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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天猫/支付宝 双十一背后的开源技术? 

@dbatools: 双十一一天时间， 

支付宝核心数据库集群处理了41亿个事务， 

执行285亿次SQL， 

生成15TB日志， 

访问1931亿次内存数据块， 

13亿个物理读。 



数据应用开发平台——数据工场  

Hive 

报表需求(淘数据) 

Hbase 

即席查询(adhoc) 数据分析 数据挖掘 数据产品 

淘宝数据平台——产品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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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需求驱动技术,技术带动需求? 



思考-云计算技术有两极 

  4000台主机 



饮水思源 

思考技术背后的由来 

闭源还是开放? 



Doug Cutting 

MapReduce | 

GFS | BigTable 

ADFS  DataX TimeTunnel 

 Hadoop 开源发展路线图 

开源代码是知识传承! 

Apache 基金会 

我们是否需要一个非盈利开放的Apache基金会组织? 



Apache Hadoop 代码贡献统计 

华为 

数据来源:http://labs.chinamobile.com/news/61806 

大量的中国企业在使用开源,如何贡献代码并使得知识传承? 



为何需要Hadoop（合）技术? 



思考-数据系统本质-自动化的系统 

[反馈闭环] 
周期:快！ 粒度:细! 准确性:准!  成本:廉价! 

 降低时间和机会成本!  

 释放出想象空间!   



思考-数据业务系统的本质-智能的组织 



有Hadoop 前-数据仓库 

周期:快? 粒度:细? 准确性:准? 成
本:廉价? 

 互联网:perl,shell,awk   企业:JAVA ELT + Oracle  



有Hadoop后-数据仓库 

[反馈决策] 周期:快！ 粒度:细！  准确性:准！   
              持续扩展成本: 廉价！ 

 Hql,Pig,Mapreduce,工作流  

 EDW 



Hadoop解决了什么难题? 

 移动计算而非移动数据,化整为零,分片处理。 

 本地化计算,并行IO,降低网络通信 



那些用户需要Hadoop （合）技术? 



User Case 1(智慧交通)  

 用户:最大城市,交通领域(City traffic) 

 场景:车牌记录[Car Licence Plate],100亿[10 Billion]/年  

 需求:小时级别->优化到分钟级[Minute] 

 ->未来优化到秒级[Seconds]查询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marter Cities 



场景: 车辆异常快速识别 

Vehicle Abnormal 

 交通安全问题 



Hadoop技术 其他应用领域 

 电信 

 医疗 

 交通 

 公安 

 

 航空 

 电力 

 金融 

 

 搜索 

 社交 

 游戏 

 视频 

民生 核心 



基于云平台构建的Hadoop集群? 



HD Cluster: 80 Core,180GHZ,10TB  

20*Aliyun Standard C Cloud Server 

4G RAM,4Core*2.26GHz 

500GB 



Hadoop/Hive Cluster @  aliyun 

 User->phpHiveAdmin->HiveServer->Hadoop 



用EasyHadoop 安装和管理节点 



启动100个Map生成100亿数据 

 通过100个Map用 Perl 随机生成数据 

 准备,1kw,1亿,10亿,100亿,100GB数据集 

 通过Hive创建测试库表结构 

 使用phpHiveadmin+HQL查询返回结果 



PhpHiveAdmin 界面查询 



SELECT id FROM Table where id like 

'%JA-sq%'; 

(模糊匹配查询出ID 带 JA-sq 的车牌号) 

1亿 数据,并行5 Map进程,144w/s 扫描速度,69s 返回 

10亿数据,并行46 Map进程,800w/s 扫描速度,117s 返回 

100亿数据,并行453Map进程,5400w/s 扫描速度,3分钟返回,基本满足需求。 



SELECT id,COUNT(*) FROM Table GROUP BY id 

(对每个车牌号分组归并,并求出现次数) 

1亿 数据,并行5 Map进程,2 Reduce进程,104w/s 处理速度,96s 返回 

10亿数据,并行46Map进程,13Reduce进程,230w/s 处理速度,7分钟返回 

100亿数据,并行453Map进程,121Reduce进程,500w/s 处理速度,54分钟返回。 



其他方案的成本对比! 



投入成本 (10TB预算) 

 IOE(IBM+Oracle+EMC)时代 (x)kw+  

 自建Hadoop集群 (20*4w+4w)=80w+  

 使用云主机构建Hadoop [20*7970=15.94w/年] 

转变 转变 

千万时代 百万时代 十几万时代 

初创型公司 中型技术型公司 政府,银行,电信 

年成本: 

1.5w/T 

我们还有那些成本压缩空间? 



实施周期 

 IBM+Oracle+EMC 时代(月)  

 自建Hadoop集群(1年-半年)[学习和培训] 

 阿里云Hadoop时代(星期/月) 

转变 转变 

季度/月 1年/半年 月/星期 

个人,初创公司 中型公司 政府,银行,电信 

月 1年/半年 

中型公司 政府,银行,电信 



维护成本 

 IBM+Oracle+EMC 时代 (规划,实施,维护,管理,) 厂
商专业人员配合[每次按小时收费]  

 自建Hadoop集群(学习,经验,人才培育)  

 Hadoop 云时代 (统一专人管理和维护) 

转变 转变 

统一维护 

个人,初创公司 

厂商专业支持 自己培养 

中型公司 政府,银行,电信 

使用开放的技术还是封闭的技术? 



大数据(开放)+大集群(阿里云)+大应用 

         跨过大数据的三座大山 

信息系统价值由其背后的数据和应用驱动! 



EasyHadoop 简介 

 EasyHadoop 让大数据分析更简单【软件社区】 

 起源:一键Hadoop安装脚本。 

 发展:暴风,蓝讯,优酷,亿赞普,人民搜索【聚会】 

 立足:中小型,可落地的,10-500节点技术经验分享 

 致力于在中国推广和普及Hadoop相关技术 

EasyHadoop 

Open Source Community 



 EasyHadoop 社区技术聚会 

 成功举办了六次Hadoop开发者活动。 

 暴风、蓝讯、百度、淘宝、腾讯、阿里巴巴、 
人民搜索、亿赞普 等一线开发者的分享经验。 

 我们如何才能做的更好? 



社区Hadoop技术 电子出版物 

EasyHadoop 实战手册:  Hadoop 企业级部署实施指南 

EasyHive 手册 : Hive 企业实施指南 



旧时王谢院中象,飞入寻常百姓家。 

EasyHadoop 让大数据更简单。 

欢迎进入大数据驱动的平民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