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案例 — 营销/广告

英特尔大数据支持 — 在线媒体

可扩展性和容错能力

英特尔与 Cloudera 携手提供可扩展的
容错型 Hadoop 大数据解决方案

英特尔帮助一家广告技术公司迁移至能够随着该公司的发展不断扩展，并可提供更出

色的性能、安全性与容错能力的大数据平台。

为何选择英特尔和 Cloudera

英特尔和 Cloudera 能够帮助用户轻松使用 

Hadoop。我们通过独有的协作方法，在开放

标准基础之上，提供了出色的性能、强大的安

全性以及优质的分发版本。在与整个生态系统

中诸多厂商的合作过程中，只有基于 CDH 的

解决方案才能够在帮助您避免受制于某个厂商

的同时，帮助您建立强大的大数据解决方案，

满足当前和未来的业务需求。

• 独有的针对软硬件进行校准的路线图可加

速创新，能够比其他 Hadoop 分发版提供

更多的行业领先特性。

• 几乎与数据中心领域内所有提供商均有着

密切的合作关系，这可大大简化了大数据

解决方案构建的流程。

• 在推进行业标准发展方面有着优异表现，

能够使您免于陷入孤岛困境。

一家专为客户提供广告购买和数据管

理工具的广告技术公司在快速发展的

过程中遇到了一个性能瓶颈。公司内

部定制处理的解决方案无法继续有效

扩展，无法支持公司当前和未来的 
增长。

英特尔开发了一个内建的归因流程，

将工作负载从当前的系统迁移至具备

强大功能和性能可扩展性的 Hadoop 
平台。

成果

• 企业迁移至 Cloudera，增强的安

全性、基于角色的访问授权、容

错能力和批量/并行处理等功能将

使企业获益匪浅。

• 该系统可同时支持公司的旧平台

和最新应用。

• 公司实现了出色的线性扩展能力，

性能也获得进一步提升。

业务推动力

在一家企业的发展轨迹中，在某些时

刻会要求管理层去选择解决方案。

一般而言，系统架构选项会归入一

些等式，对输入/输出或开发/生产比

率进行定义，如图 1  所示。对于初

创型和小型企业，通常绿线等式最为

适合。该模型不仅性能适合，还易于

开发。该公司部署了这样一个模型，

该模型多年以来一直成功运行。由于 
Hadoop 专为大数据而设计，所以对

于一些小型数据集而言，有时并不需

要使用基于 Hadoop 的架构（见图 1 
中的蓝线）。

但是，发展过程中会出现 “事件节点” 
（如图 1 中的虚线圈所示），其中，

图形线条发生交叉，性能优势可能

会转向另一种模型。描述传统解决

方案模型的等式向上弯曲，与基于 
Hadoop 的部署相对一比一的等式相

交。当发展中的公司遇到这些节点，

并发现其运营的处理能力或存储能力

不足时，他们便需要作出决定。

该公司的管理团队提出疑问：

• 我们应继续使用熟悉但低效的模型，

还是升级至更好的解决方案？

• 我们能否找到一款能够随着公司增长

不断扩展的解决方案？

• 我们能否从这样的架构变化中获得 
其他优势，如容错能力或增强的安

全性？

解决方案详细信息

该公司独立开发了一个基于 Java 的定

制系统来处理数据。该公司发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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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系统能够有效运行，但是无法随

