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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在互联网巨头的带动下，开源软件 Hadoop 的应用变得越来越广泛，目前互联网、金

融、银行、零售等行业均在使用或者尝试使用 Hadoop。IDC 对未来几年中国的预测中就专

门提到了大数据，其认为未来几年，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级用户试水大数据平台和应用，

而这之中，Hadoop 将成为最耀眼的“明星”。

尽管 Hadoop 整个生态系统是开源的，但由于它包含的软件种类过多，且版本升级过

快，大部分公司，尤其是一些中小型公司，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快速掌握 Hadoop 蕴含的价

值。此外，Hadoop 自身版本的多样化也给很多研发人员带来了很大的学习负担，尽管当前

市面上已有很多参考书籍，但遗憾的是，能够深入剖析 Hadoop 内部实现细节的书籍少之又

少，而本书则尝试弥补这一缺憾。本书是笔者继《Hadoop 技术内幕 ：深入解析 MapReduce
架构设计与实现原理》之后的又一本剖析 Hadoop 内幕的书籍。

本书介绍的 YARN（Yet Another Resource Negotiator）系统是 Hadoop 2.0 新增加的一

个子项目（与 Common、MapReduce 和 HDFS 三个分支并列），它的引入使得分布式计算系

统进入平台化时代，即各种计算框架可以运行在一个集群中，由资源管理系统进行统一管

理和调度，它们共享整个集群中的资源进而提高资源利用率。

本书以 Hadoop 2.0 为基础，从基本概念、程序设计和内部实现等方面深入剖析

了 Hadoop YARN。本书重点分析了 YARN 的核心实现以及运行在 YARN 上的计算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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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其中，核心实现包括基础库、编程接口、ResourceManager 实现、资源调度器实现、

NodeManager 实现等，而计算框架则包括离线计算框架 MapReduce、DAG 计算框架 Tez、
实时计算框架 Storm 和内存计算框架 Spark 等。书中不仅详细介绍了 YARN 各个组件和计

算框架的内部实现原理，而且结合源代码进行了深入剖析，使读者可以快速、全面地学习

Hadoop YARN 设计原理和实现细节。

读者对象

（1）Hadoop 二次开发人员

由于在扩展性、容错性和稳定性等方面的诸多优点，Hadoop 已被越来越多公司采用，

而为了减少开发成本，大部分公司在 Hadoop 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以打造属于公司内部

的 Hadoop 平台。对于这部分 Hadoop 二次开发人员，深入而又全面地了解 Hadoop 的设

计与实现细节是修改 Hadoop 内核的前提，而本书可帮助这部分读者快速而又全面地了解

Hadoop 实现细节。

（2）Hadoop 应用开发人员

如果要利用 Hadoop 进行高级应用开发，仅掌握 Hadoop 基本使用方法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对 Hadoop 框架的设计原理、架构和运作机制有一定的了解。对这部分读者而言，本书

将带领他们全面了解 Hadoop 的设计和实现，加深对 Hadoop 框架的理解，提高开发水平，

从而编写出更加高效的应用程序。

（3）Hadoop 运维工程师

对于一名合格的 Hadoop 运维工程师而言，适当地了解 Hadoop 框架的设计原理、架构

和运作机制是十分有帮助的，这不仅可以更快地排除各种可能的 Hadoop 故障，也能够让

Hadoop 运维人员与研发人员进行更有效地沟通。通过阅读本书，Hadoop 运维人员可以了

解到很多从其他书中无法获取的 Hadoop 实现细节。

（4）开源软件爱好者

Hadoop 是开源软件中的佼佼者，它在实现的过程中吸收了很多开源领域的优秀思想，

同时也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创新。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分析 Hadoop 设计和实现的方式也

许值得所有开源软件爱好者进行学习和借鉴。通过阅读本书，这部分读者不仅能领略到开

源软件的优秀思想，还可以掌握分析开源软件源代码的方法和技巧，从而进一步提高使用

开源软件的效率和质量。

如何阅读本书

本书分为四大部分（不包括附录）：

第一部分为基础篇（第 1 ～ 2 章），简单地介绍 Hadoop YARN 的环境搭建和基本设计

架构，帮助读者了解一些基础背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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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为 YARN 核心设计篇（第 3 ～ 7 章），着重讲解 YARN 基本库、应用程序设

计方法和运行时环境的实现，包括 ResourceManager、NodeManager 和资源调度器等关键组

件的内部实现细节。

第三部分为计算框架篇（第 8 ～ 10 章），主要讲解当前比较流行的可运行在 YARN 上

的计算框架，包括离线计算框架 MapReduce、DAG 计算框架 Tez、实时计算框架 Storm 和

内存计算框架 Spark。
第四部分为高级篇（第 11 ～ 13 章），主要介绍了几个类似于 Hadoop YARN 的开源资

源管理系统，包括 Corona、Mesos 等，并总结了资源管理系统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另外本书最后还添加了几个附录 ：附录 A 为 YARN 安装指南 ；附录 B 介绍了常见的

YARN 配置参数；附录 C 介绍了常用的 Hadoop Shell 命令；附录 D 为本书的所有参考资料，

包括参考论文、Hadoop jira 和网络资源等。

Hadoop YARN 是 Hadoop 2.0 新引入的系统，对于大部分读者而言，该系统存在很多疑

惑与未知之处，而本书正是尝试全方位剖析该系统。为了能够系统化地学习 YARN，推荐

读者从第 1 章的基础理论知识开始学习。

勘误和支持

由于笔者的水平有限，加之编写时间仓促，书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错误或者不准确的

地方，恳请读者批评指正。为此，笔者特意创建一个在线支持与应急方案的站点 http://
hadoop123.com。你可以将书中的错误发布在 Bug 勘误表页面中，同时如果你遇到任何问

题，也可以访问 Q&A 页面，我将尽量在线上为读者提供最满意的解答。如果你有更多的宝

贵意见，也欢迎发送邮件至邮箱 dongxicheng@yahoo.com，期待能够得到你们的真挚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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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准　备　篇

由 于 MRv1（MapReduce version 1） 在 扩 展 性、 可 靠 性、 资

源利用率和多框架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故 Apache 开始尝试对

MapReduce 进行升级改造，进而诞生了下一代 MapReduce 计算框架

MRv2（MapReduce version 2）。由于 MRv2 将资源管理模块构建成

了一个独立的通用系统 YARN，这使得 MRv2 的核心从单一计算框架

MapReduce 转移为通用资源管理系统 YARN。本书第一部分将介绍学

习 MRv2 前的准备工作，并给出 MRv2 和 YARN 的基本概念和架构。



第 1 章　环 境 准 备

一般而言，在深入研究一个系统的技术细节之前，先要进行一些基本的准备工作，比

如准备源代码阅读环境，搭建运行环境并尝试使用该系统等。然而，对于 Hadoop 而言，由

于它是一个分布式系统，由多种守护进程组成，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如果想深入学习其设

计原理，仅仅进行以上几项准备工作是不够的，还要学习一些调试工具的使用方法，以便

对 Hadoop 源代码进行调试、跟踪，边用边学，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本章编写目的是帮助读者构建一个“高效”的 Hadoop 源代码学习环境，包括 Hadoop
源代码阅读环境、Hadoop 使用环境和 Hadoop 源代码编译调试环境等，主要涉及如下内容：

在 Linux 环境下搭建 Hadoop 源代码阅读环境； 
在 Linux 环境下搭建一个 Hadoop 集群（包括 YARN 和 HDFS 两个系统）； 
Hadoop 的基本使用方法，主要涉及 Hadoop Shell 和 Eclipse 插件两种工具的使用； 
Hadoop 源代码编译和调试方法，其中调试方法包括使用 Eclipse 远程调试和打印调 
试日志两种。

考虑到大部分用户在单机上学习 Hadoop 源代码，所以本章内容均是基于单机环境的。

本章大部分内容较为基础，已经掌握这部分内容的读者可以直接跳过本章。

1.1　准备学习环境

对于大部分公司而言，实验和生产环境中的服务器集群部署的是 Linux 操作系统，考

虑到 Linux 在服务器市场中具有统治地位，Hadoop 从一开始便是基于 Linux 操作系统开发

的，因而对 Linux 有非常完美的支持。尽管 Hadoop 采用了具有跨平台特性的 Java 作为主

要编程语言，但由于它的一些功能实现用到了 Linux 操作系统相关的技术，因而对其他平

台支持不够友好，且没有进行过严格测试。换句话说，其他操作系统（如 Windows）仅可

作为开发环境 ，不可作为生产环境。对于学习源代码而言，操作系统的选择显得不是非

常重要，读者可根据个人爱好自行决定。本节以 64 bit Linux 为例，介绍如何在单机上准备

Hadoop 源代码学习环境。1

1.1.1　基础软件下载

前面提到 Hadoop 采用的开发语言主要是 Java，因而搭建 Hadoop 环境所需的最基础软

　 截至本书结稿时，Apache Hadoop SVN 中已经出现了针对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分支，具体见 http://svn.
apache.org/repos/asf/hadoop/common/branches/ 下的 branch-1-win 和 branch-trunk-win，且 Hortonworks 公

司发布了 Windows 安装版本，具体见 http://hortonworks.com/partners/microso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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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首先应该包括 Java 基础开发包 JDK 和 Java 项目管理工具 Maven，考虑到源代码阅读和

调试的便利性，本书采用功能强大的集成开发环境 Eclipse。搭建 Hadoop 阅读环境需要的

各种软件以及下载方式如表 1-1 所示。

表 1-1　搭建 Hadoop 阅读环境所需的软件

软件 下载网址 推荐版本

JDK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 java/javase/downloads/index.html 1.6 以上

Maven http://maven.apache.org/download.cgi 3.0.2 以上

Eclipse http://www.eclipse.org/downloads/ Galileo 以上版本 

1.1.2　如何准备 Linux 环境 2

本节主要介绍如何准备 Linux 下 Hadoop 学习环境。搭建 Linux 学习环境需要安装 JDK
和 Eclipse 等软件。为了方便 1.6 节介绍 Hadoop 源代码编译方法，本节顺便安装 Hadoop 项

目管理工具 Maven。本文以 64 bit Ubuntu 为例，介绍安装这些软件的方法，最终安装完成

的目录结构为：

ROOT
├─ home
│  └─ dong
│      └─ eclipse
└─ usr
    └─ lib
        ├─ apache-maven-3.0.5
        └─ jvm
            └─ jdk1.6.0_25

1. JDK 安装与配置

一般而言，Ubuntu 系统会自带 JDK，如果没有或者版本不合要求，可按以下步骤进行

安装。

步骤 1　安装 JDK。

将下载的 .bin 文件复制到 Linux 的某个目录下，比如 /usr/lib/jvm/，然后在 Shell 中执

行以下命令为该文件添加可执行权限： 

chmod +x /usr/lib/jvm/jdk1.6.0_25.bin

然后执行以下命令安装 JDK：

sudo /usr/lib/jvm/jdk1.6.0_25.bin

之后将会出现安装信息，直至屏幕显示要求按下回车键，此时输入回车键后，会把

JDK 解压到文件夹 jdk1.6.0_25 中。至此，JDK 已安装完毕，下面进行配置。

　注意，Indigo 及以上版本与 Hadoop Eclipse 插件可能存在兼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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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配置 JDK。

修改 /etc/profile 文件，在里面添加以下内容：

export JAVA_HOME=/usr/lib/jvm/jdk1.6.0_25
export PATH=$PATH:$JAVA_HOME/bin
export CLASSPATH=$CLASSPATH:$JAVA_HOME/lib:$JAVA_HOME/jre/lib

输入以下命令使配置生效：

source /etc/profile

步骤 3　修改默认 JDK 版本。

Ubuntu 中可能会有默认的 JDK，如 openjdk，因而我们需要将自己安装的 JDK 设置为

默认 JDK 版本，执行下面的代码：

sudo update-alternatives --install /usr/bin/java java /usr/lib/jvm/jdk1.6.0_25/
bin/java 300  

sudo update-alternatives --install /usr/bin/javac javac /usr/lib/jvm/jdk1.6.0_25/
bin/javac 300  

sudo update-alternatives --install /usr/bin/jar jar /usr/lib/jvm/jdk1.6.0_25/
bin/jar 300   

sudo update-alternatives --install /usr/bin/javah javah /usr/lib/jvm jdk1.6.0_25/
bin/javah 300   

sudo update-alternatives --install /usr/bin/javap javap /usr/lib/jvm/jdk1.6.0_25/
bin/javap 300  

然后执行以下代码选择我们安装的 JDK 版本：

sudo update-alternatives --config java

步骤 4　验证 JDK 是否安装成功。

重启 Shell 终端，执行 java -version 命令，若输出以下内容，则说明安装成功：

java version "1.6.0_25"
Java(TM) SE Runtime Environment (build 1.6.0_25-b06)
Java HotSpot(TM) Client VM (build 20.0-b11, mixed mode, sharing)

2. 安装、配置 Maven 及 Eclipse

下面介绍 Maven 和 Eclipse 的安装、配置方法。

（1）安装与配置 Maven
首先解压下载包，比如解压到文件 /usr/lib/ apache-maven-3.0.5 目录下，然后修改 /etc/

profile 文件，在里面添加以下内容：

export MAVEN_HOME=/usr/lib/apache-maven-3.0.5
export PATH=$PATH$:$ANT_HOME/bin

输入以下命令使配置生效：

source /etc/profile

同 Windows 下的验证方式一样，重启终端，执行 mvn --version 命令，若输出以下内

容，则说明安装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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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che Maven version 3.0.5 compiled on June 27 2008

（2）安装 Eclipse
同 Windows 环境下安装方式一样，直接解压即可使用。 

1.2　获取 Hadoop 源代码

当前比较流行的 Hadoop 源代码版本有两个 ：Apache Hadoop 和 Cloudera Distributed 
Hadoop（简称 CDH）。Apache Hadoop 是由雅虎、Cloudera、Facebook 等公司组成的 Hadoop
社区共同研发的，它属于最原始的开源版本，在该版本基础上，很多公司进行了封装和优化，

推出了自己的开源版本，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是 Cloudera 公司发布的 CDH 版本。

考虑到 Apache Hadoop 是最原始的版本，且使用最为广泛，因而本书选用了 Apache 
Hadoop 版本作为分析对象。自从 Apache Hadoop 发布以来，已经陆续推出很多版本（具体

见 2.2 节），读者可自行在 Hadoop SVN 地址 http://svn.apache.org/repos/asf/hadoop/common/
branches/ 查看或者下载所有版本，也可以从 Apache 官方主页 http://hadoop.apache.org/
releases.html 上下载最新版本。

本书介绍的 YARN 属于 Hadoop 2.0 的一个分支（另外两个分支分别是 HDFS 和

MapReduce），Hadoop 2.0 的命名方式一般为 hadoop-2.x.x。Apache 官方主页提供了两个压

缩包，一个是 Hadoop 源代码（hadoop-{VERSION}-src.tar.gz），一个是可直接用于部署的

JAR 包（hadoop-{VERSION}.tar.gz），Cloudera 发布的 CDH 版本则将源代码和 JAR 包存放

在一起组成一个压缩包（hadoop-2.0.0-cdh4.x.x.tar.gz） 。3

本书介绍的 YARN 设计思想适用于所有 Apache Hadoop 2.x 版本，但涉及具体的实现

（指源代码级别的实现）时，则以 Apache Hadoop 2.2.0 及更高稳定版本为主，因此，如果

你想对比 Hadoop 源代码阅读本书，推荐下载 Apache 2.2.0 或更高版本。

1.3　搭建 Hadoop 源代码阅读环境

1.3.1　创建 Hadoop 工程

本节将介绍如何创建一个 Hadoop 源代码工程以方便阅读源代码。总体上说，目前存在

两种 Hadoop 源代码阅读环境搭建方法，分别是构建 Maven 工程和构建 Java 工程。两种方

法各有利弊 ：前者可通过网络自动下载依赖的第三方库，但源代码会被分散到多个工程中

进而带来阅读上的不便 ；后者可将所有源代码组织在一个工程中，但需要自己添加依赖的

第三方库，大家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一种方法。本节将依次介绍这两种方法。

（1）构建 Maven 工程

通过 Maven 工程搭建 Hadoop 源代码阅读环境的步骤如下：

　CDH4 下载地址：http://archive.cloudera.com/cdh4/cd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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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解压缩 Hadoop 源代码。

将下载到的 Hadoop 源代码压缩包解压到工作目录下，比如 hadoop-2.0-src.tar.gz（注

意，为了方便，此处直接使用版本号 2.0，实际下载到的源代码版本号并不是这样的，可能

是 2.2.0，这样压缩包的名字实际为 hadoop-2.2.0-src.tar.gz）。
步骤 2　导入 Maven 工程。

在 Eclipse 中，依次选择“File”→“Import”→“Maven”→“Existing Maven Project”，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的“Root Directory”后面，选择 Java 源代码所在的目录。

单击“Next”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Resolve All Later”，并单击“Finish”按

钮完成 Maven 项目导入。之后，Eclipse 会自动通过网络从 Maven 库中下载依赖的第三方

库（JAR 包等）。注意，你所使用的电脑必须能够联网。

将 Hadoop 2.0 源代码导入 Maven 项目后，会生成 50 个左右的工程，这些都是通过

Maven 构建出来的，每个工程是一个代码模块，且彼此相对独立，可以单独编译。你可以

在某个工程下的“src/main/java”目录下查看对应的源代码。

（2）构建 Java 工程

通过 Java 工程搭建 Hadoop 源代码阅读环境的步骤如下：

步骤 1　解压缩 Hadoop 源代码。

同“构建 Maven 工程”中的步骤 1 类似。

步骤 2　新建 Java 工程。

打开 Eclipse，进入 Eclipse 可视化界面后，如图 1-1 所示，依次单击“File”→“New”→ 
“Java Project”，并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去掉“Use default location”前的勾号，然后选择

Hadoop 安装目录的位置，默认情况下，工程名称与 Hadoop 安装目录名称相同，用户可自

行修改。单击“完成”按钮，Hadoop 源代码工程创建完毕。

图 1-1　新建 Hadoop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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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 Eclipse 主界面后，打开新建的 Hadoop 工程，可看到整个工程按图 1-2 所示组织

代码：按目录组织源代码，且每个目录下以 JAR 包为单位显示各个 Java 文件。

图 1-2　Hadoop 工程展示（部分）源代码方式

除了使用源代码压缩包导入 Eclipse 工程的方法外，读者可也尝试直接从 Hadoop SVN
上导入 Hadoop 源代码。

需要注意的是，通过以上方法导入 Hadoop 2.0 源代码后，很多类或者方法找不到对应

的 JAR 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你需要将第三方 JAR 包导入工程中，如图 1-3 所示，方

法如下 ：解压存放 JAR 包的压缩包，然后右击 Project 名称，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

“Properties”命令，将会弹出一个界面，然后在该界面中依次选择“Java Build Path”→ 
“Libraries”→“Add External JARs...”，将解压目录中 share/hadoop 目录下各个子目录中 lib
文件夹下的 JAR 包导入工程。

前面提到 CDH 版本将源代码和 JAR 包放到了一起，因此，如果使用 CDH 版本，则直

接按照上述方法将源代码导入 Eclipse 工程即可。

细心的读者在阅读源代码过程中仍会发现部分类或者函数无法找到，这是因为 Hadoop 
2.0 使用了 Protocol Buffers 定义了 RPC 协议，而这些 Protocol Buffers 文件在 Maven 编译

