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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make up for the gap between big data technologies and industry application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models of scalability, 

customizability and multi-type processing of big data appliance, base on which the in-cloud smart data appliance (iSDA) is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The iSDA takes advantage of both scale-out and scale-up, and can satisfy diversity requirements of industry big data 

applications by virtue of hardware customization and hybrid software stack. Furthermore, in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HDFS metadata 

service bottleneck, MapReduce load skew and HBase cross-domain issue, this paper as well introduces the technologies of multiple 

metadata servers, load balance and cross-datacenter big table used in iSDA. The practical use cases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 financ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show that the proposed architecture and key technologies is feasible and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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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弥补从大数据技术到行业应用之间的鸿沟,针对当前行业用户对大数据处理平台的持续扩展、一体化

和多样性需求，提出了大数据一体机的可扩展性、可定制性和多类型处理模型，并基于此设计了云海大数据一

体机.该一体机采用兼顾横向和纵向可扩展的体系结构，并采用硬件可定制化设计和混合型软件架构支持多种

大数据应用类型. 在此基础上，针对 HDFS 元数据服务瓶颈问题、MapReduce 负载倾斜问题、HBase 的跨域问

题，介绍了在云海大数据一体机中采用的多元数据服务、负载均衡和跨数据中心大表技术.在电信、金融和环

保行业实际案例中的应用和测试表明，上述体系结构和关键技术是可行和有效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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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时代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技

术的快速发展，数据已经渗透到每一个行业领域，成

为重要的生产因素，而数据的海量累积逐渐被公认为

是与水、石油、天然气同等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将

推动生产力发展和创新[1]
. IDC 预测[2]，2020 年以前

全球数据量将保持每年 40% 以上的速度增长，大约

每两年翻一倍. 预计 2015 年全球数据量将达到 7.9 

ZB，2020 年将突破 35 ZB.迅速积累的大数据对行业

用户来说蕴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通过挖

掘大数据，公司的决策会建立在更加科学的依据基础

上，而对于政府，大数据技术可以提高运行效率、危

机应对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 

大数据虽然极具价值，但由于类型复杂、规模巨

大，不论传统的数据仓库还是新兴的分布式处理等方

案都有特定的短板，不可能满足所有的需求，因此，

要真正释放大数据的能量，推动大数据应用并非易

事，主要面临着以下问题和挑战： 

1）基础设施的持续扩展问题. IDC 的数据显示，

数据总量每两年至少增长一倍，但是硬件基础设施由

于摩尔定律失效很难进行无限制扩展。即使是新兴分



            

 

布式技术的扩展性有了重大的提高，但是仍存在扩展

上限，如 Oracle RAC 最大支持 100 个节点，Hadoop

集群支持 4000 个节点，并且其设计初衷是建立在大

量廉价、低端服务器上的，在充分横向扩展架构的同

时也需要纵向扩展才能进一步提升整体性能[3]
.与此

同时，基础设施规模不断增大也会带来其他的问题，

首先是系统的可用性，因为大规模分布系统只要其中

一个节点出现故障，就会引起整个系统的恢复.另外，

随着系统规模的扩展，网络流量快速增长，网络瓶颈

也会制约系统性能的提升，限制系统的可扩展性. 

2）数据处理的个性化、多样性和一体化需求问题. 

大数据时代同时催生了多种数据类型结构，无论是结

构化、半结构化还是非结构化的数据，从采集到挖掘

都需要精细划分，形成准结构化数据，并在此基础上

进行关联性分析，最后呈现处理后的结果.在上述过

程中，每一个环节对于数据、软件和硬件的要求是不

一样的，用单一的软硬件无法满足所有类型应用.更

为重要的是，作为大数据应用的主体的行业用户并非

都是 IT 方面的专家，不可能独立实现上述过程以及

大数据相关技术方案的整合部署、应用移植和二次开

发，因此就需要一个涵盖数据采集、归类、挖掘、呈

现、部署和移植的一体化解决方案.总之，多类型、

多维度数据处理环节的复杂性决定了无法依靠单一

类型的设备完美处理，为不同的应用类型和数据处理

阶段提供针对性的软硬件一体化方案也是大数据应

用面临的挑战. 

针对上述挑战，国内外纷纷推出了针对大数据处

理的解决方案或者产品来满足需求，其中备受关注的

当属软硬件一体化设备——大数据一体机(Big Data 

Appliance).大数据一体机是一种专为大量数据分析处

理而设计的软、硬件结合产品，由一组集成的服务器、

网络、存储设备、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以及一

些为数据查询、处理、分析用途而特别预先安装及优

化的软件组成，为 TB 至 PB 级别的数据仓库提供解

决方案.大数据一体机通过标准化的集成架构减化数

据中心基础设施部署和运维管理的复杂性，通过预配

置和调优解决多重工作负载性能问题，成为企业级用

户在大数据时代最受关注的产品之一，其中比较有代

表性的是 IBM Netezza、Oracle Exadata、SAP HANA、

EMC Greenplum 等. IDC 在其对亚太区 ICT 市场的十

大预测中指出，到 2015 年，65%的私有云或专有云

环境将成为一体机用户[4]
. 

