如，查看 HDFS 上 wen 目录下 test.txt 中的内容。代码如下：
hdfs dfs -cat /wen/test.txt

5．将HDFS中的文件复制到本地系统中
通过“-get 文件 1 文件 2”命令将 HDFS 中某目录下的文件复制到本地系统的某文件中，
并对该文件重新命名。命令格式如下：
hdfs dfs -get 文件名 新文件名

例如，将 HDFS 中的 in 文件复制到本地系统并重命名为 IN1。代码如下：
hdfs dfs -get in IN1

-get 命令与-put 命令一样，既可以操作目录，也可以操作文件。
6．删除HDFS下的文档
通过“-rmr 文件”命令删除 HDFS 下的文件。命令格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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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fs dfs -rmr 文件

例如，删除 HDFS 下的 out 文档。代码如下：
hdfs dfs -rmr out

-rmr 删除文档命令相当于 delete 的递归版本。
7．格式化HDFS
通过-format 命令实现 HDFS 格式化。命令格式如下：
hdfs namenode -format

8．启动HDFS
通过运行 start-dfs.sh，就可以启动 HDFS 了。命令格式如下：
start-dfs.sh

9．关闭HDFS
当需要退出 HDFS 时，通过 stop-dfs.sh 就可以关闭 HDFS。命令格式如下：
stop-dfs.sh

3.4.2

基于 Java API 的操作

本节将介绍通过 Java API 来访问 HDFS，首先介绍 HDFS 中的文件操作主要涉及的几
个类。
 Configuration 类：该类的对象封装了客户端或者服务器的配置。
 FileSystem 类：该类的对象是一个文件系统对象，可以用该对象的一些方法对文件
进行操作。FileSystem fs = FileSystem.get(conf);通过 FileSystem 的静态方法 get 获得
该对象。
 FSDataInputStream 和 FSDataOutputStream：这两个类是 HDFS 中的输入/输出流，
分别通过 FileSystem 的 open 方法和 create 方法获得。
接下来通过实例介绍如何利用 Java API 进行文件夹的创建、文件列表显示、文件上传
和文件下载操作，为了使读者对实例具有完整性的理解，我们把主函数也列了出来。实例
代码如下：
import java.io.IOException;
import org.apache.hadoop.conf.Configuration;
import org.apache.hadoop.fs.FileStatus;
import org.apache.hadoop.fs.FileSystem;
import org.apache.hadoop.fs.Path;
public class HdfsDemo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createFolder();
//upload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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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loadFile();
//listFile(new Path("/"));
}

在主函数中，分别调用了 createFolder()、uploadFile()、downloadFile()和 listFile(new
Path("/")函数来实现文件夹的创建、文件上传、文件下载和递归显示文件夹功能。

3.4.3

创建文件夹

如果想要将文件放入不同的文件夹中，则可以有针对性地动态创建文件夹。关于文件
夹的创建比较简单。代码如下：
public static void createFolder() {
// 定义一个配置对象
Configuration conf = new Configuration();
try {
// 通过配置信息得到文件系统的对象
FileSystem fs = FileSystem.get(conf);
//在指定的路径下创建文件夹
Path path = new Path("/yunpan");
fs.mkdirs(path);
} catch (IO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

3.4.4

递归显示文件

如果要显示文件夹中的文件，需要用到递归算法，因为文件夹中可能有文件，也可能
有文件夹。代码如下：
public static void listFile(Path path) {
Configuration conf = new Configuration();
try {
FileSystem fs = FileSystem.get(conf);
//传入路径，表示显示某个路径下的文件夹列表
//将给定路径下所有的文件元数据放到一个 FileStatus 的数组中
//FileStatus 对象封装了文件和目录的元数据，包括文件长度、块大小、权限等信息
FileStatus[] fileStatusArray = fs.listStatus(path);
for (int i = 0; i < fileStatusArray.length; i++) {
FileStatus fileStatus = fileStatusArray[i];
//首先检测当前是否是文件夹，如果“是”则进行递归
if (fileStatus.isDirectory()) {
System.out.println("当前路径是：" + fileStatus.getPath());
listFile(fileStatus.getPath());
} else {
System.out.println("当前路径是：" + fileStatus.getPat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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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ch (IO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

3.4.5

文件上传

前面创建了文件夹及文件的递归显示，接着来看一下文件的上传。关于文件上传的代
码如下：
public static void uploadFile() {
Configuration conf = new Configuration();
try {
FileSystem fs = FileSystem.get(conf);
//定义文件的路径和上传的路径
Path src = new Path("e://upload.doc");
Path dest = new Path("/yunpan/upload.doc ");
//从本地上传文件到服务器上
fs.copyFromLocalFile(src, dest);
} catch (IOException e) {
// TODO Auto-generated catch block
e.printStackTrace();
}
}

关于文件的上传，首先需要定义上传源 src，这里的 src 是指本地文件路径，即将要上
传的目的地路径是 dest，也就是 HDFS 上的路径。一旦设定了文件上传的数据源和目的路
径之后，就可以调用 FileSystem 的 copyFromLocalFile()方法来实现文件的上传了。

3.4.6

文件下载

与文件上传所对应的就是文件下载。文件下载代码和文件上传类似，只是函数略有区
别。代码如下：
public static void downloadFile() {
Configuration conf = new Configuration();
try {
FileSystem fs = FileSystem.get(conf);
//定义下载文件的路径和本地下载路径
Path src = new Path(
"/yunpan/download.doc");
Path dest = new Path("e://download.doc");
//从服务器下载文件到本地
fs.copyToLocalFile(src, dest);
} catch (IOException e) {
// TODO Auto-generated catch block
e.printStackTrac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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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件的下载，首先需要定义下载源 src，这里的 src 是指 HDFS 上的路径，将要下
载的目的地为 dest，也就是本地系统的路径。设定了文件下载的数据源和目的路径之后，
就可以调用 FileSystem 的 copyToLocalFile()方法实现文件的下载了。

3.5

小

结

本章首先介绍了 DFS，即分布式文件系统，接着介绍了 Hadoop 的分布式文件系统即
HDFS 的核心概念、读写文件的流程及基于 Shell 和 Java API 对 HDFS 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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