源代码时才会生成对应的 Java 类，因此若其他类在源代码中引用这些类则暂时无法找到，

解决方法是先编译 Hadoop 2.0 源代码再倒入 Eclipse 工程，具体方法如下（注意，进行以下

步骤之前，需先完成 1.6.1 节中的准备工作）。

首先，使用以下命令安装 Elicpse 插件 hadoop-maven-plug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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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导入依赖的第三方 JAR 包

$ cd ${HADOOP_HOME}/hadoop-maven-plugins
$ mvn install

然后生成 Eclipse 工程文件：
$ cd ${HADOOP_HOME}
$ mvn eclipse:eclipse -DskipTests

最后在 Eclipse 中按照以下流程导入源代码 ：“File” → “Import”→ “Existing Projects 
into Workspace”。

1.3.2　Hadoop 源代码阅读技巧

本节介绍在 Eclipse 下阅读 Hadoop 源代码的一些技巧，比如 ：如何查看一个基类有哪

些派生类，一个方法被其他哪些方法调用等。

（1）查看一个基类或接口的派生类或实现类

在 Eclipse 中，选中某个基类或接口名称，右击，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Quick Type 
Hierarchy”，可在新窗口中看到对应的所有派生类或实现类。

例如，如图 1-4 所示，打开 hadoop-mapreduce-project/hadoop-mapreduce-client/hadoop-
mapreduce-client-core/src/main/java 目 录 下 org.apache.hadoop.mapred 包 中 的 InputFormat.java
文件，查看接口 InputFormat 的所有实现类，结果如图 1-5 所示。

（2）查看函数的调用关系

在 Eclipse 中，选中某个方法名称，右击，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Open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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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erarchy”，可在窗口“Call Hierarchy”中看到所有调用该方法的函数。

图 1-4　在 Eclipse 中查看 Hadoop 源代码中接口 InputFormat 的所有实现类

图 1-5　Eclipse 列出接口 InputFormat 的所有实现类

例如，如图 1-6 所示，打开 hadoop-mapreduce-project/hadoop-mapreduce-client/hadoop-
mapreduce-client-core/src/main/java 目录下 org.apache.hadoop.mapred 包中的 Task.java 文件，查看

调用 getJobID 方法的所有函数，结果如图 1-7 所示。

图 1-6　在 Eclipse 中查看 Hadoop 源代码中所有调用 Task.java 中 getJobID 方法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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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Eclipse 列出所有调用 getJobID 方法的函数

（3）快速查找类对象的相关信息

与前两个小节类似，选中类对象，右击，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Open Declaration”，
可跳转到类定义 ；选择“Quick Outline”，可查看类所有的成员变量和成员方法，具体细节

在此不做详细介绍，读者自行尝试。

1.4　Hadoop 源代码组织结构

在 Hadoop 的 JAR 压缩包解压后的目录 hadoop-{VERSION} 中包含了 Hadoop 全部的

管理脚本和 JAR 包，下面简单对这些文件或目录进行介绍。

bin ：Hadoop 最基本的管理脚本和使用脚本所在目录，这些脚本是 sbin 目录下管理

脚本的基础实现，用户可以直接使用这些脚本管理和使用 Hadoop。
etc ：Hadoop 配置文件所在的目录，包括 core-site.xml、hdfs-site.xml、mapred-site.
xml 等从 Hadoop 1.0 继承而来的配置文件和 yarn-site.xml 等 Hadoop 2.0 新增的配置

文件。

include ：对外提供的编程库头文件（具体动态库和静态库在 lib 目录中），这些头文

件均是用 C++ 定义的，通常用于 C++ 语言访问 HDFS 或者编写 MapReduce 程序。

lib ：该目录包含了 Hadoop 对外提供的编程动态库和静态库，与 include 目录中的头

文件结合使用。

libexec ：各个服务对应的 Shell 配置文件所在目录，可用于配置日志输出目录、启

动参数（比如 JVM 参数）等基本信息。

sbin ：Hadoop 管理脚本所在目录，主要包含 HDFS 和 YARN 中各类服务的启动 / 关
闭脚本。

share ：Hadoop 各个模块编译后的 JAR 包所在目录。

在 Hadoop 源代码压缩包解压后的目录 hadoop-{VERSION}-src 中，可看到如图 1-8 所

示的目录结构，其中，比较重要的目录有 ：hadoop-common-project、hadoop-mapreduce-
project、hadoop-hdfs-project 和 hadoop-yarn-project 等，下面分别介绍这几个目录的作用。

hadoop-common-project：Hadoop 基础库所在目录，该目录中包含了其他所有模块可 
能会用到的基础库，包括 RPC、Metrics、Counter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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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Hadoop 安装目录结构

hadoop-mapreduce-project ：MapReduce 框架的实现，在 MRv1 中，MapReduce 由编程模 
型（map/reduce）、调度系统（JobTracker 和 TaskTracker）和数据处理引擎（MapTask 和

ReduceTask）等模块组成，而此处的 MapReduce 则不同于 MRv1 中的实现，它的资

源调度功能由新增的 YARN 完成（编程模型和数据处理引擎不变），自身仅包含非

常简单的任务分配功能。 
hadoop-hdfs-project ：Hadoop 分布式文件系统实现，不同于 Hadoop 1.0 中单 NameNode 
实现，Hadoop 2.0 支持多 NameNode，同时解决了 NameNode 单点故障问题。

hadoop-yarn-project ：Hadoop 资源管理系统 YARN 实现。这是 Hadoop 2.0 新引入的 
分支，该系统能够统一管理系统中的资源，并按照一定的策略分配给各个应用程序，

本书将重点剖析 YARN 的实现。

本书重点介绍 YARN 的实现原理，下面就对 Hadoop YARN 源代码组织结构 进行介

绍。YARN 目录组织结构如图 1-9 所示。4

总体上看，Hadoop YARN 分为 5 部分 ：API、Common、Applications、Client 和 Server，
它们的内容具体如下：

YARN API（hadoop-yarn-api 目录）：给出了 YARN 内部涉及的 4 个主要 RPC 协议的 
Java 声明和 Protocol Buffers 定义，这 4 个 RPC 协议分别是 ApplicationClientProtocol、
ApplicationMasterProtocol、ContainerManagementProtocol 和 ResourceManagerAdmi
nistrationProtocol，本书将在第 2 章对这部分内容进行详细介绍。

YARN Common（hadoop-yarn-common 目录）：该部分包含了 YARN 底层库实现， 
包括事件库、服务库、状态机库、Web 界面库等，本书将在第 3 章对这部分内容进

行详细介绍。

YARN Applications（hadoop-yarn-applications 目录）：该部分包含了两个 Application 
编程实例，分别是 distributedshell 和 Unmanaged AM，本书将在第 4 章对这部分内

容进行详细介绍。

　不同 Hadoop 版本的源代码组织结构有较大差别，本书的分析是基于 Hadoop 1.0.0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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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N Client（hadoop-yarn-client 目录）：该部分封装了几个与 YARN RPC 协议交互 
相关的库，方便用户开发应用程序，本书将在第 4 章对这部分内容进行详细介绍。

YARN Server（hadoop-yarn-server 目录）：该部分给出了 YARN 的核心实现，包括 
ResourceManager、NodeManager、资源管理器等核心组件的实现，本书将在第 5~7 章

对这部分内容进行详细介绍。

图 1-9　Hadoop YARN 目录组织结构

1.5　Hadoop 初体验

一般而言，我们想要深入学习一个新的系统时，首先要尝试使用该系统，了解系统

对外提供的功能，然后再通过某个功能逐步深入其实现细节。本节将介绍如何在伪分布式

工作模式 下使用 Hadoop，包括搭建 Hadoop 环境、访问 HDFS 以及向 YARN 提交应用

程序等最基本的操作。本节只是有代表性地介绍 Hadoop 的一些基本使用方法，使读者对

Hadoop 有一个初步认识，并引导读者逐步进行更全面的学习。5

1.5.1　搭建 Hadoop 环境

本小节仅介绍单机环境的搭建方法，更加完整的 Hadoop 安装步骤和配置方法可参考

　 单机环境中，Hadoop 有两种工作模式 ：本地模式和伪分布式模式。其中，本地模式完全运行在本地，不

会加载任何 Hadoop 服务，因而不会涉及 Hadoop 最核心的代码实现，伪分布式即为“单点集群”，在该

模式下，所有的守护进行均会运行在单个节点上，因而本节选用该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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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最后的附录 A 和附录 B。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不同用户拥有的 Linux 环境不尽

相同（比如已经安装的软件不同、统一软件的版本不同等），每个人安装 Hadoop 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可能不同，此时需要根据具体的日志提示解决问题。本小节仅给出一般情况下，

Hadoop 2.0 的安装步骤。

步骤 1　修改 Hadoop 配置文件。

1）设置环境变量。在 ${HADOOP_HOME}/etc/hadoop/hadoop-env.sh 中，添加 JAVA 安

装目录，命令如下：

export JAVA_HOME=/usrb/jvm/java-6-openjdk

修改 conf 目录下的 mapred-site.xml、core-site.xml、yarn-site.xml 和 hdfs-site.xml 四个

文件，在 <configuration> 与 </configuration> 之间添加的内容见下面的介绍。

2）在 ${HADOOP_HOME}/etc/hadoop/ 下，将 mapred-site.xml.templat 重命名成 mapred-
site.xml，并添加以下内容：

<property>
  <name>mapreduce.framework.name</name>
  <value>yarn</value>
 </property>

【解释】相比于 Hadoop1.0，用户无须再配置 mapred.job.tracker，这是因为 JobTracker
相关实现已变成客户端的一个库（实际上在 Hadoop 2.0 中，JobTracker 已经不存在，它的

功能由另外一个称为 MRAppMaster 的组件实现），它可能被随机调度到任何一个 slave 上，

也就是它的位置是动态生成的。需要注意的是，在该配置文件中需用 mapreduce.framework.
name 指定采用的运行时框架的名称，在此指定“yarn”。

3）在 ${HADOOP_HOME}/etc/hadoop/ 中，修改 core-site.xml，为了简单，我们仍采

用 Hadoop 1.0 中的 HDFS 工作模式（不配置 HDFS Federation），修改后如下：

<property>
  <name>fs.default.name</name>
  <value>hdfs://YARN001:8020</value>
</property>

其中，YARN001 表示节点的 IP 或者 host。
4）在 ${HADOOP_HOME}/etc/hadoop/ 中，修改 yarn-site.xml，修改后如下：

<property>
  <name>yarn.nodemanager.aux-services</name>
  <value>mapreduce-shuffle</value>
 </property>

【解释】为了能够运行 MapReduce 程序，需要让各个 NodeManager 在启动时加载

shuffle server，shuffle server 实际上是 Jetty/Netty Server，Reduce Task 通过该 server 从各个

NodeManager 上远程复制 Map Task 产生的中间结果。上面增加的两个配置均用于指定 shuffle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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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修改 ${HADCOP_HOME}/etc/hadoop 中的 hdfs-site.xml 文件：

<property>
    <name>dfs.replication</name>
    <value>1</value>
</property>

【解释】默认情况下，HDFS 数据块副本数是 3，而在集群规模小于 3 的集群中该参数

会导致出现错误，这可通过将 dfs.replication 调整为 1 解决。

注意　如果你是在虚拟机中搭建 Hadoop 环境，且虚拟机经常关闭与重启，为了避免每次重

新虚拟机后启动 Hadoop 时出现各种问题，建议在 core-site.xml 中将 hadoop.tmp.dir 属性设

置为一个非 /tmp 目录，比如 /data 或者 /home/dongxicheng/data（注意该目录对当前用户需

具有读写权限）。

步骤 2　设置免密码登录。

前面提到 Hadoop 启动 / 停止脚本需要通过 SSH 发送命令启动相关守护进程，为了避

免每次启动 / 停止 Hadoop 都要输入密码进行验证，需设置免密码登录，步骤如下。

1）打开命令行终端，输入以下命令：

ssh-keygen -t rsa

将会在“~/.ssh/”目录下生成公钥文件 id_rsa.pub 和私钥文件 id_rsa。
2）将公钥文件 id_rsa.pub 中的内容复制到相同目录下的 authorized_keys 文件中：

cd ~/.ssh/
cat id_rsa.pub >> authorized_keys

步骤 3　启动 Hadoop。
在 Hadoop 安装目录中，按以下三步操作启动 Hadoop，我们单步启动每一个服务，以

便于排查错误，如果某一个服务没有启动成功，可查看对应的日志查看启动失败原因。

1） 格式化 HDFS，命令如下：

bin/hadoop namenode -format

2）启动 HDFS。你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分别启动 NameNode 和 DataNode：

sbin/hadoop-daemon.sh start namenode
sbin/hadoop-daemon.sh start datanode

如果有多个 DataNode，可使用 hadoop-daemons.sh 启动所有 DataNode，具体命令如下：

sbin/hadoop-daemons.sh start datanode

你也可以使用以下命令一次性启动 NameNode 和所有 DataNode：

sbin/ start-dfs.sh

3）启动 YARN。你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分别启动 ResourceManager 和 NodeManager：

sbin/yarn-daemon.sh start resource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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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in/yarn-daemon.sh start nodemanager

如果有多个 NodeManager，可使用 yarn-daemon.sh 启动所有 NodeManager，具体命令

如下：

sbin/yarn-daemon.sh start nodemanager

你也可以使用以下命令一次性启动 ResourceManager 和所有 NodeManager：

sbin/start-yarn.sh

通过如下 jps 命令查看是否启动成功：

dong@YARN001:/opt/hadoop/hadoop-2.0$ jps
27577 NameNode
30315 ResourceManager
27924 SecondaryNameNode
16803 NodeManager

通过以下 URL 可查看 YARN 是否启动成功：

http://YARN001:8080/

YARN 对外提供的 Web 运行界面如图 1-10 所示。

图 1-10　YARN 对外提供的 Web 界面

如果安装过程中出现问题，可通过查看日志发现问题所在。Hadoop 日志存放在 $HADOOP_
HOME/logs 目录下的以“.log”结尾的文件中，比如 yarn-dongxicheng-resourcemanager-yarn001.log
就是 ResourceManager 产生的日志。

经过以上三步操作，Hadoop 成功启动后，接下来可以通过 Hadoop Shell 或者 Eclipse
插件访问 HDFS 和提交 MapReduce 作业。下面两小节分别介绍 Hadoop Shell 和 Eclipse 插

件使用方法。

1.5.2　Hadoop Shell 介绍

在 1.4 节我们曾提到，bin 目录下是最基础的集群管理脚本，用户可以通过该脚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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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功能，如 HDFS 文件管理、MapReduce 作业管理等，更加详细的脚本使用说明，可参

考附录 C。 
作为入门，本节介绍的是 bin 目录下 Hadoop 脚本的使用方法。如果你已经对 Hadoop 1.0

有所了解（比如尝试安装和使用过 Hadoop 1.0），那么可直接使用该脚本，因为该脚本的功

能与 Hadoop 1.0 对应的 Hadoop 脚本功能完全一致。

该脚本的使用方法为：

hadoop [--config confdir] COMMAND

其中，--config 用于设置 Hadoop 配置文件目录。默认目录为 ${HADOOP_HOME}/
conf。而 COMMAND 是具体的某个命令，常用的有 HDFS 管理命令 fs、作业管理命令 job
和作业提交命令 jar 等，它们的使用方法如下。

（1）HDFS 管理命令 fs 和作业管理命令 job
它们的用法一样，均为：

bin/hadoop command [genericOptions] [commandOptions]

其中，command 可以是 fs 或者 job，genericOptions 是一些通用选项，commandOptions
是 fs 或者 job 附加的命令选项，看下面两个例子。

在 HDFS 上创建一个目录 /test，命令如下： 

bin/hadoop fs -mkdir /test

显示所有 Hadoop 上正在运行的作业，命令如下： 

bin/hadoop job -list

（2）作业提交命令 jar
这个命令的用法是：

hadoop jar <jar> [mainClass] args..

其中，<jar> 表示 JAR 包名，mainClass 表示 main class 名称，可以不必输入而由 jar 命
令自动搜索，args 是 main class 输入参数。举例如下：

bin/hadoop  jar share/hadoop/mapreduce/hadoop-mapreduce-examples-*.jar pi 5 10

其中 pi 是 hadoop-mapreduce-examples-*.jar 中一个作业名称，该作业主要功能是采用

拟蒙特卡罗法估算圆周率 pi（3.1415926…）的大小，它有两个整型输入参数：Map Task 数

目和样本数目。

其他更多命令，读者可自行查阅 Hadoop 官方设计文档。

1.6　编译及调试 Hadoop 源代码

读者在阅读源代码过程中，可能需要修改部分源代码或者使用调试工具以便跟踪某些

变量值变化过程，此时要用到 Hadoop 源代码编译和调试方法。本节将介绍 Hadoop 在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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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式模式下的编译和调试方法，其中调试方法主要介绍使用 Eclipse 远程调试工具和打印调

试日志两种。

Hadoop 天生支持 Linux 而对其他操作系统（如 Windows）很不友好，本书也鼓励读者

直接在 Linux 平台下编译和调试 Hadoop 源代码，因此，本节介绍的内容全部在 Linux 环

境下。

1.6.1　编译 Hadoop 源代码

在 Linux 环境下编译源代码之前，需进行以下准备工作：

确保安装的 Maven 版本在 3.0.2 以上； 
Protocol Buffers 安装版本为 2.5.0； 
如果要启用 findbugs，则需确认已经安装了 Findbugs； 
如果要编译 native code，则需确认安装了 CMake 2.6 或者更新版本； 
第一次编译代码，需确认可以连接互联网（Maven 要从代码库中下载依赖包）。 

Maven 编译命令如表 1-2 所示。

表 1-2　Maven 编译命令

命　令 含　义

mvn clean 清理编译结果

mvn compile [-Pnative] 编译源代码

mvn test [-Pnative] 运行测试程序

mvn package 创建 JAR 包

mvn compile findbugs:findbugs 运行 findbugs

mvn compile checkstyle:checkstyle 运行 checkstyle（检查编程规范）

mvn install 将 JAR 包放到 M2 缓存中

mvn deploy 将 JAR 部署到 Maven 仓库中

mvn package [-Pdist][-Pdocs][-Psrc][-Pnative][-Dtar] 构建发布版

mvn versions:set -DnewVersion=NEWVERSION 修改 Hadoop 版本

如果仅编译生成 JAR 包而无须编译 native code、测试用例和生成文档，可在 Hadoop
安装目录下并输入以下命令（推荐使用该命令编译 Hadoop 源代码）：

mvn package -Pdist -DskipTests -Dtar

如果编译 JAR 包、native code 并生成文档，可使用以下命令：

mvn package -Pdist,native,docs -DskipTests -Dtar

每个子模块编译后生成的 JAR 包放到了与源代码目录平级的 target 目录中，比如

ResourceManager 的源代码目录是：

${YARN_HOME}/hadoop-yarn-project/hadoop-yarn/hadoop-yarn-server/hadoop-yarn-
server-resourcemanager/s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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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对应生成 JAR 包放在了以下目录中：