着公司的预期增长有效扩展。企业规

模越大，系统的性能越差。最终，管

理团队发现他们明显需要一款更出色

的解决方案。

该公司要求英特尔演示概念验证，以

证明 Hadoop 的线性扩展能力。为

此，我们设计了一个恰当的数据模型

来支持该公司的业务功能，并创建了

一个包含核心组件（Hive、Pig、 
MapReduce 等）的小型非生产型 
Hadoop 环境。

Hadoop 环境负责获取 EVF 数据并进

行分区，以支持数据集成和报表功

能。借助这一设置，我们计划使用多

种 Hadoop 流程演示 n% 样本的生成

和可重复的结果，以及 Hash 查找和

归因操作。

接下来，我们将现有系统中的工作负

载复制到 Cloudera 的数据中心中，以

显示 HDFS 与 Cloudera 平台在性能与

功能方面的扩展性。同时运行这两个

系统，相比旧系统，我们的平台能够

更快地处理数据。

我们对日益增大的数据集执行 Pig 归
因操作来确定基准性能，并调整了 
Hadoop 资源配置设置，同时确认了

可扩展性。

Hadoop 假定硬件故障是常见事件，

因此它会自动在应用层检测和处理故

障。当数据架构师想要提高性能时，

仅需添加低成本的商用服务器即可，

而无需购买更多的昂贵解决方案，如

雇佣更多工程师进行管理、配置和优

化系统，或投资昂贵的软件解决方

案。我们通过人为关闭服务器节点，

模拟硬件故障或其他灾难性损失来证

明 Hadoop 的容错能力。在所有情

况下，节点的丢失仅仅会对性能产生

影响，而不会对功能产生任何影响。

Hadoop 系统无需人工干预即可恢复。

Cloudera 提供的系统具有与原有的定

制系统相同的功能，但是性能更出色。

该公司对此表示非常满意，因此要求

英特尔创建一个 Hadoop 集群，并帮

助他们迁移至 Cloudera。

为了成功进行迁移，我们为特定操作

部署了性能增强功能，包括 Hadoop 
配置、源数据存储（压缩、格式、块

大小、聚合结构）和 Pig/Hive 优化 
（连接、运算符流、类型一致性和空

值处理等）。Sqoop 支持在 Hadoop 
和传统数据库之间进行双向数据传

输，让我们能够从  Oracle 直接导入

主数据和查找数据，然后再导回至 
Oracle。对于非数据库数据传输， 
我们使用了基于文件的传输工具 

（如 ConnectDirect、SCP 和 FTP）
从 HDFS 导入/导出至 Unix 和其他外

部系统。

此外，为了成功迁移，我们还开展了

以下工作：

• 从 NFS 捕获/传输事件数据至 HDFS；

• 捕获营销活动查找数据的 Oracle  
快照；

• 使用 Pig 实施算法和规则；

• 验证并调整 Pig 归因功能，以实现功

能对等；

• 对不断增长的数据集执行 Pig 归因操

作，确定基准性能；

图 1 Hadoop 的线性扩展能力。基于 Hadoop 的环境的等式（深蓝色线）基本上是一条直线，这表

示，平台易于扩展。添加服务器是简单的 1:1 性能改进计划。内部开发的定制解决方案（绿色线）

对于初创型和小型运营更经济，但是当两条线相交时（虚线圈），基于 Hadoop 的系统将更加经济，

且性能更高。资料来源：Mohiuddin, Zaheer，2012 年，http://blog.zaheer.me/2012/04 
/o-notation-quick-reference-visualizer-graphi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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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 Hadoop 资源配置设置；以及