为打破国外厂商的技术垄断，我们推出了云海大

数据一体机 iSDA（in-Cloud Smart Data Appliance）.

本文首先介绍了 iSDA 体系结构的理论基础，提出了

可扩展性、可定制性和多样性处理模型，依照上述原

理设计的 iSDA 兼顾横向和纵向扩展能力，并可通过

定制化和混合型软件架构支持多种大数据处理应用

类型. 在此基础上，针对 HDFS 元数据服务瓶颈、

MapReduce 负载倾斜、HBase 跨域扩展等问题，介绍

了 iSDA 采用的多元数据服务、负载均衡和跨数据中

心大表技术.最后，通过在多个行业中的实际案例进

一步验证 iSDA 体系结构和关键技术的有效性. 

1. 体系结构 

总体来说，国外厂商在大数据一体机领域还处于

绝对领先地位，对部分产品和技术形成了垄断.然而，

国外厂商的大数据一体机大都属于基于已有关系数

据库（如 Oracle、SQLServer 等）进行扩展的并行数

据库，虽然理论上支持上千节点的部署规模，但国内

外仅有少量上百节点的部署案例，并且还无法实现真

正的在线扩展；此外，国外一体机大都捆绑众多软硬

件产品，价格高昂，并且从国家信息安全战略角度，

若过分依赖国外产品，存在风险和隐患. 

在国外竞争对手通过一体机发力大数据领域的

同时，国内厂商也在加大对大数据一体机的研发步

伐。与国外厂商相比，国内大数据一体机大都基于开

源 Hadoop 软件和通用操作系统、计算和存储服务器

搭建而成，缺乏真正意义上自顶而下、由内而外、软

硬结合的一体化设计，特别是保留着开源软件易有的

弊端.例如，缺乏图形化管理工具，为其部署与管理

带来不便；缺乏负载均衡、任务调度等算法优化，容

易在低性能或热点服务器上产生性能瓶颈；元数据节

点易形成单点故障和系统瓶颈，一旦失效系统将无法

读写；无法进行跨数据中心部署等. 

相比较之下，iSDA 在可扩展性、性能和应用多

样性等关键指标上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主要表现在

iSDA 采用兼顾 scale-up 和 scale-out 的体系架构，既

可通过横向增加节点进行线性扩展，也可通过纵向扩

展硬件得到提升，在达到 4000 个重载节点情况下，

也还能够实现相对较好的扩展性；采用一体化、定制

化设计，行业用户可以根据各自应用特点选择不同的

系列化配置，实现按需定制，降低成本；提供基于飞

腾处理器、浪潮服务器和存储、浪潮 K-UX 系统等软

硬件的全国产化方案，提高敏感行业关键数据的自主

性、安全性. 此外，iSDA 基于硬件平台在软件层面

构建面向行业多样性应用的混合型大数据系统，满足

实时处理、交互处理、高效检索、数据挖掘和商业智

能等多样性需求，在实现资源调度和作业管理分离的

基础上，提供对计算、存储和网络等集群资源的统一

监控和分配，提供对各类大数据处理技术的可扩展支

持，并解决当前单一数据处理系统和框架普遍存在的



            

 

管理节点单点失效和安装部署困难等问题，提高系统

可靠性和自动化部署能力，在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同时

促进对大数据技术的全方位有效利用. 

下面主要介绍 iSDA 在可扩展性、可定制性和应

用多样性方面的设计原理和关键技术。 

1.1 可扩展性设计 

面向大数据的处理需要突破存储和计算能力限

制，为了支撑大规模数据的存储和计算，当前往往采

用具有多个 CPU 核心的多核集群并行计算架构，以

及 Cache、内存、辅存和分布式存储的多层存储结构。

随着内存价格的不断下降、服务器可配置内存容量不

断提高以及固态硬盘 SSD 技术的发展，基于内存计

算架构完成高速的大数据处理成为重要发展趋势[5]。 

Gustafson 定律[6]给出了固定时间内的集群加速

比，但其基于理想的集群性能模型，没有考虑网络 I/O

开销和单个节点的性能影响.Gustafson 定律将任务划

分为串行和并行部分。在考虑网络的情况下，若任务

串行部分为 ，网络传输部分为  ，可以将网络部分

视为影响可扩展性提高的因素。即随着节点增加，为

保持连通性，拓扑结构复杂性为
2

)1( 


nn
 ，网络传

输部分对集群的影响为 .因此，网络条件最终将制

约集群的最大节点规模. 

根据上述分析，基于 Gustafson 定律，iSDA 集群

的可扩展性模型可定义如下. 

定义 1.SDA 可扩展性模型.若任务串行部分为

 ，网络传输部分为  ，单个节点的性能提升为  ，

则 n 节点集群的加速比为 

            nS )1(           (1) 

对式(1)求导取极值点 n’，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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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DA 可扩展性模型表明，单个节点处理能力的

提升是促使整个集群处理能力提升、保障集群可伸缩

性的基础，在云海大数据一体机中，采用了如下技术

进行节点加速： 

1）适用于大数据处理的重载计算单元.针对访问

请求密集、数据量大且耦合度高、具有特定算法的计

算密集类应用，在通用处理器同构多核架构基础上，

设计了基于异构协同计算架构的重载计算单元，通过

CPU 与 MIC(Many Integrated Core)众核处理器融合，

GPU 局部强化和 FPGA (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硬件加速，实现十几倍至上百倍的加速比. 