${YARN_HOME}/hadoop-yarn-project/hadoop-yarn/hadoop-yarn-server/hadoop-yarn-
server-resourcemanager/target

如果修改了某个模块的代码，可编译后，将对应的 JAR 包覆盖到 ${HADOOP_HOME} /
share/hadoop 目录中对应的 JAR 包上。

如果仅编译 Hadoop 的某一个子模块，需将该模块依赖的 JAR 包作为它的第三方库引

入。一种简单的实现方式是在 Hadoop 安装目录下输入以下命令编译所有源代码：

mvn install -DskipTests

然后进入子模块目录，编译生成对应的 JAR 包。

1.6.2　调试 Hadoop 源代码

本节介绍两种调试 Hadoop 源代码的方法：利用 Eclipse 远程调试工具和打印调试日志。

这两种方法均可以调试伪分布式工作模式和完全分布式工作模式下的 Hadoop。本节主要介

绍伪分布式工作模式下的 Hadoop 调试方法。

（1）利用 Eclipse 进行远程调试

下面以调试 ResourceManager 为例，介绍利用 Eclipse 远程调试的基本方法，这可分两

步进行。

步骤 1　调试模式下启动 Hadoop。
 在 Hadoop 安装目录下运行如下的 Shell 脚本：

export YARN_NODEMANAGER_OPTS="-Xdebug -Xrunjdwp:transport=dt_socket,address=8788, 
server=y,suspend=y"

sbin/start-all.sh

运行了脚本后会看到 Shell 命令行终端显示如下信息：

Listening for transport dt_socket at address: 8788

此时表明 ResourceManager 处于监听状态，直到收到 debug 确认信息。

步骤 2　设置断点。

在前面新建的 Java 工程“hadoop-2.0”中，找到 ResourceManager 相关代码，并在感

兴趣的地方设置一些断点。

步骤 3　在 Eclipse 中调试 Hadoop 程序。

在 Eclipse 的菜单栏中，依次选择 “Run”→“Debug Configurations”→“Remote Java 
Applications”，并按照要求填写远程调试器名称（自己定义一个即可），ResourceManager
所在 host 以及监听端口号等信息，并选择 Hadoop 源代码工程，便可进入调试模式。

调试过程中，ResourceManager 输出的信息被存储到日志文件夹下的 yarn-XXX-
resourcemanager-localhost.log 文件（XXX 为当前用户名）中，可通过以下命令查看调试过

程中打印的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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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l -f logs/yarn-XXX-resourcemanager-localhost.log

（2）打印 Hadoop 调试日志

Hadoop 使用了 Apache log4j 作为基本日志库，该日志库将日志分别 5 个级别，分

别为 DEBUG、INFO、WARN、ERROR 和 FATAL。这 5 个级别是有顺序的，即 DEBUG < 
INFO < WARN < ERROR < FATAL，分别用来指定日志信息的重要程度。日志输出规则

为：只输出级别不低于设定级别的日志信息，比如若级别设定为 INFO，则 INFO、WARN、

ERROR 和 FATAL 级别的日志信息都会输出，但级别比 INFO 低的 DEBUG 则不会输出。6

在 Hadoop 源代码中，大部分 Java 文件中存在调试日志（DEBUG 级别日志），但默

认情况下，日志级别是 INFO，为了查看更详细的运行状态，可采用以下几种方法打开

DEBUG 日志。

方法 1　使用 Hadoop Shell 命令。

可使用 Hadoop 脚本中的 daemonlog 命令查看和修改某个类的日志级别，比如，可通过

以下命令查看 NodeManager 类的日志级别：

bin/hadoop daemonlog -getlevel ${nodemanager-host}:8042 \
org.apache.hadoop.yarn.server.nodemanager.NodeManager

可通过以下命令将 NodeManager 类的日志级别修改为 DEBUG：

bin/hadoop daemonlog -setlevel ${nodemanager-host}:8042 \
org.apache.hadoop.yarn.server.nodemanager.NodeManager DEBUG

其 中，nodemanager-host 为 NodeManager 服 务 所 在 的 host，8042 是 NodeManager 的
HTTP 端口号。

方法 2　通过 Web 界面。

用户可以通过 Web 界面查看和修改某个类的日志级别，比如，可通过以下 URL 修改

NodeManager 类的日志级别：

http://${nodemanager-host}:8042/logLevel

方法 3　修改 log4j.properties 文件。

以上两种方式只能暂时修改日志级别，当 Hadoop 重启后会被重置，如果要永久性改变

日志级别，可在目标节点配置目录下的 log4j.properties 文件中添加以下配置选项：

log4j.logger.org.apache.hadoop.yarn.server.nodemanager.NodeManager=DEBUG

此外，有时为了专门调试某个 Java 文件，需要把该文件的相关日志输出到一个单独文

件中，可在 log4j.properties 中添加以下内容：

#定义输出方式为自定义的 TTOUT
log4j.logger. org.apache.hadoop.yarn.server.nodemanager.NodeManager=DEBUG,TTOUT
#设置 TTOUT的输出方式为输出到文件
log4j.appender.TTOUT =org.apache.log4j.FileAppender
#设置文件路径

　Apache log4j 网址：http://logging.apache.org/log4j/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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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4j.appender.TTOUT.File=${hadoop.log.dir}/NodeManager.log
#设置文件的布局
log4j.appender.TTOUT.layout=org.apache.log4j.PatternLayout
#设置文件的格式
log4j.appender.TTOUT.layout.ConversionPattern=%d{ISO8601} %p %c: %m%n

这些配置选项会把 NodeManager.java 中的 DEBUG 日志写到日志目录下的 NodeManager.
log 文件中。

在阅读源代码的过程中，为了跟踪某个变量值的变化，读者可能需要自己添加一些

DEBUG 日志。在 Hadoop 源代码中，大部分类会定义一个日志打印对象，通过该对象可打

印各个级别的日志。比如，在 NodeManager 中用以下代码定义对象 LOG：

public static final Log LOG = LogFactory.getLog(NodeManager.class);

用户可使用 LOG 对象打印调试日志。比如，可在 NodeManager 的 main 函数首行添加

以下代码：

LOG.debug("Start to lauch NodeManager...");

然后重新编译 Hadoop 源代码，并将 org.apache.hadoop.yarn.server.nodemanager.NodeManager
的调试级别修改为 DEBUG，重新启动 Hadoop 后便可以看到该调试信息。

1.7　小结

搭建一个高效的源代码学习环境是深入学习 Hadoop 的良好开端，本章主要内容正是帮

助读者搭建一个这样的学习环境。在笔者看来，一个高效的 Hadoop 学习环境至少应该包括

源代码阅读环境、Hadoop 使用环境和源代码编译调试环境，而本章正是围绕这三个环境的

搭建方法组织的。

本章介绍了 Linux 环境下搭建 Hadoop 源代码阅读环境的方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介

绍了 Hadoop 的基本使用方法，主要涉及 Hadoop Shell 和 Eclipse 插件两种工具的使用。最

后介绍了 Hadoop 源代码编译和调试方法，其中，调试方法主要介绍了使用 Eclipse 远程调

试和打印调试日志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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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1 章，我们介绍了 Hadoop 学习环境的搭建方法，这是学习 Hadoop 需要进行的最

基本的准备工作。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从设计理念和基本架构方面对 Hadoop YARN 进行介

绍，这也属于准备工作的一部分。通过本章的介绍将会为下面几章深入剖析 YARN 内部实

现奠定基础。

由于 MRv1 在扩展性、可靠性、资源利用率和多框架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Apache
开始尝试对 MapReduce 进行升级改造，于是诞生了更加先进的下一代 MapReduce 计算框

架 MRv2。由于 MRv2 将资源管理模块构建成了一个独立的通用系统 YARN，这直接使得

MRv2 的核心从计算框架 MapReduce 转移为资源管理系统 YARN。在本章中，我们将从背

景、设计思想和基本架构等方面对 YARN 框架进行介绍。

2.1　YARN 产生背景

2.1.1　MRv1 的局限性

YARN 是在 MRv1 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它克服了 MRv1 中的各种局限性。在正式介绍

YARN 之前，我们先要了解 MRv1 的一些局限性，这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扩展性差 。在 MRv1 中，JobTracker 同时兼备了资源管理和作业控制两个功能，这

成为系统的一个最大瓶颈，严重制约了 Hadoop 集群扩展性。

可靠性差 。MRv1 采用了 master/slave 结构，其中，master 存在单点故障问题，一旦

它出现故障将导致整个集群不可用。

资源利用率低 。MRv1 采用了基于槽位的资源分配模型，槽位是一种粗粒度的资源

划分单位，通常一个任务不会用完槽位对应的资源，且其他任务也无法使用这些空

闲资源。此外，Hadoop 将槽位分为 Map Slot 和 Reduce Slot 两种，且不允许它们之

间共享，常常会导致一种槽位资源紧张而另外一种闲置（比如一个作业刚刚提交时，

只会运行 Map Task，此时 Reduce Slot 闲置）。

无法支持多种计算框架 。随着互联网高速发展，MapReduce 这种基于磁盘的离线计

算框架已经不能满足应用要求，从而出现了一些新的计算框架，包括内存计算框架、

流式计算框架和迭代式计算框架等，而 MRv1 不能支持多种计算框架并存。

为了克服以上几个缺点，Apache 开始尝试对 Hadoop 进行升级改造，进而诞生了更加

先进的下一代 MapReduce 计算框架 MRv2。正是由于 MRv2 将资源管理功能抽象成了一个

独立的通用系统 YARN，直接导致下一代 MapReduce 的核心从单一的计算框架 MapRed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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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为通用的资源管理系统 YARN。为了让读者更进一步理解以 YARN 为核心的软件栈，

我们将之与以 MapReduce 为核心的软件栈进行对比，如图 2-1 所示，在以 MapReduce 为核

心的软件栈中，资源管理系统 YARN 是可插拔替换的，比如选择 Mesos 替换 YARN，一旦

MapReduce 接口改变，所有的资源管理系统的实现均需要跟着改变 ；但以 YARN 为核心的

软件栈则不同，所有框架都需要实现 YARN 定义的对外接口以运行在 YARN 之上，这意味

着 Hadoop 2.0 可以打造一个以 YARN 为核心的生态系统。

其他资源 
管理器

其他框架

 图 2-1　以 MapReduce 为核心和以 YARN 为核心的软件栈对比

2.1.2　轻量级弹性计算平台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基于数据密集型应用的计算框架不断出现，从支持离线处理

的 MapReduce，到支持在线处理的 Storm，从迭代式计算框架 Spark 到流式处理框架 S4，
各种框架诞生于不同的公司或者实验室，它们各有所长，各自解决了某一类应用问题。而

在大部分互联网公司中，这几种框架可能同时被采用。比如在搜索引擎公司中，一种可能

的技术方案如下：网页建立索引采用 MapReduce 框架，自然语言处理 / 数据挖掘采用 Spark
（如网页 PageRank 计算、聚类分类算法等），对性能要求很高的数据挖掘算法用 MPI 等。

考虑到资源利用率、运维成本、数据共享等因素，公司一般希望将所有这些框架都部署到

一个公共的集群中，让它们共享集群的资源，并对资源进行统一使用，同时采用某种资源

隔离方案（如轻量级 cgroups）对各个任务进行隔离，这样便诞生了轻量级弹性计算平台，

如图 2-2 所示。YARN 便是弹性计算平台的典型代表。

从上面分析可知，YARN 实际上是一个弹性计算平台，它的目标已经不再局限于支持

MapReduce 一种计算框架，而是朝着对多种框架进行统一管理的方向发展。

相比于“一种计算框架一个集群”的模式，共享集群的模式存在多种好处：

资源利用率高。 如图 2-3 所示，如果每个框架一个集群，则往往由于应用程序数量

和资源需求的不均衡性，使得在某段时间内，有些计算框架的集群资源紧张，而另

外一些集群资源空闲。共享集群模式则通过多种框架共享资源，使得集群中的资源

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 
运维成本低 。如果采用“一个框架一个集群”的模式，则可能需要多个管理员管理

这些集群，进而增加运维成本，而共享模式通常需要少数管理员即可完成多个框架

的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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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以 YARN 为核心的弹性计算平台的基本架构 

Hadoop

Spark

MPI

100%

50%

0%

共享集群

33%
17%

0%

33%
27%

0%

33%
17%

0%

图 2-3　共享集群模式使得资源利用率提高

数据共享 。随着数据量的暴增，跨集群间的数据移动不仅需花费更长的时间，且硬

件成本也会大大增加，而共享集群模式可让多种框架共享数据和硬件资源，将大大

减小数据移动带来的成本。

2.2　Hadoop 基础知识

2.2.1　术语解释

为了便于本书讲解 Hadoop YARN，本小节对 Hadoop 涉及的术语进行比较全面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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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adoop 1.0 
Hadoop 1.0 即第一代 Hadoop，由分布式存储系统 HDFS 和分布式计算框架 MapReduce

组成，其中，HDFS 由一个 NameNode 和多个 DataNode 组成，MapReduce 由一个 JobTracker
和多个 TaskTracker 组成，对应 Hadoop 版本为 Apache Hadoop 0.20.x、1.x、0.21.X、0.22.x 和

CDH3 。7

（2）Hadoop 2.0
Hadoop 2.0 即第二代 Hadoop，为克服 Hadoop 1.0 中 HDFS 和 MapReduce 存在的各种

问题而提出的。如图 2-4 所示，针对 Hadoop 1.0 中的单 NameNode 制约 HDFS 的扩展性问

题，提出了 HDFS Federation，它让多个 NameNode 分管不同的目录进而实现访问隔离和横

向扩展，同时它彻底解决了 NameNode 单点故障问题 ；针对 Hadoop 1.0 中的 MapReduce
在扩展性和多框架支持等方面的不足，它将 JobTracker 中的资源管理和作业控制功能分

开，分别由组件 ResourceManager 和 ApplicationMaster 实现，其中，ResourceManager
负责所有应用程序的资源分配，而 ApplicationMaster 仅负责管理一个应用程序，进而诞

生了全新的通用资源管理框架 YARN。基于 YARN，用户可以运行各种类型的应用程序

（不再像 1.0 那样仅局限于 MapReduce 一类应用），从离线计算的 MapReduce 到在线计算

（流式处理）的 Storm 等。Hadoop 2.0 对应 Hadoop 版本为 Apache Hadoop 0.23.x、2.x 和

CDH4 。

图 2-4　Hadoop 1.0 与 Hadoop 2.0

（3）MapReduce 1.0 或 MRv1
MapReduce 1.0 计算框架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编程模型、数据处理引擎和运行

时环境。它的基本编程模型是将问题抽象成 Map 和 Reduce 两个阶段，其中 Map 阶段将输

入数据解析成 key/value，迭代调用 map() 函数处理后，再以 key/value 的形式输出到本地

目录，而 Reduce 阶段则将 key 相同的 value 进行规约处理，并将最终结果写到 HDFS 上 ；

它的数据处理引擎由 MapTask 和 ReduceTask 组成，分别负责 Map 阶段逻辑和 Reduce 阶

　下载地址为 http://archive.cloudera.com/cdh/3/。
　下载地址为 http://archive.cloudera.com/cdh4/cd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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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逻辑的处理 ；它的运行时环境由（一个）JobTracker 和（若干个）TaskTracker 两类服务

组成，其中，JobTracker 负责资源管理和所有作业的控制，而 TaskTracker 负责接收来自

JobTracker 的命令并执行它。该框架在扩展性、容错性和多框架支持等方面存在不足，这也

促使了 MRv2 的产生。

（4）MRv2
MRv2 具有与 MRv1 相同的编程模型和数据处理引擎，唯一不同的是运行时环境。MRv2

是在 MRv1 基础上经加工之后，运行于资源管理框架 YARN 之上的计算框架 MapReduce。
它的运行时环境不再由 JobTracker 和 TaskTracker 等服务组成，而是变为通用资源管理

系统 YARN 和作业控制进程 ApplicationMaster，其中，YARN 负责资源管理和调度，而

ApplicationMaster 仅负责一个作业的管理。简言之，MRv1 仅是一个独立的离线计算框架，

而 MRv2 则是运行于 YARN 之上的 MapReduce。
（5）YARN
YARN 是 Hadoop 2.0 中的资源管理系统，它是一个通用的资源管理模块，可为各类应

用程序进行资源管理和调度。YARN 不仅限于 MapReduce 一种框架使用，也可以供其他框

架使用，比如 Tez（将在第 9 章介绍）、Spark、Storm（将在第 10 章介绍）等。YARN 类似

于几年前的资源管理系统 Mesos （将在 12 章介绍）和更早的 Torque （将在 6 章介绍）。

由于 YARN 的通用性，下一代 MapReduce 的核心已经从简单的支持单一应用的计算框架

MapReduce 转移到通用的资源管理系统 YARN。8

（6）HDFS Federation
Hadoop 2.0 中对 HDFS 进行了改进，使 NameNode 可以横向扩展成多个，每个 NameNode

分管一部分目录，进而产生了 HDFS Federation，该机制的引入不仅增强了 HDFS 的扩展性，

也使 HDFS 具备了隔离性。

2.2.2　Hadoop 版本变迁

当前 Apache Hadoop 版本非常多，本小节将帮助读者梳理各个版本的特性以及它们

之间的联系。在讲解 Hadoop 各版本之前，先要了解 Apache 软件发布方式。对于任何一

个 Apache 开源项目，所有的基础特性均被添加到一个称为“trunk”的主代码线（main 
codeline），当需要开发某个重要的特性时，会专门从主代码线中延伸出一个分支（branch），
这被称为一个候选发布版（candidate release），该分支将专注于开发该特性而不再添加

其他新的特性，待 bug 修复之后，经过相关人士投票便会对外公开成为发布版（release 
version），并将该特性合并到主代码线中。需要注意的是，多个分支可能会同时进行研发，

这样，版本高的分支可能先于版本低的分支发布。

由于 Apache 以特性为准延伸新的分支，故在介绍 Apache Hadoop 版本之前，先介绍几

个独立产生 Apache Hadoop 新版本的重大特性：

　官方网址：http://incubator.apache.org/mesos/。
　官方网址：http://www.adaptivecomputing.com/products/open-source/tor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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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 ：HDFS Append 主要完成追加文件内容的功能，也就是允许用户以 Append
方式修改 HDFS 上的文件。HDFS 最初的一个设计目标是支持 MapReduce 编程模型，

而该模型只需要写一次文件，之后仅进行读操作而不会对其修改，即“write-once- 
read-many”，这就不需要支持文件追加功能。但随着 HDFS 变得流行，一些具有写需

求的应用想以 HDFS 作为存储系统，比如，有些应用程序需要往 HDFS 上某个文

件中追加日志信息，HBase 需使用 HDFS 具有 Append 功能以防止数据丢失 等。9

HDFS RAID ：Hadoop RAID 模块在 HDFS 之上构建了一个新的分布式文件系统

DistributedRaidFileSystem（DRFS），该系统采用了 Erasure Codes 增强对数据的保

护，有了这样的保护，可以采用更低的副本数来保持同样的可用性保障，进而为用

户节省大量存储空间。

Symlink ：让 HDFS 支持符号链接。符号链接是一种特殊的文件，它以绝对或者相

对路径的形式指向另外一个文件或者目录（目标文件），当程序向符号链接中写数据

时，相当于直接向目标文件中写数据。

Security ：Hadoop 的 HDFS 和 MapReduce 均缺乏相应的安全机制，比如在 HDFS
中，用户只要知道某个 block 的 blockID，便可以绕过 NameNode 直接从 DataNode
上读取该 block，用户可以向任意 DataNode 上写 block ；在 MapReduce 中，用户