• 使用 Hive、Cloudera Impala 和定制

的 Java MapReduce 实施和评估归因

操作。

完成迁移后，我们进行了测试，以确

认系统的性能可扩展性（图 2）。

Cloudera Enterprise

与标准的 Hadoop 分发版相比，

Cloudera 提供了更强大、全面的解决

方案，并在平台中内建了所有特性。

Cloudera 可使用强大的密钥管理工具

和对访问数据的应用透明的加密方法，

保护 Hadoop 集群内的全部数据 
（包括闲置数据和运行中的数据）。

Hadoop 中包含一个名为 MapReduce 
的批量处理引擎，因此该公司还可

批量处理其日常数据。但是借助 
Hadoop 的大规模并行处理结构化查

询语言 （SQL) 引擎 Cloudera Impala，
该公司还能够随时处理数据，并近乎

实时地得出结果。

Cloudera 使用了 Apache* HBase，这

是一个运行于 Hadoop 分布式文件系

统 (HDFS) 上的分布式可扩展数据

库。HDFS 是一个支持容错和具备自

我修复能力的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 

可接收任何格式的数据，针对高带宽

流传输进行优化，并经过验证，能够

扩展至 100 PB 及更高的部署。它能

够在商用机器上存储数据。在此基础

之上，随着数据量和空间需求不断增

长，用户将能够不中断运行的情况

下，经济、轻松地添加新服务器，

或热插拔故障硬盘。简而言之，基于 

Hadoop 的解决方案花费的成本更低，

提供的性能更高。

总结

通过采用 Cloudera 解决方案，该公司

不仅获得了更出色的性能、增强的安

全性、基于角色的访问授权能力、容

错能力和批量/并行处理功能，还能够

有效满足当前和未来的需求。英特尔

帮助其从原有的定制架构成功迁移至

大数据平台。这一平台将能够经济地

进行扩展，并可有效满足公司的增长

需求。

英特尔希望为您的业务提供同样的 

帮助。

Cloudera 的亮点

通过一个建筑在 Apache 

Hadoop* 上的企业数据枢纽 

（业界第一个大数据统一平 

台），Cloudera 正在变革整个

企业数据管理。Cloudera 向企

业提供一个统一的地方来存储、

访问、处理、保护和分析所有

的企业数据，帮助企业扩展其

现有的投资的价值，同时又提

出完全创新的方法来从企业数

据中提炼价值。

Cloudera 的开源大数据平台

是全球范围内采用最广泛的平

台，而且 Hadoop 是对开源 

Hadoop 生态系统贡献最大的供

应商。作为领先的 Hadoop 专

家的培训机构，Cloudera 在全

球累计培训了超过 40,000 位学

员。超过 1,600 个 Cloudera 合

作伙伴和 Cloudera 资深专业服

务团队帮助客户更快地获取价

值。最后，唯有 Cloudera 能够

提供前瞻性的，预测性的支持，

以确保企业数据枢纽无忧地运

行。许多各个行业的领先企业

和顶尖公共组织都正在全球范

围内采用 Cloudera 作为实际生

产平台。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loudera.com

图 2 性能可扩展性。我们对概念验证 Hadoop 
环境的分析显示，我们可以向系统中添加节点，

并维持比例约为 1:1 的可扩展性，如上图等式

中的预测。下图中上方的图形显示，通过用可

处理的记录数除以所需的秒数，可以得出性能

提升比接近 1:1。下方的图形显示了 Hadoop 在 
3 个节点（浅蓝色线）和 4 个节点（深蓝色线）

下的线性性能，这些节点使用相同的数据集，

运行相同的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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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联系您的销售代表，或通过电子邮

件联系我们。Intel.com/bigdata/

services

本文引用的结果基于英特尔及其客户执行的研究和测试，仅供参考使用。

英特尔技术的特性和优势取决于系统配置，并需要兼容的硬件、软件或需要激活服务。实际性能会因您使用的具体系统配置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任何计算机

系统都无法提供绝对的安全性。请联系您的系统制造商或零售商，或访问 www.intel.cn 了解更多信息。

如欲获得本文涉及的带编号的文档复印件或其它英特尔文献，可致电 1-800-548-4725，或访问英特尔网站：http://www.intel.com/design/literature.htm。

英特尔和Intel标识是英特尔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商标。

* 其他的名称和品牌可能是其他所有者的资产。

英特尔公司 © 2015 年版权所有。所有权保留。     C 请注意环保   332603-003

满足您的需求

我们希望与您接洽，确定您的要求，满足您的目标。

• 加快价值实现速度：实现实时成本节约，及时响应市场趋势的同时不断推

动创新。

• 保护大数据：部署可持续的大数据计划，确保您的企业或您不会遭遇风险。

• 维护控制：能够与为您的团队提供培训的合作伙伴进行合作，成为自给自

足的企业。

• 提高业务潜力：创建并执行一个能够帮助您适应当前和未来需求的计划。

           Hadoop 规模调整指南

集群规模

小型 中型 大型

CPU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 v3

存储（TB） <72 TB 72 至 570 TB >570 TB

节点数量
主节点 2 至 3 个 4 至 7 个 ≥8 个

从属节点 < 12 个 12 至 95 个 ≥ 96 个

内存（GB）
主内存 64 GB 128 GB ≥256 GB

从属内存 48 GB 96 GB ≥128 GB

网络 1 Gbps 10 Gbps 10 Gbps

硬件配置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工作负载。高存储密度集群可能使用 4 TB JBOD 硬盘配置，计算

密集型集群可能使用更高的内存配置进行配置。

http://Intel.com/bigdata/services
http://Intel.com/bigdata/services
http://www.intel.cn
http://www.intel.com/design/literature.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