可以修改或者杀掉任意其他用户的作业等。为了增强 Hadoop 的安全机制，从 2009
年起，Apache 专门抽出一个团队，从事为 Hadoop 增加基于 Kerberos 和 Deletion 
Token 的安全认证和授权机制的工作。

MRv1 ：正如前面所述，第一代 MapReduce 计算框架由三部分组成 ：编程模型、数 
据处理引擎和运行时环境。其中，编程模型由新旧 API 两部分组成 ；数据处理引擎

由 MapTask 和 ReduceTask 组成 ；运行时环境由 JobTracker 和 TaskTracker 两类服务

组成。

MRv2/YARN ：MRv2 是针对 MRv1 在扩展性和多框架支持等方面的不足而提出来

的，它将 MRv1 中的 JobTracker 包含的资源管理和作业控制两部分功能拆分开来，

分别将由不同的进程实现。考虑到资源管理模块可以共享给其他框架使用，MRv2
将其做成了一个通用的 YARN 系统，YARN 系统的引入使得计算框架进入了平台化

时代。

NameNode Federation ：针对 Hadoop 1.0 中 NameNode 内存约束限制其扩展性问题

　0.20-append：https://issues.apache.org/jira/browse/HDFS-200。
　　0.21.0-append：https://issues.apache.org/jira/browse/HDFS-265。

　参考 http://hbase.apache.org/book/hadoop.html。
　参考 http://wiki.apache.org/hadoop/HDFS-RAID 与 https://issues.apache.org/jira/browse/HDFS-503。
　参考 https://issues.apache.org/jira/browse/HDFS-245。
　参考 https://issues.apache.org/jira/browse/HADOOP-4487。
　参考 https://issues.apache.org/jira/browse/MAPREDUCE-279。
　参考 https://issues.apache.org/jira/browse/HDFS-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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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改进方案，它使 NameNode 可以横向扩展成多个，其中，每个 NameNode 分

管一部分目录，这不仅使 HDFS 扩展性得到增强，也使 HDFS 具备了隔离性。

NameNode HA ：大家都知道，HDFS NameNode 存在 NameNode 内存约束限制扩

展性和单点故障两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通过 NameNode Federation 方案解决，

而第二个问题则通过 NameNode 热备方案（NameNode HA）实现。10

到 2013 年 8 月为止，Apache Hadoop 已经出现四个大的分支，如图 2-5 所示。

图 2-5　Hadoop 版本变迁图

Apache Hadoop 的四大分支构成了三个系列的 Hadoop 版本。

（1）0.20.X 系列

0.20.2 版本发布后，几个重要的特性没有基于 trunk 而是在 0.20.2 基础上继续研发。值

得一提的主要有两个特性 ：Append 与 Security。其中，含 Security 特性的分支以 0.20.203
版本发布，而后续的 0.20.205 版本综合了这两个特性。需要注意的是，之后的 1.0.0 版本仅

是 0.20.205 版本的重命名。0.20.X 系列版本是最令用户感到疑惑的，因而它们具有的一些

特性，trunk 上没有，反之 trunk 上有的一些特性 0.20.X 系列版本却没有。

（2）0.21.0/0.22.x 系列

这一系列版本将整个 Hadoop 项目被分割成三个独立的模块，分别是 Common、HDFS
和 MapReduce。HDFS 和 MapReduce 都对 Common 模块有依赖，但是 MapReduce 对 HDFS
并没有依赖，这样，MapReduce 可以更容易运行在其他的分布式文件系统之上，同时，模

块间可以独立开发。具体各个模块的改进如下：

Common 模块 ：最大的新特性是在测试方面添加了 Large-Scale Automated Test 

　参考 https://issues.apache.org/jira/browse/HDFS-1623。
　图片修改自 http://www.cloudera.com/blog/2012/01/an-update-on-apache-hado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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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 和 fault injection framework 。11

HDFS 模块 ：主要增加的新特性包括支持追加操作与建立符号连接、Secondary 
NameNode 改进（secondary namenode 被剔除，取而代之的是 checkpoint node 同时

添加一个 backup node 的角色，作为 NameNode 的冷备）、允许用户自定义 block 放

置算法等。

MapReduce 模块 ：在作业 API 方面，开始启动新 MapReduce API，但仍然兼容老

的 API。
0.22.0 在 0.21.0 基础上修复了一些 bug 并进行了部分优化。

（3）0.23.X 系列

0.23.X 是为了克服 Hadoop 在扩展性和框架通用性方面的不足而提出来的，它包括基础

库 Common、分布式文件系统 HDFS、资源管理框架 YARN 和运行在 YARN 上的 MapReduce
四部分，其中，新增的可对接入的各种计算框架（如 MapReduce、Spark 等）进行统一管

理，该发行版自带 MapReduce 库，而该库集成了迄今为止所有的 MapReduce 新特性。

（4）2.X 系列

同 0.23.x 系 统 一 样，2.X 系 列 属 于 下 一 代 Hadoop， 与 0.23.X 相 比，2.X 增 加 了

NameNode HA 和 Wire-compatibility 等新特性。

表 2-1 总结了 Hadoop 各个发布版的特性以及稳定性。

表 2-1　Hadoop 各个发布版特性以及稳定性

时间 发布版本

特性
是否稳定 

版本Append RAID Symlink Security MRv1 YARN NameNode
Federation

NameNode
HA

2010 年
0.20.2 × × × × √ × × × 是

0.21.0 √ √ √ × √ × × √ 否

2.2.x √ √ × √ × √ √ √ 是

2011 年

0.20.203 × × × √ √ × × ×

是
（Yahoo ！
在 4500 个节
点上部署）

0.20.205
（1.0.0） √ × × √ √ × × × 是

0.22.0 √ √ √ √ √ × × √ 否

0.23.0-
alpha √ √ √ √ × √ √ × 否

　参考 https://issues.apache.org/jira/browse/HADOOP-6332。
　参考 https://issues.apache.org/jira/browse/MAPREDUCE-1084。
　Spark 是一种内存计算框架，支持迭代式计算，主页是 http://www.spark-project.org/。
　0.22.0 版本中只有 HDFS Security，没有 MapReduce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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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发布版本

特性
是否稳定 

版本Append RAID Symlink Security MRv1 YARN NameNode
Federation

NameNode
HA

2012 年
1.x √ × × √ √ × × × 是

2.x √ √ √ √ × √ √ √ 否

2013 年

0.23.
x-alpha √ √ √ √ × √ √ × 否

2.x-
alpha(beta) √ √ √ √ × √ √ √ 否

本书介绍的 Hadoop YARN 设计思想适用于所有 Apache Hadoop 2.x 版本，但涉及具体

的体现（指源代码级别的实现）时，则以 Apache Hadoop 2.2.0 及更高稳定版本为主。

2.3　YARN 基本设计思想

本节我们通过对比两代 MapReduce 的基本框架和编程模型来帮助读者理解 YARN 的基

本设计思想。

2.3.1　基本框架对比

在 Hadoop 1.0 中，JobTracker 由资源管理（由 TaskScheduler 模块实现）和作业控制（由

JobTracker 中多个模块共同实现）两部分组成，具体如图 2-6 所示。当前 Hadoop MapReduce
之所以在可扩展性、资源利用率和多框架支持等方面存在不足，正是由于 Hadoop 对

JobTracker 赋予的功能过多而造成负载过重。此外，从设计角度上看，Hadoop 未能够将资

源管理相关的功能与应用程序相关的功能分开，造成 Hadoop 难以支持多种计算框架。

图 2-6　第一代 MapReduce 框架基本架构

下一代 MapReduce 框架的基本设计思想是将 JobTracker 的两个主要功能，即资源管理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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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作业控制（包括作业监控、容错等），分拆成两独立的进程，如图 2-7 所示。资源管理进

程与具体应用程序无关，它负责整个集群的资源（内存、CPU、磁盘等）管理，而作业控

制进程则是直接与应用程序相关的模块，且每个作业控制进程只负责管理一个作业。这样，

通过将原有 JobTracker 中与应用程序相关和无关的模块分开，不仅减轻了 JobTracker 负载，

也使得 Hadoop 支持更多的计算框架。

图 2-7　下一代 MapReduce 框架基本架构

从资源管理角度看，下一代 MapReduce 框架实际上衍生出了一个资源统一管理平台

YARN，它使得 Hadoop 不再局限于仅支持 MapReduce 一种计算模型，而是可无限融入多

种计算框架，且对这些框架进行统一管理和调度。

2.3.2　编程模型对比

前面提到 MRv1 主要由编程模型（由新旧 API 组成）、数据处理引擎（由 MapTask 和

ReduceTask 组成）和运行时环境（由一个 JobTracker 和若干个 TaskTracker 组成）三部分

组成，为了保证编程模型的向后兼容性，MRv2 重用了 MRv1 中的编程模型和数据处理引

擎，但运行时环境被完全重写，具体如下。12

编程模型与数据处理引擎 ：MRv2 重用了 MRv1 中的编程模型和数据处理引擎。为

了能够让用户应用程序平滑迁移到 Hadoop 2.0 中，MRv2 应尽可能保证编程接口

的向后兼容性，但由于 MRv2 本身进行了改进和优化，它在向后兼容性方面存在少

量问题。MapReduce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有两套，分别是新 API（mapred）和旧 API
（mapredue） ，MRv2 可做到以下兼容性 ：采用 MRv1 旧 API 编写的应用程序，可

直接使用之前的 JAR 包将程序运行在 MRv2 上；但采用 MRv1 新 API 编写的应用程

　 MapReduce 新旧 API 介绍可参考《Hadoop 技术内幕 ：深入解析 MapReduce 架构设计与实现原理》一书

中的第 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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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则不可以，需要使用 MRv2 编程库重新编译并修改不兼容的参数和返回值，具体

将在第 8 章介绍。

运行时环境 ：MRv1 的运行时环境主要由两类服务组成，分别是 JobTracker 和
TaskTracker。其中，JobTracker 负责资源和任务的管理与调度，TaskTracker 负责单

个节点的资源管理和任务执行。MRv1 将资源管理和应用程序管理两部分混杂在一

起，使得它在扩展性、容错性和多框架支持等方面存在明显缺陷。而 MRv2 则通过

将资源管理和应用程序管理两部分剥离开，分别由 YARN 和 ApplicationMaster 负
责，其中，YARN 专管资源管理和调度，而 ApplicationMaster 则负责与具体应用程

序相关的任务切分、任务调度和容错等，具体如图 2-8 所示。

图 2-8　下一代 MapReduce 框架基本架构

2.4　YARN 基本架构

YARN 是 Hadoop 2.0 中的资源管理系统，它的基本设计思想是将 MRv1 中的 JobTracker
拆分成了两个独立的服务：一个全局的资源管理器 ResourceManager 和每个应用程序特有的

ApplicationMaster。其中 ResourceManager 负责整个系统的资源管理和分配，而 ApplicationMaster
负责单个应用程序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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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YARN 基本组成结构

YARN 总体上仍然是 Master/Slave 结构，在整个资源管理框架中，ResourceManager 为
Master，NodeManager 为 Slave，ResourceManager 负责对各个 NodeManager 上的资源进行

统一管理和调度。当用户提交一个应用程序时，需要提供一个用以跟踪和管理这个程序的

ApplicationMaster，它负责向 ResourceManager 申请资源，并要求 NodeManger 启动可以占

用一定资源的任务。由于不同的 ApplicationMaster 被分布到不同的节点上，因此它们之间

不会相互影响。在本小节中，我们将对 YARN 的基本组成结构进行介绍。

图 2-9 描述了 YARN 的基本组成结构，YARN 主要由 ResourceManager、NodeManager、
ApplicationMaster（图中给出了 MapReduce 和 MPI 两种计算框架的 ApplicationMaster，分

别为 MR AppMstr 和 MPI AppMstr）和 Container 等几个组件构成。

图 2-9　Apache YARN 的基本架构

1. ResourceManager（RM）

RM 是一个全局的资源管理器，负责整个系统的资源管理和分配。它主要由两个组件

构成：调度器（Scheduler）和应用程序管理器（Applications Manager，ASM）。

（1） 调度器

调度器根据容量、队列等限制条件（如每个队列分配一定的资源，最多执行一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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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业等），将系统中的资源分配给各个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需要注意的是，该调度器是

一个“纯调度器”，它不再从事任何与具体应用程序相关的工作，比如不负责监控或者跟踪

应用的执行状态等，也不负责重新启动因应用执行失败或者硬件故障而产生的失败任务，

这些均交由应用程序相关的 ApplicationMaster 完成。调度器仅根据各个应用程序的资源需

求进行资源分配，而资源分配单位用一个抽象概念“资源容器”（Resource Container，简

称 Container）表示，Container 是一个动态资源分配单位，它将内存、CPU、磁盘、网络等

资源封装在一起，从而限定每个任务使用的资源量。此外，该调度器是一个可插拔的组件，

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设计新的调度器，YARN 提供了多种直接可用的调度器，比如 Fair 
Scheduler 和 Capacity Scheduler 等。

（2） 应用程序管理器

应用程序管理器负责管理整个系统中所有应用程序，包括应用程序提交、与调度器协商

资源以启动 ApplicationMaster、监控 ApplicationMaster 运行状态并在失败时重新启动它等。

2. ApplicationMaster（AM） 

用户提交的每个应用程序均包含一个 AM，主要功能包括：

与 RM 调度器协商以获取资源（用 Container 表示）； 
将得到的任务进一步分配给内部的任务； 
与 NM 通信以启动 / 停止任务； 
监控所有任务运行状态，并在任务运行失败时重新为任务申请资源以重启任务。 

当 前 YARN 自 带 了 两 个 AM 实 现， 一 个 是 用 于 演 示 AM 编 写 方 法 的 实 例 程 序

distributedshell，它可以申请一定数目的 Container 以并行运行一个 Shell 命令或者 Shell 脚本 ；

另一个是运行 MapReduce 应用程序的 AM—MRAppMaster，我们将在第 8 章对其进行介

绍。此外，一些其他的计算框架对应的 AM 正在开发中，比如 Open MPI、Spark 等 。13

3. NodeManager（NM） 

NM 是每个节点上的资源和任务管理器，一方面，它会定时地向 RM 汇报本节点上的

资源使用情况和各个 Container 的运行状态；另一方面，它接收并处理来自 AM 的 Container
启动 / 停止等各种请求。

4. Container  

Container 是 YARN 中的资源抽象，它封装了某个节点上的多维度资源，如内存、

CPU、磁盘、网络等，当 AM 向 RM 申请资源时，RM 为 AM 返回的资源便是用 Container
表示的。YARN 会为每个任务分配一个 Container，且该任务只能使用该 Container 中描述的

资源。需要注意的是，Container 不同于 MRv1 中的 slot，它是一个动态资源划分单位，是

根据应用程序的需求动态生成的。截至本书完成时，YARN 仅支持 CPU 和内存两种资源，

且使用了轻量级资源隔离机制 Cgroups 进行资源隔离 。

　参见网址 http://wiki.apache.org/hadoop/PoweredByYarn。
　参见网址 https://issues.apache.org/jira/browse/YAR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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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YARN 通信协议

RPC 协议是连接各个组件的“大动脉”，了解不同组件之间的 RPC 协议有助于我们更

深入地学习 YARN 框架。在 YARN 中，任何两个需相互通信的组件之间仅有一个 RPC 协

议，而对于任何一个 RPC 协议，通信双方有一端是 Client，另一端为 Server，且 Client 总
是主动连接 Server 的，因此，YARN 实际上采用的是拉式（pull-based）通信模型。如图 2-10
所示，箭头指向的组件是 RPC Server，而箭头尾部的组件是 RPC Client，YARN 主要由以

下几个 RPC 协议组成 ：14

JobClient（作业提交客户端）与 RM 之间的协议 —ApplicationClientProtocol ：
JobClient 通过该 RPC 协议提交应用程序、查询应用程序状态等。

Admin（管理员）与 RM 之间的通信协议 —ResourceManagerAdministrationProtocol：
Admin 通过该 RPC 协议更新系统配置文件，比如节点黑白名单、用户队列权限等。

AM 与 RM 之间的协议 —ApplicationMasterProtocol ：AM 通过该 RPC 协议向 RM
注册和撤销自己，并为各个任务申请资源。

AM 与 NM 之间的协议 —ContainerManagementProtocol ：AM 通过该 RPC 要求

NM 启动或者停止 Container，获取各个 Container 的使用状态等信息。

NM 与 RM 之间的协议 —ResourceTracker ：NM 通过该 RPC 协议向 RM 注册，并

定时发送心跳信息汇报当前节点的资源使用情况和 Container 运行情况。

图 2-10　Apache YARN 的 RPC 协议

为了提高 Hadoop 的向后兼容性和不同版本之间的兼容性，YARN 中的序列化框架采用

了 Google 开源的 Protocol Buffers。Protocol Buffers 的引入使得 YARN 具有协议向后兼容

性，相关内容将在第 3 章介绍。

　 RPC 协议名称在 2.1.0-beta 版本进行了重构，之前的名称分别为：ClientRMProtocol、RMAdminProtocol、
AMRMProtocol、ContainerManager、ResourceTracker（该协议名称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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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YARN 工作流程

运行在 YARN 上的应用程序主要分为两类 ：短应用程序和长应用程序，其中，短应

用程序是指一定时间内（可能是秒级、分钟级或小时级，尽管天级别或者更长时间的也存

在，但非常少）可运行完成并正常退出的应用程序，比如 MapReduce 作业（将在第 8 章介

绍）、Tez DAG 作业（将在第 9 章介绍）等，长应用程序是指不出意外，永不终止运行的

应用程序，通常是一些服务，比如 Storm Service（主要包括 Nimbus 和 Supervisor 两类服

务），HBase Service（包括 Hmaster 和 RegionServer 两类服务） 等，而它们本身作为一个

框架提供了编程接口供用户使用。尽管这两类应用程序作用不同，一类直接运行数据处理

程序，一类用于部署服务（服务之上再运行数据处理程序），但运行在 YARN 上的流程是相

同的。15

当用户向 YARN 中提交一个应用程序后，YARN 将分两个阶段运行该应用程序 ：第一

个阶段是启动 ApplicationMaster ；第二个阶段是由 ApplicationMaster 创建应用程序，为它

申请资源，并监控它的整个运行过程，直到运行完成。如图 2-11 所示，YARN 的工作流程

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步骤 1　用户向 YARN 中提交应用程序，其中包括 ApplicationMaster 程序、启动

ApplicationMaster 的命令、用户程序等。

步骤 2　ResourceManager 为该应用程序分配第一个 Container，并与对应的 Node-
Manager 通信，要求它在这个 Container 中启动应用程序的 ApplicationMaster。

步骤 3　ApplicationMaster 首先向 ResourceManager 注册，这样用户可以直接通过

ResourceManage 查看应用程序的运行状态，然后它将为各个任务申请资源，并监控它的运

行状态，直到运行结束，即重复步骤 4~7。
步骤 4　ApplicationMaster 采用轮询的方式通过 RPC 协议向 ResourceManager 申请和

领取资源。

步骤 5　一旦 ApplicationMaster 申请到资源后，便与对应的 NodeManager 通信，要求

它启动任务。

步骤 6　NodeManager 为任务设置好运行环境（包括环境变量、JAR 包、二进制程序

等）后，将任务启动命令写到一个脚本中，并通过运行该脚本启动任务。

步骤 7　各个任务通过某个 RPC 协议向 ApplicationMaster 汇报自己的状态和进度，以

让 ApplicationMaster 随时掌握各个任务的运行状态，从而可以在任务失败时重新启动任务。

在应用程序运行过程中，用户可随时通过 RPC 向 ApplicationMaster 查询应用程序的当

前运行状态。

步骤 8　应用程序运行完成后，ApplicationMaster 向 ResourceManager 注销并关闭自己。

 

　 关于“HBase On YARN”可阅读 http://hortonworks.com/blog/hoya-hbase-on-yarn-application-architecture/。



36　 　第一部分　准　备　篇

图 2-11　Apache YARN 的工作流程

2.6　多角度理解 YARN

下面我从并行编程、资源管理、云计算等三个角度帮助读者理解 YARN。

2.6.1　并行编程

在单机程序设计中，为了快速处理一个大的数据集，通常采用多线程并行编程，如

图 2-12 所示，大体流程如下 ：先由操作系统启动一个主线程，由它负责数据切分、任务分

配、子线程启动和销毁等工作，而各个子线程只负责计算自己的数据，当所有子线程处理

完数据后，主线程再退出。类比理解，YARN 上的应用程序运行过程与之非常相近，只不

过它是集群上的分布式并行编程。可将 YARN 看做一个云操作系统，它负责为应用程序启

动 ApplicationMaster（相当于主线程），然后再由 ApplicationMaster 负责数据切分、任务分配、

启动和监控等工作，而由 ApplicationMaster 启动的各个 Task（相当于子线程）仅负责自己的计

算任务。当所有任务计算完成后，ApplicationMaster 认为应用程序运行完成，然后退出。

2.6.2　资源管理系统

资源管理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对集群中各类资源进行抽象，并根据各种应用程序或者服

务的要求，按照一定的调度策略，将资源分配给它们使用，同时需采用一定的资源隔离机

制防止应用程序或者服务之间因资源抢占而相互干扰。YARN 正是一个资源管理系统，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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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现弱化了计算框架之争，引入 YARN 这一层后，各种计算框架可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

并由 YARN 进行统一管理，进而运行在一个大集群上。截至本书出版时，各种开源系统都

在开发 YARN 版本，包括 MapReduce、Spark、Storm、HBase 等。

图 2-12　从并行编程角度理解 YARN

2.6.3　云计算

普遍认为，云计算包括以下几个层次的服务 ：IaaS、PaaS 和 SaaS。这里所谓的层次，

是分层体系架构意义上的“层次”。IaaS、PaaS、SaaS 分别实现在基础设施层、软件开放运

行平台层、应用软件层。

IaaS(Infrastructure-as-a-Service) ：基础设施即服务。消费者通过 Internet 可以从完善的

计算机基础设施获得服务。Iaas 通过网络向用户提供计算机（物理机和虚拟机）、存储空间、

网络连接、负载均衡和防火墙等基本计算资源 ；用户在此基础上部署和运行各种软件，包

括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等。

PaaS(Platform-as-a-Service) ：平台即服务。PaaS 是将软件研发的平台作为一种服务，

以 SaaS 的模式提交给用户。平台通常包括操作系统、编程语言的运行环境、数据库和 Web 
服务器等，用户可以在平台上部署和运行自己的应用。通常而言，用户不能管理和控制底

层的基础设施，只能控制自己部署的应用。

SaaS(Software-as-a-Service)：软件即服务。它是一种通过 Internet 提供软件的模式，用

户无需购买软件，而是向提供商租用基于 Web 的软件，来管理企业经营活动。云提供商在

云端安装和运行应用软件，云用户通过云客户端（比如 Web 浏览器）使用软件。

从云计算分层概念上讲，YARN 可看做 PAAS 层，它能够为不同类型的应用程序提供

统一的管理和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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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本书涉及内容

本书的主要内容可用图 2-13 表示，主要涉及两部分内容，一个是 YARN 涉及的理念与

实现，该部分内容将在第二部分中介绍。另一个是运行于 YARN 之上的比较有名的开源框

架，包括 MapReduce、Tez、Storm 和 Spark，其中 MapReduce、Tez 和 Spark 是以短应用程

序的形式直接运行在 YARN 之上 ；而 Storm 则不同，它是以服务的形式运行在 YARN 上，

用户编写的 Topology（即为 Storm 应用程序，类似于 MapReduce 作业，将在第 10 章介绍）

则运行在 Storm 服务中，该部分内容将在第三部分中介绍。

图 2-13　基于 YARN 的动态轻量级弹性计算平台

2.8　小结

本章介绍了 YARN 的设计理念和基本架构，涉及到的内容较多，包括 YARN 产生背

景、Hadoop 术语解释和版本变迁、YARN 架构和通信协议等。从编程模型角度看，YARN
与传统并行编程模式非常像，但兼具了分布式和并行两个特点 ；从资源管理系统角度看，

YARN 将扮演为上层计算框架提供计算资源的角色 ；从云计算角度看，YARN 可看做轻量

级的 PAAS 层。

在后面几章中，我们将深入探讨 YARN 内部实现原理，以便让读者进一步深层次理解

YARN。



第二部分

YARN核心设计篇

YARN 是一个通用资源管理系统，可为上层应用提供统一的资源

管理和调度，它的引入为集群在利用率、资源统一管理和数据共享等

方面带来了巨大好处。本书第二部分将从底层基础库、应用程序编程

接口、运行时环境等方面深入剖析 YARN 的内部原理和实现，读者通

过对这部分的学习应可编写出运行在 YARN 上的应用程序，且能根据

实际项目需求完成对 YARN 的二次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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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MRv1 的实现相比，YARN 的实现要复杂得多。YARN 借用了 MRv1 的一些底层基

础库（如 RPC 库），因为引入了很多新的软件设计方式，它的基础库更多，例如直接使

用开源序列化框架 Protocol Buffers 和 Apache Avro，及自定义的服务库、事件库和状态

机等。

本章介绍的 YARN 基础库是理解后面几章内容的基础，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中有些基

础库是开源的，并且被广泛使用，读者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性阅读。

3.1　概述

YARN 基础库是其他一切模块的基础，它的设计直接决定了 YARN 的稳定性和扩展性，

概括起来，YARN 的基础库主要有以下几个。

Protocol Buffers ：Protocol Buffers 是 Google 开源的序列化库，具有平台无关、高

性能、兼容性好等优点。YARN 将 Protocol Buffers 用到了 RPC 通信中，默认情况

下， YARN RPC 中所有参数采用 Protocol Buffers 进行序列化 / 反序列化，相比于

MRv1 中基于自定义 Writable 框架的方式，YARN 在向后兼容性、扩展性等方面提

高了很多。

Apache Avro ：Avro 是 Hadoop 生态系统中的 RPC 框架，具有平台无关、支持动态

模式（无需编译）等优点，Avro 的最初设计动机是解决 YARN RPC 兼容性和扩展性

差等问题，目前，YARN 采用 Avro 记录 MapReduce 应用程序日志（用于故障后应

用程序恢复），今后可能代替 Protocol Buffers 作为 RPC 辅助库（至少会作为一个可

选方案）。

RPC 库 ：YARN 仍采用了 MRv1 中的 RPC 库，但其中采用的默认序列化方法被替

换成了 Protocol Buffers。
服务库和事件库 ：YARN 将所有的对象服务化，以便统一管理（比创建、销毁等），

而服务之间则采用事件机制进行通信，不再使用类似 MRv1 中基于函数调用的方式。

状态机库 ：状态机是一种表示有限个状态以及在这些状态之间的转移和动作等行为

的数学模型。在 YARN 中，很多对象都是由若干状态组成的，且当有事件发生时，

状态之间会发生转移，比如作业、任务、Container 等，而 YARN 正是采用有限状

态机描述一些对象的状态以及状态之间的转移。引入状态机模型后，相比 MRv1，
YARN 的代码结构更加清晰易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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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以上这几个库是阅读后面几章的基础，本章将详细介绍这几个库。

3.2　第三方开源库

3.2.1　Protocol Buffers

Protocol Buffers 是一种轻便高效的结构化数据存储格式，可以用于结构化数据序列

化 / 反序列化。它很适合做数据存储或 RPC 的数据交换格式，常用作通信协议、数据存储等

领域的与语言无关、平台无关、可扩展的序列化结构数据格式。目前支持 C++、Java、Python 
三种语言。在 Google 内部，几乎所有的 RPC 协议和文件格式都是采用 Protocol Buffers。16

相比于常见的 XML 格式，Protocol Buffers 官方网站这样描述它的优点：

平台无关、语言无关； 
高性能，解析速度是 XML 的 20 ～ 100 倍； 
体积小，文件大小仅是 XML 的 1/10 ～ 1/3； 
使用简单； 
兼容性好。 

通常编写一个 Protocol Buffers 应用需要以下三步：

1）定义消息格式文件，通常以 proto 作为扩展名；

2）使用 Google 提供的 Protocol Buffers 编译器生成特定语言（目前支持 C++、Java、
Python 三类语言）的代码文件；

3）使用 Protocol Buffers 库提供的 API 来编写应用程序。

为了说明 Protocol Buffers 的使用方法，下面给出一个简单的实例。

该实例中首先定义一个消息格式文件 person.proto，描述了通讯录中一个人的基本信

息，接着用 Protocol Buffers 提供的方法将一个人的信息写入文件。

步骤 1　定义消息格式文件 person.proto，该文件描述了通讯录中某个人的基本信息，

内容如下：

package tutorial; //自定义的命名空间
option java_package = "com.example.tutorial"; //生成文件的包名
option java_outer_classname = "PersonProtos"; //类名

message Person {  //待描述的结构化数据
  required string name = 1; //required表示这个字段不能为空
  required int32 id = 2; //数字“2”表示字段的数字别名
  optional string email = 3; //optional表示该字段可以为空

  message PhoneNumber { //内部 message
    required string number = 1;
    optional int32 type = 2;

　参见网址 http://code.google.com/p/protob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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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peated PhoneNumber phone = 4;
}

步骤 2　使用 Google 提供的 Protocol Buffers 编译器生成 Java 语言，命令如下：

protoc -java_out=. person.proto

注意，上面的命令运行时的当前路径是 person.proto 所在目录。

步骤 3　使用 Protocol Buffers 库提供的 API 编写应用程序。该例子创建了一个 Person
对象，先将该对象保存到文件 example.txt 中，之后又从文件中读出并打印出来。

public class ProtocolBufferExample {
  static public void main(String[] argv) {
    Person person1 = Person.newBuilder()
      .setName("Dong Xicheng")
      .setEmail("dongxicheng@yahoo.com")
      .setId(11111)
      .addPhone(Person.PhoneNumber.newBuilder()
                .setNumber("15110241024")
                .setType(0))
       .addPhone(Person.PhoneNumber.newBuilder()
                .setNumber("01025689654")
                .setType(1)).build();
    try {
      FileOutputStream output = new FileOutputStream("example.txt");
      person1.writeTo(output);
      output.close();
    } catch(Exception e) {
      System.out.println("Write Error！ ");
    }
    try {
      FileInputStream input = new FileInputStream("example.txt");
      Person person2 = Person.parseFrom(input);
      System.out.println("person2:" + person2);
    } catch(Exception e) {
      System.out.println("Read Error!");
    }
  }
}

在 YARN 中，所有 RPC 函数的参数均采用 Protocol Buffers 定义的，相比 MRv1 中基

于 Writable 序列化的方法，Protocol Buffers 的引入使得 YARN 在向后兼容性和性能方面向

前迈进了一大步。

除序列化 / 反序列化之外，Protocol Buffers 也提供了 RPC 函数的定义方法，但并未

给出具体实现，这需要用户自行实现 ，而 YARN 则采用了 MRv1 中 Hadoop RPC 库，举

例如下：17

　可参考第三方开源实现，网址为 http://code.google.com/p/protobuf/wiki/ThirdPartyAdd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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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ContainerManagerService { //这是 YARN自带的 ContainerManager协议的定义
  rpc startContainer(StartContainerRequestProto) returns (StartContainerResponseProto);
  rpc stopContainer(StopContainerRequestProto) returns (StopContainerResponseProto);
  rpc getContainerStatus(GetContainerStatusRequestProto) returns (GetContainerSt

atusResponseProto);
}

在第 2 章中，介绍了 YARN 中的所有 RPC 协议，而这些协议全是使用 Protocol Buffers
定义的，具体如下：

applicationmaster_protocol.proto ：定义了 AM 与 RM 之间的协议 —Application-
MasterProtocol。
applicationclient_protocol.proto：定义了 JobClient（作业提交客户端）与 RM 之间的 
协议—ApplicationClientProtocol。
containermanagement_protocol.proto ：定义了 AM 与 NM 之间的协议 —Container-
ManagementProtocol。
resourcemanager_administration_protocol.proto ：定义了 Admin（管理员）与 RM 之 
间的通信协议—ResourceManagerAdministrationProtocol。
yarn_protos.proto：定义了各个协议 RPC 的参数。 
ResourceTracker.proto：定义了 NM 与 RM 之间的协议 —ResourceTracker。

除了以上几个内核中的协议，YARN 还使用 Protocol Buffers 对 MapReduce 中的协议进

行了重新定义：

MRClientProtocol.proto ：定义了 JobClient（作业提交客户端）与 MRAppMaster 之 
间的协议—MRClientProtocol。
mr_protos.proto：定义了 MRClientProtocol 协议的各个参数。 

3.2.2　Apache Avro

Apache Avro 是 Hadoop 下的一个子项目。它本身既是一个序列化框架，同时也实现

了 RPC 的功能。18

Avro 官网描述 Avro 的特性和功能如下：

丰富的数据结构类型； 
快速可压缩的二进制数据形式； 
存储持久数据的文件容器； 
提供远程过程调用 RPC； 
简单的动态语言结合功能。 

相比于 Apache Thrift 和 Google 的 Protocol Buffers，Apache Avro 具有以下特点：

支持动态模式 。Avro 不需要生成代码，这有利于搭建通用的数据处理系统，同时避

免了代码入侵。

　参见网址 http://avro.apach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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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无须加标签 。读取数据前，Avro 能够获取模式定义，这使得 Avro 在数据编码

时只需要保留更少的类型信息，有利于减少序列化后的数据大小。

无须手工分配的域标识 。Thrift 和 Protocol Buffers 使用一个用户添加的整型域唯一

性定义一个字段，而 Avro 则直接使用域名，该方法更加直观、更加易扩展。

编写一个 Avro 应用也需如下三步：

1）定义消息格式文件，通常以 avro 作为扩展名；

2）使用 Avro 编译器生成特定语言的代码文件（可选）；

3）使用 Avro 库提供的 API 来编写应用程序。

下面给出一个使用实例。

步骤 1　定义消息格式文件 person.avro，该文件描述了通讯录中某个人的基本信息，

内容如下：

{"namespace": "com.example.tutorial",
 "type": "record",
 "name": "Person",
 "fields": [
     {"name": "name", "type": "string"},
     {"name": "id",  "type": "int"},
     {"name": "email", "type": ["string", "null"]},
      {"name": "phone", "type": {"type": "array",
       "items": {"type": "record", "name": "PhoneNumber",
      "fields": [
      {"name": "number", "type": "string"},
      {"name": "type", "type": ["int", "null"]}
        ]
    }
   }
  }
 ]
}

步骤 2　使用 Avro 编译器生成 Java 语言，命令如下：

java -jar avro-tools-1.7.4.jar compile schema person.avro .

注意，上面的命令运行时的当前路径是 person.avro 所在目录。

步骤 3　使用 Avro 库提供的 API 来编写应用程序。该例子创建一个 Person 对象，先将

该对象保存到文件 example.txt 中，之后从文件中读出并打印。

public class AvroExample {
  static public void main(String[] argv) {
    PhoneNumber phoneNumber1 = PhoneNumber.newBuilder()
      .setNumber("15110241024")
      .setType(0).build();
    PhoneNumber phoneNumber2 = PhoneNumber.newBuilder()
      .setNumber("01025689654")
      .setType(1).bu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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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t<PhoneNumber> phoneNumbers = new ArrayList<PhoneNumber>();
    phoneNumbers.add(phoneNumber1);
    phoneNumbers.add(phoneNumber2);
    
    Person person = Person.newBuilder()
      .setName("Dong Xicheng")
      .setEmail("dongxicheng@yahoo.com")
      .setId(11111)
      .setPhone(phoneNumbers).build();
    File file = new File("person.txt");
    try {
      DatumWriter<Person> personDatumWriter = new SpecificDatumWriter<Person>(Person.class);
      DataFileWriter<Person> dataFileWriter = new DataFileWriter<Person>(personDatumWriter);
      dataFileWriter.create(person.getSchema(), file);
      dataFileWriter.append(person);
      dataFileWriter.close();
    } catch(Exception e) {
      System.out.println("Write Error:" + e);
    }
    try {
      DatumReader<Person> userDatumReader = new SpecificDatumReader<Person>(Person.class);
      DataFileReader<Person> dataFileReader = new DataFileReader<Person>(file, userDatumReader);
      person = null;
      while (dataFileReader.hasNext()) {
        person = dataFileReader.next(person);
        System.out.println(person);
      }
    } catch(Exception e) {
      System.out.println("Read Error:" + e);
    }
  }
}

如果不想编译 person.avro 文件，需要使用另外一套应用程序接口，具体可参考官方

文档 。19

Apache Avro 最初是为 Hadoop 量身打造的 RPC 框架，考虑到稳定性 ，YARN 暂时采

用 Protocol Buffers 作为序列化库，RPC 仍使用 MRv1 中的 RPC，而 Avro 则作为日志序列

化库使用（将在第 8 章介绍）。在 YARN MapReduce 中，所有事件的序列化 / 反序列化均采

用 Avro 完成，相关定义在 Events.avpr 文件中，举例如下：

{"namespace": "org.apache.hadoop.mapreduce.jobhistory",
 "protocol": "Events",
  "types": [
     …
     {"type": "record", "name": "JobInfoChange",
      "fields": [

　参见网址 http://avro.apache.org/docs/current/gettingstartedjava.html。
　YARN 项目启动时，Apache Avro 尚不成熟，存在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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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jobid", "type": "string"},
          {"name": "submitTime", "type": "long"},
          {"name": "launchTime", "type": "long"}
      ]
     },
     {"type": "record", "name": "JobPriorityChange",
      "fields": [
          {"name": "jobid", "type": "string"},
          {"name": "priority", "type": "string"}
      ]
     },
     {"type": "record", "name": "JobStatusChanged",
      "fields": [
          {"name": "jobid", "type": "string"},
          {"name": "jobStatus", "type": "string"}
      ]
     },
  …
  ]
}

3.3　底层通信库

网络通信模块是分布式系统中最底层的模块，它直接支撑了上层分布式环境下复杂的

进程间通信（Inter-Process Communication，IPC）逻辑，是所有分布式系统的基础。远程

过程调用（Remote Procedure Call，RPC）是一种常用的分布式网络通信协议，它允许运行于

一台计算机的程序调用另一台计算机的子程序，同时将网络的通信细节隐藏起来，使得用户

无须额外地为这个交互作用编程。由于 RPC 大大简化了分布式程序开发，因此备受欢迎。

作为一个分布式系统，Hadoop 实现了自己的 RPC 通信协议，它是上层多个分布式子

系统（如 MapReduce、YARN、HDFS 等）公用的网络通信模块。本节首先从框架设计及实

现等方面介绍 Hadoop RPC，接着介绍 RPC 框架在 Hadoop YARN 中的应用。

3.3.1　RPC 通信模型

RPC 是一种通过网络从远程计算机上请求服务，但不需要了解底层网络技术的协议。

RPC 协议假定某些传输协议（如 TCP 或 UDP 等）已经存在，并通过这些传输协议为通信

程序之间传递访问请求或者应答信息。在 OSI 网络通信模型中，RPC 跨越了传输层和应用

层。RPC 使得开发分布式应用程序更加容易 。20

RPC 通常采用客户机 / 服务器模型。请求程序是一个客户机，而服务提供程序则是一

个服务器。一个典型的 RPC 框架如图 3-1 所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通信模块 。两个相互协作的通信模块实现请求 - 应答协议，它们在客户和服务器之

　参见网址 http://en.wikipedia.org/wiki/Remote_procedure_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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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传递请求和应答消息，一般不会对数据包进行任何处理。请求 – 应答协议的实现

方式有同步方式和异步方式两种。

如图 3-1 所示，同步模式下客户端程序一直阻塞到服务器端发送的应答请求到达本地 ；

而异步模式不同，客户端将请求发送到服务器端后，不必等待应答返回，可以做其他事情，

待服务器端处理完请求后，主动通知客户端。在高并发应用场景中，一般采用异步模式以

降低访问延迟和提高带宽利用率。

图 3-1　同步模式与异步模式对比

Stub 程序 。客户端和服务器端均包含 Stub 程序，可将之看做代理程序。它使得远

程函数调用表现得跟本地调用一样，对用户程序完全透明。在客户端，它表现得就

像一个本地程序，但不直接执行本地调用，而是将请求信息通过网络模块发送给服

务器端。此外，当服务器发送应答后，它会解码对应结果。在服务器端，Stub 程序

依次进行解码请求消息中的参数、调用相应的服务过程和编码应答结果的返回值等

处理。

调度程序 。调度程序接收来自通信模块的请求消息，并根据其中的标识选择一个

Stub 程序进行处理。通常客户端并发请求量比较大时，会采用线程池提高处理效率。

客户程序 / 服务过程 。请求的发出者和请求的处理者。如果是单机环境，客户程序

可直接通过函数调用访问服务过程，但在分布式环境下，需要考虑网络通信，这不

得增加通信模块和 Stub 程序（保证函数调用的透明性）。

通常而言，一个 RPC 请求从发送到获取处理结果，所经历的步骤（见图 3-2）下所示。

1）客户程序以本地方式调用系统产生的 Stub 程序；

2）该 Stub 程序将函数调用信息按照网络通信模块的要求封装成消息包，并交给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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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发送到远程服务器端。

3）远程服务器端接收此消息后，将此消息发送给相应的 Stub 程序；

4）Stub 程序拆封消息，形成被调过程要求的形式，并调用对应函数；

5）被调用函数按照所获参数执行，并将结果返回给 Stub 程序；

6）Stub 程序将此结果封装成消息，通过网络通信模块逐级地传送给客户程序。

图 3-2　RPC 通用架构

3.3.2　Hadoop RPC 的特点概述

RPC 实际上是分布式计算中 C/S（Client/Server）模型的一个应用实例，对于 Hadoop 
RPC 而言，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透明性 。这是所有 RPC 框架最根本的特点，即当用户在一台计算机的程序调用另外

一台计算机上的子程序时，用户自身不应感觉到其间涉及跨机器间的通信，而是感

觉像是在执行一个本地调用。

高性能 。Hadoop 各个系统（如 HDFS、YARN、MapReduce 等）均采用了 Master/
Slave 结构，其中，Master 实际上是一个 RPC Server，它负责处理集群中所有 Slave
发送的服务请求，为了保证 Master 的并发处理能力，RPC Server 应是一个高性能服

务器，能够高效地处理来自多个 Client 的并发 RPC 请求。

可控性 。JDK 中已经自带了一个 RPC 框架—RMI（Remote Method Invocation，
远程方法调用），之所以不直接使用该框架，主要是考虑到 RPC 是 Hadoop 最底层最

核心的模块之一，保证其轻量级、高性能和可控性显得尤为重要，而 RMI 重量级过

大且用户可控之处太少（如网络连接、超时和缓冲等均难以定制或者修改） 。21

3.3.3　RPC 总体架构

同其他 RPC 框架一样，Hadoop RPC 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序列化层、函数调用

层、网络传输层和服务器端处理框架，具体实现机制如下：

序列化层 。序列化主要作用是将结构化对象转为字节流以便于通过网络进行传输或

　Doug Cutting 在 Hadoop 最初设计时就是这样描述 Hadoop RPC 设计动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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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入持久存储，在 RPC 框架中，它主要用于将用户请求中的参数或者应答转化成字

节流以便跨机器传输。前面介绍的 Protocol Buffers 和 Apache Avro 均可用在序列化

层，Hadoop 本身也提供了一套序列化框架，一个类只要实现 Writable 接口即可支持

对象序列化与反序列化。

函数调用层 。函数调用层主要功能是定位要调用的函数并执行该函数，Hadoop RPC
采用了 Java 反射机制与动态代理实现了函数调用。

网络传输层 。网络传输层描述了 Client 与 Server 之间消息传输的方式，Hadoop RPC 
采用了基于 TCP/IP 的 Socket 机制。

服务器端处理框架 。服务器端处理框架可被抽象为网络 I/O 模型，它描述了客户端

与服务器端间信息交互方式，它的设计直接决定着服务器端的并发处理能力，常见

的网络 I/O 模型有阻塞式 I/O、非阻塞式 I/O、事件驱动 I/O 等，而 Hadoop RPC 采

用了基于 Reactor 设计模式的事件驱动 I/O 模型。

Hadoop RPC 总体架构如图 3-3 所示，自下而上可分为两层，第一层是一个基于 Java 
NIO （New I/O）实现的客户机 – 服务器（C/S）通信模型。其中，客户端将用户的调用方

法及其参数封装成请求包后发送到服务器端。服务器端收到请求包后，经解包、调用函数、

打包结果等一系列操作后，将结果返回给客户端。为了增强 Sever 端的扩展性和并发处理

能力，Hadoop RPC 采用了基于事件驱动的 Reactor 设计模式，在具体实现时，用到了 JDK
提供的各种功能包，主要包括 java.nio（NIO）、java.lang.reflect（反射机制和动态代理）、

java.net（网络编程库）等。第二层是供更上层程序直接调用的 RPC 接口，这些接口底层即

为 C/S 通信模型。

图 3-3　Hadoop RPC 总体架构

3.3.4　Hadoop RPC 使用方法

Hadoop RPC 对外主要提供了两种接口（见类 org.apache.hadoop.ipc.RPC），分别是：

public static <T> ProtocolProxy <T> getProxy/waitForProxy(…) ：构造一个客户端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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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对象（该对象实现了某个协议），用于向服务器发送 RPC 请求。

public static Server RPC.Builder (Configuration).build() ：为某个协议（实际上是 Java 
接口）实例构造一个服务器对象，用于处理客户端发送的请求。

通常而言，使用 Hadoop RPC 可分为以下 4 个步骤。

1. 定义 RPC 协议

RPC 协议是客户端和服务器端之间的通信接口，它定义了服务器端对外提供的服务接

口。如下所示，我们定义一个 ClientProtocol 通信接口，声明了 echo() 和 add() 两个方法。

需要注意的是，Hadoop 中所有自定义 RPC 接口都需要继承 VersionedProtocol 接口，它描

述了协议的版本信息。

interface ClientProtocol extends org.apache.hadoop.ipc.VersionedProtocol {
//版本号，默认情况下，不同版本号的 RPC Client和 Server之间不能相互通信
    public static final long versionID = 1L; 
    String echo(String value) throws IOException;
    int add(int v1, int v2) throws IOException;
  }

2. 实现 RPC 协议

Hadoop RPC 协议通常是一个 Java 接口，用户需要实现该接口。对 ClientProtocol 接口

进行简单的实现如下所示：

public static class ClientProtocolImpl implements ClientProtocol {
    //重载的方法，用于获取自定义的协议版本号，
    public long getProtocolVersion(String protocol, long clientVersion) {
      return ClientProtocol.versionID;
     }
    //重载的方法，用于获取协议签名
    public ProtocolSignature getProtocolSignature(String protocol, long clientVersion,
    inthashcode) {
      return new ProtocolSignature(ClientProtocol.versionID, null);
    }
    public String echo(String value) throws IOException {
      return value;
     }
    public int add(int v1, int v2) throws IOException {
      return v1 + v2;
     }
  }

3. 构造并启动 RPC Server

直接使用静态类 Builder 构造一个 RPC Server，并调用函数 start() 启动该 Server：

Server server = new RPC.Builder(conf).setProtocol(ClientProtocol.class)
   .setInstance(new ClientProtocolImpl()).setBindAddress(ADDRESS).setPort(0)
                            .setNumHandlers(5).build();
server.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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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BindAddress（由函数 setBindAddress 设置）和 Port（由函数 setPort 设置，0 表

示由系统随机选择一个端口号）分别表示服务器的 host 和监听端口号，而 NnumHandlers
（由函数 setNumHandlers 设置）表示服务器端处理请求的线程数目。到此为止，服务器处

理监听状态，等待客户端请求到达。

4. 构造 RPC Client 并发送 RPC 请求

使用静态方法 getProxy 构造客户端代理对象，直接通过代理对象调用远程端的方法，

具体如下所示：

proxy = (ClientProtocol)RPC.getProxy(
         ClientProtocol.class, ClientProtocol.versionID, addr, conf);
int result = proxy.add(5, 6);
String echoResult = proxy.echo("result");

经过以上四步，我们便利用 Hadoop RPC 搭建了一个非常高效的客户机 – 服务器网络

模型。接下来，我们将深入到 Hadoop RPC 内部，剖析它的设计原理及技巧。

3.3.5　Hadoop RPC 类详解

Hadoop RPC 主要由三个大类组成，即 RPC、Client 和 Server，分别对应对外编程接口、

客户端实现和服务器实现。

1. ipc.RPC 类分析 

RPC 类实际上是对底层客户机 – 服务器网络模型的封装，以便为程序员提供一套更方

便简洁的编程接口。

如图 3-4 所示，RPC 类定义了一系列构建和销毁 RPC 客户端的方法，构建方法分为

getProxy 和 waitForProxy 两类，销毁方只有一个，即为 stopProxy。RPC 服务器的构建则由

静态内部类 RPC.Builder，该类提供了一些列 setXxx 方法（Xxx 为某个参数名称）供用户

设置一些基本的参数，比如 RPC 协议、RPC 协议实现对象、服务器绑定地址、端口号等，

一旦设置完成这些参数后，可通过调用 RPC.Builder.build() 完成一个服务器对象的构建，之

后直接调用 Server.start() 方法便可以启动该服务器。

与 Hadoop 1.x 中的 RPC 仅支持基于 Writable 序列化方式不同，Hadoop 2.x 允许用户

使用其他序列化框架，比如 Protocol Buffers 等，目前提供了 Writable（WritableRpcEngine）
和 Protocol Buffers（ProtobufRpcEngine）两种，默认实现是 Writable 方式，用户可通过调

用 RPC.setProtocolEngine(…) 修改采用的序列化方式。

下面以采用 Writable 序列化为例（采用 Protocol Buffers 的过程类似），介绍 Hadoop 
RPC 的远程过程调用流程。Hadoop RPC 使用了 Java 动态代理完成对远程方法的调用 ：用

户只需实现 java.lang.reflect.InvocationHandler 接口，并按照自己需求实现 invoke 方法即可

完成动态代理类对象上的方法调用。但对于 Hadoop RPC，函数调用由客户端发出，并在服

务器端执行并返回，因此不能像单机程序那样直接在 invoke 方法中本地调用相关函数，它

的做法是，在 invoke 方法中，将函数调用信息（函数名，函数参数列表等）打包成可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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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 WritableRpcEngine.Invocation 对象，并通过网络发送给服务器端，服务端收到该调用

信息后，解析出和函数名，函数参数列表等信息，利用 Java 反射机制完成函数调用，期间

涉及到的类关系如下图所示。

图 3-4　HadoopRPC 的主要类关系图

图 3-5　HadoopRPC 中服务器端动态代理实现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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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pc.Client

Client 主要完成的功能是发送远程过程调用信息并接收执行结果。它涉及到的类关系如

图 3-6 所示。Client 类对外提供了一类执行远程调用的接口，这些接口的名称一样，仅仅是

参数列表不同，比如其中一个的声明如下所示：

public Writable call(Writable param, ConnectionIdremoteId)  
                       throws InterruptedException, IOException;

图 3-6　Client 类图

Client 内部有两个重要的内部类，分别是 Call 和 Connection。
Call 类 ：封装了一个 RPC 请求，它包含 5 个成员变量，分别是唯一标识 id、函数调

用信息 param、函数执行返回值 value、出错或者异常信息 error 和执行完成标识符

done。由于 Hadoop RPC Server 采用异步方式处理客户端请求，这使远程过程调用

的发生顺序与结果返回顺序无直接关系，而 Client 端正是通过 id 识别不同的函数调

用的。当客户端向服务器端发送请求时，只需填充 id 和 param 两个变量，而剩下的

3 个变量（value、error 和 done）则由服务器端根据函数执行情况填充。

Connection 类 ：Client 与每个 Server 之间维护一个通信连接，与该连接相关的

基本信息及操作被封装到 Connection 类中，基本信息主要包括通信连接唯一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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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teId）、与 Server 端通信的 Socket（socket）、网络输入数据流（in）、网络输出

数据流（out）、保存 RPC 请求的哈希表（calls）等。操作则包括：

addCall —将一个 Call 对象添加到哈希表中；

sendParam —向服务器端发送 RPC 请求；

receiveResponse  —从服务器端接收已经处理完成的 RPC 请求；

run —Connection 是一个线程类，它的 run 方法调用了 receiveResponse 方法，会

一直等待接收 RPC 返回结果。

当调用 call 函数执行某个远程方法时，Client 端需要进行（如图 3-7 所示）以下 4 个

步骤。

1）创建一个 Connection 对象，并将远程方法调用信息封装成 Call 对象，放到 Connection
对象中的哈希表中；

2）调用 Connection 类中的 sendRpcRequest() 方法将当前 Call 对象发送给 Server 端；

3）Server 端处理完 RPC 请求后，将结果通过网络返回给 Client 端，Client 端通过

receiveRpcResponse() 函数获取结果；

4）Client 检查结果处理状态（成功还是失败），并将对应 Call 对象从哈希表中删除。

图 3-7　Hadoop RPC Client 处理流程

3. ipc.Server 类分析

Hadoop 采用了 Master/Slave 结构，其中 Master 是整个系统的单点，如 NameNode 或

JobTracker ，这是制约系统性能和可扩展性的最关键因素之一 ；而 Master 通过 ipc.Server
接收并处理所有 Slave 发送的请求，这就要求 ipc.Server 将高并发和可扩展性作为设计目

标。为此，ipc.Server 采用了很多提高并发处理能力的技术，主要包括线程池、事件驱动和

Reactor 设计模式等，这些技术均采用了 JDK 自带的库实现，这里重点分析它是如何利用

Reactor 设计模式提高整体性能的。22

　 HDFS 的单点故障已经在 Hadoop 2.0 中得到了解决，MRv1 中的 JobTracker 的单点故障在 CDH4 中也得

到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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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tor 是并发编程中的一种基于事件驱动的设计模式，它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通过派

发 / 分离 I/O 操作事件提高系统的并发性能 ；提供了粗粒度的并发控制，使用单线程实现，

避免了复杂的同步处理。典型的 Reactor 实现原理如图 3-8 所示。

图 3-8　Reactor 模式工作原理

典型的 Reactor 模式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角色。

Reactor ：I/O 事件的派发者。

Acceptor ：接受来自 Client 的连接，建立与 Client 对应的 Handler，并向 Reactor 注
册此 Handler。
Handler ：与一个 Client 通信的实体，并按一定的过程实现业务的处理。Handler 内
部往往会有更进一步的层次划分，用来抽象诸如 read、decode、compute、encode 和

send 等过程。在 Reactor 模式中，业务逻辑被分散的 I/O 事件所打破，所以 Handler
需要有适当的机制在所需的信息还不全（读到一半）的时候保存上下文，并在下一

次 I/O 事件到来的时候（另一半可读）能继续上次中断的处理。

Reader/Sender ：为了加速处理速度，Reactor 模式往往构建一个存放数据处理线程

的线程池，这样数据读出后，立即扔到线程池中等待后续处理即可。为此，Reactor
模式一般分离 Handler 中的读和写两个过程，分别注册成单独的读事件和写事件，

并由对应的 Reader 和 Sender 线程处理。

ipc.Server 实际上实现了一个典型的 Reactor 设计模式，其整体架构与上述完全一致。

一旦读者了解典型 Reactor 架构便可很容易地学习 ipc.Server 的设计思路及实现。接下来，

我们分析 ipc.Server 的实现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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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ipc.Server 的主要功能是接收来自客户端的 RPC 请求，经过调用相应的函

数获取结果后，返回给对应的客户端。为此，ipc.Server 被划分成 3 个阶段 ：接收请求、处

理请求和返回结果，如图 3-9 所示。各阶段实现细节如下。

图 3-9　Hadoop RPC Server 处理流程

（1）接收请求  
该阶段主要任务是接收来自各个客户端的 RPC 请求，并将它们封装成固定的格式

（Call 类）放到一个共享队列（callQueue）中，以便进行后续处理。该阶段内部又分为建立

连接和接收请求两个子阶段，分别由 Listener 和 Reader 两种线程完成。

整个 Server 只有一个 Listener 线程，统一负责监听来自客户端的连接请求，一旦有新的请

求到达，它会采用轮询的方式从线程池中选择一个 Reader 线程进行处理，而 Reader 线程可同

时存在多个，它们分别负责接收一部分客户端连接的 RPC 请求，至于每个 Reader 线程负责

哪些客户端连接，完全由 Listener 决定，当前 Listener 只是采用了简单的轮询分配机制。

Listener 和 Reader 线程内部各自包含一个 Selector 对象，分别用于监听 SelectionKey.
OP_ACCEPT 和 SelectionKey.OP_READ 事件。对于 Listener 线程，主循环的实现体是监听

是否有新的连接请求到达，并采用轮询策略选择一个 Reader 线程处理新连接 ；对于 Reader
线程，主循环的实现体是监听（它负责的那部分）客户端连接中是否有新的 RPC 请求到

达，并将新的 RPC 请求封装成 Call 对象，放到共享队列 callQueue 中。

（2）处理请求  
该阶段主要任务是从共享队列 callQueue 中获取 Call 对象，执行对应的函数调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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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结果返回给客户端，这全部由 Handler 线程完成。

Server 端可同时存在多个 Handler 线程，它们并行从共享队列中读取 Call 对象，经执

行对应的函数调用后，将尝试着直接将结果返回给对应的客户端。但考虑到某些函数调用

返回结果很大或者网络速度过慢，可能难以将结果一次性发送到客户端，此时 Handler 将尝

试着将后续发送任务交给 Responder 线程。

（3）返回结果  
前面提到，每个 Handler 线程执行完函数调用后，会尝试着将执行结果返回给客户端，

但对于特殊情况，比如函数调用返回结果过大或者网络异常情况（网速过慢），会将发送任

务交给 Responder 线程。

Server 端仅存在一个 Responder 线程，它的内部包含一个 Selector 对象，用于监听

SelectionKey.OP_WRITE 事件。当 Handler 没能将结果一次性发送到客户端时，会向该

Selector 对象注册 SelectionKey.OP_WRITE 事件，进而由 Responder 线程采用异步方式继续

发送未发送完成的结果。

3.3.6　Hadoop RPC 参数调优

Hadoop RPC 对外提供了一些可配置参数，以便于用户根据业务需求和硬件环境对其进

行调优。主要的配置参数如下。

Reader 线程数目 。由参数 ipc.server.read.threadpool.size 配置，默认是 1，也就是

说，默认情况下，一个 RPC Server 只包含一个 Reader 线程。

每个 Handler 线程对应的最大 Call 数目 。由参数 ipc.server.handler.queue.size 指定，

默认是 100，也就是说，默认情况下，每个 Handler 线程对应的 Call 队列长度为

100。比如，如果 Handler 数目为 10，则整个 Call 队列（即共享队列 callQueue）最

大长度为：100×10=1000。
Handler 线程数目 。在 Hadoop 中， ResourceManager 和 NameNode 分别是 YARN 和 HDFS
两个子系统中的 RPC Server，其对应的 Handler 数目分别由参数 yarn.resourcemanager. 
resource-tracker.client.thread-count 和 dfs.namenode.service.handler.count 指定，默认值分别

为 50 和 10，当集群规模较大时，这两个参数值会大大影响系统性能。

客户端最大重试次数 。在分布式环境下，因网络故障或者其他原因迫使客户端重试

连接是很常见的，但尝试次数过多可能不利于对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客户端最

大重试次数由参数 ipc.client.connect.max.retries 指定，默认值为 10，也就是会连续

尝试 10 次（每两次之间相隔 1 秒）。

3.3.7　YARN RPC 实现 23

当前存在非常多的开源 RPC 框架，比较有名的有 Thrift 、Protocol Buffers 和 Avro。

　参见网址 http://thrift.apach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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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Hadoop RPC 一样，它们均由两部分组成：对象序列化和远程过程调用（Protocol Buflers
官方仅提供了序列化实现，未提供远程调用相关实现，但三方 RPC 库非常多 ）。相比于

Hadoop RPC，它们有以下几个特点：

跨语言特性 。前面提到，RPC 框架实际上是客户机 – 服务器模型的一个应用实例，

对于 Hadoop RPC 而言，由于 Hadoop 采用 Java 语言编写，因而其 RPC 客户端和服

务器端仅支持 Java 语言；但对于更通用的 RPC 框架，如 Thrift 或者 Protocol Buffers
等，其客户端和服务器端可采用任何语言编写，如 Java、C++、Python 等，这给用

户编程带来极大方便。

引入 IDL 。开源 RPC 框架均提供了一套接口描述语言（Interface Description Language，
IDL），它提供一套通用的数据类型，并以这些数据类型来定义更为复杂的数据类型

和对外服务接口。一旦用户按照 IDL 定义的语法编写完接口文件后，可根据实际应

用需要生成特定编程语言（如 Java、C++、Python 等）的客户端和服务器端代码。

协议兼容性 。开源 RPC 框架在设计上均考虑到了协议兼容性问题，即当协议格式发

生改变时，比如某个类需要添加或者删除一个成员变量（字段）后，旧版本代码仍

然能识别新格式的数据，也就是说，具有向后兼容性。

随着 Hadoop 版本的不断演化，研发人员发现 Hadoop RPC 在跨语言支持和协议兼容性

两个方面存在不足，具体表现为：

从长远发展看，Hadoop RPC 应允许某些协议的客户端或者服务器端采用其他语言实 
现，比如用户希望直接使用 C/C++ 语言读写 HDFS 中的文件，这就需要有 C/C++ 语

言的 HDFS 客户端。

当前 Hadoop 版本较多，而不同版本之间不能通信，比如 0.20.2 版本的 JobTracker 不能 
与 0.21.0 版本中的 TaskTracker 通信，如果用户企图这样做，会抛出 VersionMismatch
异常。

为了解决以上几个问题，Hadoop YARN 将 RPC 中的序列化部分剥离开，以便将现有

的开源 RPC 框架集成进来。经过改进之后，Hadoop RPC 的类关系如图 3-10 所示，RPC 类

变成了一个工厂，它将具体的 RPC 实现授权给 RpcEngine 实现类，而现有的开源 RPC 只要

实现 RpcEngine 接口，便可以集成到 Hadoop RPC 中。在该图中，WritableRpcEngine 是采

用 Hadoop 自带的序列化框架实现的 RPC，而 AvroRpcEngine 和 ProtobufRpcEngine 分

别是开源 RPC（或序列化）框架 Apache Avro 和 Protocol Buffers 对应的 RpcEngine 实现，

用户可通过配置参数 rpc.engine.{protocol} 以指定协议 {protocol} 采用的序列化方式。需要

注意的是，当前实现中，Hadoop RPC 只是采用了这些开源框架的序列化机制，底层的函数

调用机制仍采用 Hadoop 自带的。24

YARN 提供的对外类是 YarnRPC，用户只需使用该类便可以构建一个基于 Hadoop 

　参见网址：http://code.google.com/p/protobuf/wiki/ThirdParty/AddOns。
　AvroRpcEngine 从 Hadoop 0.21.0 版本开始出现。

　ProtobufRpcEngine 从 Hadoop 2.0-apha 版本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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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C 且采用 Protocol Buffers 序列化框架的通信协议。YarnRPC 相关实现类如图 3-11 所示。

图 3-10　Hadoop RPC 集成多种开源 RPC 框架

图 3-11　YarnRPC 相关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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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nRPC 是一个抽象类，实际的实现由参数 yarn.ipc.rpc.class 指定，默认值是 org.apache.
hadoop.yarn.ipc.HadoopYarnProtoRPC。HadoopYarnProtoRPC 通过 RPC 工厂生成器（工厂

设计模式）RpcFactoryProvider 生成客户端工厂（由参数 yarn.ipc.client.factory.class 指定，

默认值是 org.apache.hadoop.yarn.factories.impl.pb.RpcClientFactoryPBImpl）和服务器工厂

（由参数 yarn.ipc.server.factory.class 指定，默认值是 org.apache.hadoop.yarn.factories.impl.
pb.RpcServerFactoryPBImpl），以根据通信协议的 Protocol Buffers 定义生成客户端对象和服

务器对象。

RpcClientFactoryPBImpl ：根据通信协议接口（实际上就是一个 Java interface）
及 Protocol Buffers 定义构造 RPC 客户端句柄，但它对通信协议的存放位置和类

名命有一定要求。假设通信协议接口 Xxx 所在 Java 包名为 XxxPackage，则客

户端实现代码必须位于 Java 包 XxxPackage.impl.pb.client 中（在接口包名后面

增加“.impl.pb.client”），且实现类名为 PBClientImplXxx（在接口名前面增加前缀

“PBClientImpl”）。
RpcServerFactoryPBImpl ：根据通信协议接口（实际上就是一个 Java interface）及

Protocol Buffers 定义构造 RPC 服务器句柄（具体会调用前面节介绍的 RPC.Server
类），但它对通信协议的存放位置和类命名有一定要求。假设通信协议接口 Xxx 所在

Java 包名为 XxxPackage，则客户端实现代码必须位于 Java 包 XxxPackage.impl.pb.server
中（在接口包名后面增加“.impl.pb.server”），且实现类名为 PBServiceImplXxx（在接

口名前面增加前缀“PBServiceImpl”）。
Hadoop YARN 已将 Protocol Buffers 作为默认的序列化机制 （而不是 Hadoop 自带的

Writable），这带来的好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25

继承了 Protocol Buffers 的优势 。Protocol Buffers 已在实践中证明了其高效性、可

扩展性、紧凑性和跨语言特性。首先，它允许在保持向后兼容性的前提下修改协议，

比如为某个定义好的数据格式添加一个新的字段 ；其次，它支持多种语言，进而方

便用户为某些服务（比如 HDFS 的 NameNode）编写非 Java 客户端 ；此外，实验

表明 Protocol Buffers 比 Hadoop 自带的 Writable 在性能方面有很大提升。

支持升级回滚 。Hadoop 2.0 已经将 NameNode HA 方案合并进来，在该方案中，Name-
Node 分为 Active 和 Standby 两种角色，其中，Active NameNode 在当前对外提供服务，

而 Standby NameNode 则是能够在 Active NameNode 出现故障时接替它。采用 Protocol 
Buffers 序列化机制后，管理员能够在不停止 NameNode 对外服务的前提下，通过主备

NameNode 之间的切换，依次对主备 NameNode 进行在线升级（不用考虑版本和协议

兼容性等问题）。

　参见网址 https://issues.apache.org/jira/browse/HADOOP-7347。
　 Hadoop 2.0 中的 RFC 框架是采用 Java 编写的，尚不能像 Thrift 和 Avro 那样支持多语言编程，但引入

Protocol Buffers 序列化框架则使其向前迈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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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YARN RPC 应用实例

为了进一步说明 YARN RPC 的使用方法，本小节给出一个具体的应用实例。

在 YARN 中，ResourceManager 和 NodeManager 之间的通信协议是 ResourceTracker，
其中 NodeManager 是该协议的客户端，ResourceManager 是服务端，NodeManager 通过该

协议中定义的两个 RPC 函数（registerNodeManager 和 nodeHeartbeat）向 ResourceManager
注册和周期性发送心跳信息。ResourceManager（服务器端）中的相关代码如下：

// ResourceTrackerService实现了 ResourceTracker通信接口，并启动 RPC Server
public class ResourceTrackerService extends AbstractService implements
    ResourceTracker {
  private Server server;
  ...
  protected void serviceStart() throws Exception {
    super.serviceStart();
    Configuration conf = getConfig();
    YarnRPC rpc = YarnRPC.create(conf); //使用 YarnRPC类
    this.server = rpc.getServer(ResourceTracker.class, this, resourceTrackerAddress,
          conf, null, conf.getInt(YarnConfiguration.RM_RESOURCE_TRACKER_CLIENT_THREAD_COUNT,
          YarnConfiguration.DEFAULT_RM_RESOURCE_TRACKER_CLIENT_THREAD_COUNT));
     this.server.start();
  }
  ...
  @Override
  public RegisterNodeManagerResponse registerNodeManager(
      RegisterNodeManagerRequest request) throws YarnException,
      IOException {
    //具体实现
  }
  @Override
  public NodeHeartbeatResponse nodeHeartbeat(NodeHeartbeatRequest request)
      throws YarnException, IOException {
    //具体实现
  }  
}

NodeManager（客户端）中的相关代码如下。

// 该函数是从 YARN源代码中简单修改而来的
protected ResourceTracker getRMClient() throws IOException {
  Configuration conf = getConfig();
  InetSocketAddress rmAddress = getRMAddress(conf, protocol);
  RetryPolicy retryPolicy = createRetryPolicy(conf);
  ResourceTracker proxy = RMProxy.<T>getProxy(conf, ResourceTracker.class, rmAddress);
  LOG.info("Connecting to ResourceManager at " + rmAddress);
  return (ResourceTracker) RetryProxy.create(protocol, proxy, retryPolicy);
}
...
this.resourceTracker = getRMCli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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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sterNodeManagerResponse regNMResponse = resourceTracker.registerNodeManager(request);
...
response = resourceTracker.nodeHeartbeat(request);

为了能够让以上代码正常工作，YARN 按照以下流程实现各种功能。

步骤 1　定义通信协议接口（Java Interface）。定义通信协议接口 ResourceTracker，它

包含 registerNodeManager 和 nodeHeartbeat 两个函数，且每个函数包含一个参数和一个返

回值，具体如下：

public interface ResourceTracker {
  public RegisterNodeManagerResponse registerNodeManager(
      RegisterNodeManagerRequest request) throws YarnException, IOException;
  public NodeHeartbeatResponse nodeHeartbeat(NodeHeartbeatRequest request)
      throws YarnException, IOException;
}

步骤 2　为通信协议 ResourceTracker 提供 Protocol Buffers 定义和 Java 实现。前面提

到，Protocol Buffers 仅提供了序列化框架，但未提供 RPC 实现，因此 RPC 部分需要由用户

自己实现，而 YARN 则让 ResourceTrackerService 类实现了 ResourceTracker 协议，它的 Protocol 
Buffers 定义（具体见文件 ResourceTracker.proto）如下：

option java_package = "org.apache.hadoop.yarn.proto";
option java_outer_classname = "ResourceTracker";
option java_generic_services = true;
option java_generate_equals_and_hash = true;
import "yarn_server_common_service_protos.proto";

service ResourceTrackerService {
  rpc registerNodeManager(RegisterNodeManagerRequestProto) returns (RegisterNode

ManagerResponseProto);
  rpc nodeHeartbeat(NodeHeartbeatRequestProto) returns (NodeHeartbeatResponseProto);
}

ResourceTracker 的 RPC 函数实现是由 ResourceManager 中的 ResourceTrackerService
完成的。

步骤 3　为 RPC 函数的参数和返回值提供 Protocol Buffers 定义。YARN 需要保证每

个 RPC 函数的参数和返回值是采用 Protocol Buffers 定义的，因此 ResourceTracker 协议中

RegisterNodeManagerRequest、RegisterNodeManagerResponse、NodeHeartbeatRequest 和
NodeHeartbeatResponse 四个参数或者返回值需要使用 Protocol Buffers 定义，具体如下（见

yarn_server_common_service_protos.proto 文件）：

import "yarn_protos.proto";
import "yarn_server_common_protos.proto";

message RegisterNodeManagerRequestProto {
  optional NodeIdProto node_id = 1;
  optional int32 http_port = 3;
  optional ResourceProto resource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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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sage RegisterNodeManagerResponseProto {
  optional MasterKeyProto container_token_master_key = 1;
  optional MasterKeyProto nm_token_master_key = 2;
  optional NodeActionProto nodeAction = 3;
  optional int64 rm_identifier = 4;
  optional string diagnostics_message = 5;
}
... //其他几个参数和返回值的定义

步骤 4　为 RPC 函数的参数和返回值提供 Java 定义和封装。YARN 采用了 Protocol 
Buffers 作为参数和返回值的序列化框架，且以原生态 .proto 文件的方式给出了定义，而具体

的 Java 代码生成需在代码编写之后完成。基于以上考虑，为了更容易使用 Protocol Buffers 生

成的（Java 语言）参数和返回值定义，YARN RPC 为每个 RPC 函数的参数和返回值提供

Java 定义和封装，以参数 RegisterNodeManagerRequest 为例进行说明。

Java 接口定义如下（见 Java 包 org.apache.hadoop.yarn.server.api.protocolrecords）：

public interface RegisterNodeManagerRequest {
  NodeId getNodeId();
  int getHttpPort();
  Resource getResource();
  
  void setNodeId(NodeId nodeId);
  void setHttpPort(int port);
  void setResource(Resource resource);
}

Java 封装如下（见 Java 包 org.apache.hadoop.yarn.server.api.protocolrecords.impl.pb）：

public class RegisterNodeManagerRequestPBImpl extends 

  ProtoBase<RegisterNodeManagerRequestProto> implements RegisterNodeManagerRequest {
  RegisterNodeManagerRequestProto proto = RegisterNodeManagerRequestProto.

getDefaultInstance();
  RegisterNodeManagerRequestProto.Builder builder = null;
  private NodeId nodeId = null;
  ...
  @Override
  public NodeId getNodeId() {
    RegisterNodeManagerRequestProtoOrBuilder p = viaProto ? proto : builder;
    if (this.nodeId != null) {
      return this.nodeId;
    }
    if (!p.hasNodeId()) {
      return null;
    }
    this.nodeId = convertFromProtoFormat(p.getNodeId());
    return this.node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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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ride
  public void setNodeId(NodeId nodeId) {
    maybeInitBuilder();
    if (nodeId == null) 
      builder.clearNodeId();
    this.nodeId = nodeId;
  }
  ...
}

步骤 5　为通信协议提供客户端和服务器端实现。客户端代码放在 org.apache.hadoop.
yarn.server.api.impl.pb.client 包中，且类名为 ResourceTrackerPBClientImpl，实现如下：

public class ResourceTrackerPBClientImpl implements ResourceTracker, Closeable {
  private ResourceTrackerPB proxy;
  public  ResourceTrackerPBClientImpl(long clientVersion, InetSocketAddress addr, 

Configuration conf) throws IOException {
    RPC.setProtocolEngine(conf, ResourceTrackerPB.class, ProtobufRpcEngine.class);
    proxy = (ResourceTrackerPB)RPC.getProxy(
        ResourceTrackerPB.class, clientVersion, addr, conf);
  }
  @Override
  public RegisterNodeManagerResponse registerNodeManager(
      RegisterNodeManagerRequest request) throws YarnException,
      IOException {
    RegisterNo deManagerRequestProto requestProto = ((RegisterNodeManagerRequestP

BImpl)request).getProto();
    try {
      return ne w RegisterNodeManagerResponsePBImpl(proxy.registerNodeManager 

(null, requestProto));
    } catch (ServiceException e) {
      RPCUtil.unwrapAndThrowException(e);
      return null;
    }
  }
  ...
}

服务端代码放在 org.apache.hadoop.yarn.server.api.impl.pb.server 包中，且类名为 Resource-
TrackerPBServerImpl，实现如下：

public class ResourceTrackerPBServiceImpl implements ResourceTrackerPB {
  private ResourceTracker real;
  public ResourceTrackerPBServiceImpl(ResourceTracker impl) {
    this.real = impl;
  }
  @Override
  public RegisterNodeManagerResponseProto registerNodeManager(
      RpcController controller, RegisterNodeManagerRequestProto proto)
      throws ServiceException {
    Regi sterNodeManagerRequestPBImpl request = new RegisterNodeManagerRequestP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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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l(proto);
    try {
      RegisterNodeManagerResponse response = real.registerNodeManager(request);
      return ((RegisterNodeManagerResponsePBImpl)response).getProto();
    } catch (YarnException e) {
      throw new ServiceException(e);
    } catch (IOException e) {
      throw new ServiceException(e);
    }
  }
  ...
}

总结上面几个步骤，为了实现基于 Protocol Buffers 序列化框架的 YARN RPC 通信协议

ResourceTracker，YARN 实现了一系列 Java 接口定义和 Protocol Buffers 封装，具体如图 3-12
所示（以服务器端实现为例）。

图 3-12　YARN RPC 中的 Protocol Buffers 封装

3.4　服务库与事件库

本节介绍服务库和事件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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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服务库

对于生命周期较长的对象，YARN 采用了基于服务的对象管理模型对其进行管理，该

模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将每个被服务化的对象分为 4 个状态：NOTINITED（被创建）、INITED（已初始化）、 
STARTED（已启动）、STOPPED（已停止）。

任何服务状态变化都可以触发另外一些动作。 
可通过组合的方式对任意服务进行组合，以便进行统一管理。 

YARN 中关于服务模型的类图（位于包 org.apache.hadoop.service 中）如图 3-13 所示。

在这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服务对象最终均实现了接口 Service，它定义了最基本

的服务初始化、启动、停止等操作，而 AbstractService 类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 Service 实

现。YARN 中所有对象，如果是非组合服务，直接继承 AbstractService 类即可，否则需继

承 CompositeService。比如，对于 ResourceManager 而言，它是一个组合服务，它组合了各种

服务对象，包括 ClientRMService、ApplicationMasterLauncher、ApplicationMasterService 等。

图 3-13　YARN 中服务模型的类图

在 YARN 中，ResourceManager 和 NodeManager 属于组合服务，它们内部包含多个单

一服务和组合服务，以实现对内部多种服务的统一管理。

3.4.2　事件库

YARN 采用了基于事件驱动的并发模型，该模型能够大大增强并发性，从而提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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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性能。为了构建该模型，YARN 将各种处理逻辑抽象成事件和对应事件调度器，并将

每类事件的处理过程分割成多个步骤，用有限状态机表示。YARN 中的事件处理模型可概

括为图 3-14 所示。

图 3-14　YARN 的事件处理模型

整个处理过程大致为 ：处理请求会作为事件进入系统，由中央异步调度器（Async-
Dispatcher）负责传递给相应事件调度器（Event Handler）。该事件调度器可能将该事件转发给

另外一个事件调度器，也可能交给一个带有有限状态机的事件处理器，其处理结果也以事

件的形式输出给中央异步调度器。而新的事件会再次被中央异步调度器转发给下一个事件

调度器，直至处理完成（达到终止条件）。

在 YARN 中，所有核心服务实际上都是一个中央异步调度器，包括 ResourceManager、
NodeManager、MRAppMaster（MapReduce 应用程序的 ApplicationMaster）等，它们维护

了事先注册的事件与事件处理器，并根据接收的事件类型驱动服务的运行。

YARN 中事件与事件处理器类的关系（位于包 org.apache.hadoop.yarn.event 中）如图

3-15 所示。当使用 YARN 事件库时，通常先要定义一个中央异步调度器 AsyncDispatcher，
负责事件的处理与转发，然后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定义一系列事件 Event 与事件处理器

EventHandler，并注册到中央异步调度器中以实现事件统一管理和调度。以 MRAppMaster
为例，它内部包含一个中央异步调度器 AsyncDispatcher，并注册了 TaskAttemptEvent/
TaskAttemptImpl、TaskEvent/TaskImpl、JobEvent/JobImpl 等一系列事件 / 事件处理器，由

中央异步调度器统一管理和调度。

服务化和事件驱动软件设计思想的引入，使得 YARN 具有低耦合、高内聚的特点，各

个模块只需完成各自功能，而模块之间则采用事件联系起来，系统设计简单且维护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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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事件与事件处理器

3.4.3　YARN 服务库和事件库的使用方法

为了说明 YARN 服务库和事件库的使用方法，本小节介绍一个简单的实例，该实例可

看做 MapReduce ApplicationMaster（MRAppMaster）的简化版。该例子涉及任务和作业两

种对象的事件以及一个中央异步调度器。步骤如下。

1）定义 Task 事件。

public class TaskEvent extends AbstractEvent<TaskEventType> {
  private String taskID; //Task ID
  public TaskEvent(String taskID, TaskEventType type) {
    super(type);
    this.taskID = taskID;
  }

  public String getTaskID() {
    return taskID;
  }

其中，Task 事件类型定义如下：

public enum TaskEventType {
  T_KILL,
  T_SCHEDULE
}

2）定义 Job 事件。

public class JobEvent extends AbstractEvent<JobEventType> {
  private String jobID;
  public JobEvent(String jobID, JobEventType type) {
    super(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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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jobID = jobID;
  }

  public String getJobId() {
    return jobID;
  }
}

其中，Job 事件类型定义如下：

public enum JobEventType {
  JOB_KILL,
  JOB_INIT,
  JOB_START
}

3）事件调度器。

接下来定义一个中央异步调度器，它接收 Job 和 Task 两种类型事件，并交给对应的事

件处理器处理，代码如下：

@SuppressWarnings("unchecked")
public class SimpleMRAppMaster extends CompositeService {
  private Dispatcher dispatcher;  //中央异步调度器
  private String jobID;
  private int taskNumber;  //该作业包含的任务数目
  private String[] taskIDs;  //该作业内部包含的所有任务

  public SimpleMRAppMaster(String name, String jobID, int taskNumber) {
    super(name);
    this.jobID = jobID;
    this.taskNumber = taskNumber;
    taskIDs = new String[taskNumber];
    for(int i = 0; i < taskNumber; i++) {
      taskIDs[i] = new String(jobID + "_task_" + i);
    }
  }

  public void serviceInit(final Configuration conf) throws Exception {
    dispatcher = new AsyncDispatcher();//定义一个中央异步调度器
    //分别注册 Job和 Task事件调度器
    dispatcher.register(JobEventType.class, new JobEventDispatcher());
    dispatcher.register(TaskEventType.class, new TaskEventDispatcher());
    addService((Service) dispatcher);
    super.serviceInit(conf);
  }

  public Dispatcher getDispatcher() {
    return dispatcher;
  }

  private class JobEventDispatcher implements EventHandler<JobEv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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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ride
  public void handle(JobEvent event) {
      if(event.getType() == JobEventType.JOB_KILL) {
        System.out.println("Receive JOB_KILL event, killing all the tasks");
        for(int i = 0; i < taskNumber; i++) {
           dispatcher.getEventHandler().handle(new TaskEvent(taskIDs[i],
              TaskEventType.T_KILL));
        }
      } else if(event.getType() == JobEventType.JOB_INIT) {
        System.out.println("Receive JOB_INIT event, scheduling tasks");
        for(int i = 0; i < taskNumber; i++) {
            dispatcher.getEventHandler().handle(new TaskEvent(taskIDs[i],
               TaskEventType.T_SCHEDULE));
         }
      }
    }
  }
  private class TaskEventDispatcher implements EventHandler<TaskEvent> {
    @Override
    public void handle(TaskEvent event) {
      if(event.getType() == TaskEventType.T_KILL) {
        System.out.println("Receive T_KILL event of task " + event.getTaskID());
      } else if(event.getType() == TaskEventType.T_SCHEDULE) {
        System.out.println("Receive T_SCHEDULE event of task " + event.getTaskID());
      }
    }
  }
}

4）测试程序。

@SuppressWarnings("unchecked")
public class SimpleMRAppMasterTest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Exception {
    String jobID = "job_20131215_12";
    SimpleMRAppMaster appMaster = new SimpleMRAppMaster("Simple MRAppMaster", jobID, 5);
    YarnConfiguration conf = new YarnConfiguration(new Configuration());
    appMaster.serviceInit(conf);
    appMaster.serviceStart();
    appMaster.getDispatcher().getEventHandler().handle(new JobEvent(jobID, 
      JobEventType.JOB_KILL));
    appMaster.getDispatcher().getEventHandler().handle(new JobEvent(jobID, 
      JobEventType.JOB_INIT));
  }

3.4.4　事件驱动带来的变化

在 MRv1 中，对象之间的作用关系是基于函数调用实现的，当一个对象向另外一个对

象传递信息时，会直接采用函数调用的方式，且整个过程是串行的。比如，当 TaskTracker
需要执行一个 Task 时，将首先下载 Task 依赖的文件（JAR 包、二进制文件等、字典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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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然后执行 Task。同时在整个过程中会记录一些关键日志，该过程可用图 3-16 描述。

在整个过程中，下载依赖文件是阻塞式的，也就是说，前一个任务未完成文件下载之前，

后一个新任务将一直处于等待状态，只有在下载完成后，才会启动一个独立进程运行该任

务。尽管后来 MRv1 通过启动过独立线程下载文件解决了该问题 ，但这种方式不是在大系

统中彻底解决问题之道，必须引入新的编程模型。26

图 3-16　基于函数调用的工作流程

基于函数调用的编程模型是低效的，它隐含着整个过程是串行、同步进行的。相比之

下，MRv2 引入的事件驱动编程模型则是一种更加高效的方式。在基于事件驱动的编程模型

中，所有对象被抽象成了事件处理器，而事件处理器之间通过事件相互关联。每种事件处

理器处理一种类型的事件，同时根据需要触发另外一种事件，该过程如图 3-17 所示，当 A
需要下载文件时，只需向中央异步处理器发送一个事件即可（之后可以继续完成后面的功

能而无须等待下载完成），该事件会被传递给对应的事件处理器 B，由 B 完成具体的下载任

务。一旦 B 完成下载任务，便可以通过事件通知 A。

图 3-17　基于事件驱动的工作流程

相比于基于函数调用的编程模型，这种编程方式具有异步、并发等特点，更加高效，

因此更适合大型分布式系统。

　参见网址 https://issues.apache.org/jira/browse/MAPREDUCE-2705。

韩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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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状态机库

状态机由一组状态组成，这些状态分为三类 ：初始状态、中间状态和最终状态。状态

机从初始状态开始运行，经过一系列中间状态后，到达最终状态并退出。在一个状态机中，

每个状态都可以接收一组特定事件，并根据具体的事件类型转换到另一个状态。当状态机

转换到最终状态时，则退出。

3.5.1　YARN 状态转换方式

在 YARN 中，每种状态转换由一个四元组表示，分别是转换前状态（preState）、转换

后状态（postState）、事件（event）和回调函数（hook）。YARN 定义了三种状态转换方式，

具体如下：

1）一个初始状态、一个最终状态、一种事件（见图 3-18）。该方式表示状态机在 preState
状态下，接收到 Event 事件后，执行函数状态转移函数 Hook，并在执行完成后将当前状态

转换为 postState。

图 3-18　初始状态 : 最终状态 : 事件 =1 : 1 : 1

2）一个初始状态、多个最终状态、一种事件（见图 3-19）。该方式表示状态机在

preState 状态下，接收到 Event 事件后，执行函数状态转移函数 Hook，并将当前状态转移

为函数 Hook 的返回值所表示的状态。

图 3-19　初始状态 : 最终状态 : 事件 =1 : N : 1

3）一个初始状态、一个最终状态、多种事件（见图 3-20）。该方式表示状态机在

preState 状态下，接收到 Event1、Event2 和 Event3 中的任何一个事件，将执行函数状态转

移函数 Hook，并在执行完成后将当前状态转换为 post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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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　初始状态 : 最终状态 : 事件 =1 : 1 : N

3.5.2　状态机类

YARN 自己实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状态机库（位于包 org.apache.hadcop.yarn.state
中），具体如图 3-21 所示。YARN 对外提供了一个状态机工厂 StatemachineFactory，它提

供多种 addTransition 方法供用户添加各种状态转移，一旦状态机添加完毕后，可通过调用

installTopology 完成一个状态机的构建。

图 3-21　状态机类图

3.5.3　状态机的使用方法

本小节将给出一个状态机应用实例，在该实例中，创建一个作业状态机 JobStateMachine，
该状态机维护作业内部的各种状态变化。该状态机同时也是一个事件处理器，当接收到

某种事件后，会触发相应的状态转移。该实例中没有给出一个中央异步调度器，可以嵌到

3.4.3 节的实例程序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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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义作业类型。

public enum JobEventType {
  JOB_KILL,
  JOB_INIT,
  JOB_START,
  JOB_SETUP_COMPLETED,
  JOB_COMPLETED
}

2）定义作业状态机。

@SuppressWarnings({ "rawtypes", "unchecked" })
public class JobStateMachine implements EventHandler<JobEvent>{
  private final String jobID;
  private EventHandler eventHandler;
  private final Lock writeLock;
  private final Lock readLock;
  
// 定义状态机
  protected static final
    StateMachineFactory<JobStateMachine, JobStateInternal, JobEventType, JobEvent> 
      stateMachineFactory
        = new StateMachineFactory<JobStateMachine, JobStateInternal, JobEventType, JobEvent>
          (JobStateInternal.NEW)
          
          .addTransition(JobStateInternal.NEW, JobStateInternal.INITED,
               JobEventType.JOB_INIT,
              new InitTransition())
          .addTransition(JobStateInternal.INITED, JobStateInternal.SETUP,
              JobEventType.JOB_START,
              new StartTransition())
          .addTransition(JobStateInternal.SETUP, JobStateInternal.RUNNING,
              JobEventType.JOB_SETUP_COMPLETED,
              new SetupCompletedTransition())
          .addTransition
              (JobStateInternal.RUNNING,
              EnumSet.of(JobStateInternal.KILLED, JobStateInternal.SUCCEEDED),
              JobEventType.JOB_COMPLETED,
              new JobTasksCompletedTransition())
           .installTopology();
  
  private final StateMachine<JobStateInternal, JobEventType, JobEvent> stateMachine;
  
  public JobStateMachine(String jobID, EventHandler eventHandler) {
    this.jobID = jobID;
    ReadWriteLock readWriteLock = new ReentrantReadWriteLock();
    this.readLock = readWriteLock.readLock();
    this.writeLock = readWriteLock.writeLock();
    this.eventHandler = eventHandler;
    stateMachine = stateMachineFactory.make(th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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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tected StateMachine<JobStateInternal, JobEventType, JobEvent> getStateMachine() {
    return stateMachine;
  }
  
  public static class InitTransition
    implements SingleArcTransition<JobStateMachine, JobEvent> {
      @Override
      public void transition(JobStateMachine job, JobEvent event) {
        System.out.println("Receiving event " + event);
        job.eventHandler.handle(new JobEvent(job.getJobId(), JobEventType.JOB_START));
      }
  }
  
  public static class StartTransition
  implements SingleArcTransition<JobStateMachine, JobEvent> {
    @Override
    public void transition(JobStateMachine job, JobEvent event) {
      System.out.println("Receiving event " + event);
      job.eventHandler.handle(new JobEvent(job.getJobId(), JobEventType.JOB_SETUP_COMPLETED));
    }
  }
  …
  //定义类 SetupCompletedTransition和 JobTasksCompletedTransition
  
  @Override
  public void handle(JobEvent event) {
    try {
      writeLock.lock();
      JobStateInternal oldState = getInternalState();
      try {
         getStateMachine().doTransition(event.getType(), event);
         } catch (InvalidStateTransitonException e) {
         System.out.println("Can't handle this event at current state");
      }
      if (oldState != getInternalState()) {
        System.out.println("Job Transitioned from " + oldState + " to "
                 + getInternalState());
      }
    }
    finally {
      writeLock.unlock();
    }
  }
  
  public JobStateInternal getInternalState() {
    readLock.lock();
    try {
     return getStateMachine().getCurrentState();
    } finally {
    readLock.unlo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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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ublic enum JobStateInternal { //作业内部状态
    NEW,
    SETUP,
    INITED,
    RUNNING,
    SUCCEEDED,
    KILLED,
  }
}

3.5.4　状态机可视化

YARN 中实现了多个状态机对象，包括 ResourceManager 中的 RMAppImpl、RMApp-
AttemptImpl、RMContainerImpl 和 RMNodeImpl，NodeManager 中的 ApplicationImpl、
ContainerImpl 和 LocalizedResource，MRAppMaster 中的 JobImpl、TaskImpl 和 TaskAttemptImpl
等。为了便于用户查看这些状态机的状态变化以及相关事件，YARN 提供了一个状态机可

视化工具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27

步骤 1　将状态机转化为 graphviz(.gv) 格式的文件，编译命令如下：

mvn compile -Pvisualize

经过该步骤后，本地目录中生成了 ResourceManager.gv、NodeManager.gv 和 MapReduce.
gv 三个 graphviz 格式的文件（有兴趣可以直接打开查看具体内容）。

步骤 2　使用可视化包 graphviz 中的相关命令生成状态机图，Shell 命令具体如下：

dot -Tpng NodeManager.gv > NodeManager.png

如果尚未安装 graphviz 包，操作该步骤之前先要安装该包。

3.6　源代码阅读引导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阅读源代码，笔者特意安排了本节。下面我们分两部分对读者进

行指导。

1. Hadoop RPC

Hadoop RPC 内部实现位于源代码目录中 hadoop-common-project/hadoop-common/src/
main/java 下的 org.apache.hadoop.ipc 包中，而 YARN 对 RPC 的 Protocol Buffers 封装则位

于 hadoop-yarn-project/hadoop-yarn/hadoop-yarn-common/src/main/java 目录下的 org.apache.
hadoop.yarn.ipc 包中。建议读者按照以下流程学习这部分源代码 ：首先尝试使用 Hadoop 
RPC 编写一个 C/S 服务器，然后在理解 Hadoop RPC 整体架构的基础上，依次阅读客户端

部分代码和服务器端代码，如果能够描述清楚下面两个流程，则可认为对 Hadoop RPC 有

　参见网址 https://issues.apache.org/jira/browse/MAPREDUCE-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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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较为深入的理解。

客户端发送一个请求到接收到请求应答的整个过程是怎样的，依次经过了哪些函数 
调用和通信过程；

多个客户端并发发送请求到服务器端后，服务器端是如何处理的。 

2. 服务库、事件库和状态机

了解服务库、事件库和状态机库源代码所在目录可使读者省去许多麻烦。

服务库位于源代码目录 hadoop-common-project/hadoop-common/src/main/java 下的 
org.apache.hadoop.yarn.service 包中。

事件库和状态机位于源代码目录中 hadoop-yarn-project/hadoop-yarn/hadoop-yarn- 
common/src/main/java 下 的 org.apache.hadoop.yarn.event 和 org.apache.hadoop.yarn.
state 两个包中。

建议读者按照以下流程学习这部分源代码 ：首先弄清楚各个包的对外接口，然后尝试

编写几个实例使用这几个库。当然，读者也可以跟着 YARN 源代码学习这几个库，YARN
源代码是这几个库的最好应用实例。

3.7　小结

YARN 基础库是其他一切模块的基础，它的设计直接决定了 YARN 的稳定性和扩展性，

YARN 借用了 MRv1 的一些底层基础库，比如 RPC 库等，但因为引入了很多新的软件设计

方式，所以它的基础库更多，包括直接使用了开源序列化框架 Protocol Buffers 和 Apache 
Avro，自定义的服务库、事件库和状态机等。本章介绍了 YARN 最重要的几个基础库。

3.8　问题讨论

问题 1 ：引入 Protocol Buffers 之后，Hadoop RPC 是否能像 Thrift RPC 或者 Avro RPC
那样具有跨语言特性，比如 Server 采用 Java 编写，Client 采用 C++ 编写？

问题 2 ：如果 Hadoop RPC 具备跨语言特性，那么相比于 Thrift 或者 Apache Avro，
Hadoop RPC 有什么优缺点？如果不具备，该如何让它具备跨语言特性呢？

问题 3：Hadoop RPC 具备跨语言特性后，将带来哪些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