2）适用于大数据处理的存储单元.充分发挥新型

存储介质的作用，构建基于闪存等非易失存储 NVM 

(Nonvolatile memory)和传统DRAM(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的高可靠、大容量、低功耗的异构混

合内存，在整个存储层次里面增加 SSD 固态硬盘

（Solid State Disk）作为高速缓存，并针对每个存储

单元的多块磁盘实现负载均衡、冗余编码多副本和分

布共享缓存，提高了 I/O 吞吐量. 

3）大数据互联交换芯片和全局交换网络. 在互

连核心交换芯片中，实现了对系统级消息通信、数据

交换、以及 I/O 操作的统一支持，降低内部延迟；设

计全局高速交换网络，融合数据通信与存储网络，提

高了系统通信性能和扩展能力.  

此外，iSDA 可扩展性模型还表明，若集群规模

在网络带宽范围之内，加速比由串行部分和可扩展的

并行部分确定；若集群规模持续增大，网络带宽将会

成为制约集群可扩展性的瓶颈，增加节点不会促进加

速比提升。由于 iSDA 采用了完全分布式的处理架构，

任务串行部分可近似为零，例如，采用 NoSQL 数据

模型的HBase数据库避免了由于维护ACID特性和事

务特性而引入的同步处理.由式（2）可知，若无任务

串行部分，即 0 ，则集群可伸缩性由网络传输部

分决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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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原理，iSDA 中采用了以下优化设计： 

1）高速通信网络.基于 TCP/IP 协议，iSDA 可配

置高带宽的万兆以太网络乃至 40Gb/s 的 InfiniBand

网络，实现一体机内部的高速互联 . 然而，由于

TCP/IP 属于传输层协议，其内部的慢启动、拥塞避

免等机制造成带宽利用率不高，即便是采用万兆网也

无法有效应对 TB~PB 级的数据传输，IO 瓶颈严重影

响了系统整体性能。iSDA 进一步基于 PCIe 通道构建

互联网络，使得节点可以通过扩展卡连接到 PCIe 网

络上，双向 16 通道带宽能够达到 256 Gb/s. 

2）减少数据传输量.由于采用了分布式并行处理

架构，网络传输开销随集群规模增加而增大。若某任

务节点间的网络传输为 10Mb/s，由式(3)可知，配置

千兆网络集群规模无法超过 100 节点。为减少数据传

输，iSDA 在软件栈中全面支持 GZIP、LZO 和 Snappy

等压缩方式，并通过对数据分区、分桶以及 Map-only 

combine、Map join 等方法尽量减少数据传输。此外，

iSDA 内部的网络通信主要来自主节点和从节点间的

状态同步，为了减少大量的状态数据传输量，采用状

态缓存算法[7]减少不必要的网络开销，即 DataNode

使用 SHA-256 或 SHA-512 Hash函数记录当前节点状

态，之后在只有在状态 Hash 值不同的情况下才发送

完整节点状态，否则只发送心跳信息.通过上述优化，



            

 

在达到 10%的压缩率以及配置万兆网络的情况下，由

式(3)可知，集群规模能够提高 100 倍。 

1.2 可定制性设计 

针对当前涌现出的多种多样的大数据处理需求，

传统的方法是采用通用服务器来构建应用平台，由于

与应用之间的匹配度不好，导致实际应用效能比较低. 

iSDA 根据不同业务类型，结合各种应用负载特点，

设计可定制的系列化配置来分别满足应用需求.下面

给出 iSDA 可定制性的理论模型及其系列化设计. 

定义 2.iSDA 可定制性模型.若节点 j内存容量为

Mj，外存空间为 Pj，命中率提升因子 ，则中间结果

内存命中率为 

j

j

P

M
 

 

非命中率为  1 ，若节点在中间结果内存命

中的情况下处理速度  ，非命中情况下处理速度阻尼

因子 ，则处理速度的数学期望为 

      )1(              (4) 

iSDA 可定制性模型表明，可以根据 CPU 速度、

内存容量和 I/O 带宽刻画节点的处理能力，通过定制

进一步优化单个节点的处理能力，在式(4)中可以通过
 、 和 等参数体现出来.根据上述原理，iSDA 的

系列化配置
[8]
及其性能对比如表 1 和表 2 所示. 

针对在线交易、视频处理、图像渲染、图像编解

码、在线加解密、高性能计算等重载应用，采用 CPU

与 GPU、MIC 混合的异构众核架构，使用 FPGA 将

算法固化在硬件中，并在存储层次里加大 SSD 缓存

进行数据读写加速。 

针对模式计算、商业智能和数据挖掘等通用类型

处理应用，基于通用处理器设计计算能力、I/O 能力、

存储能力均衡的 1U、2U 等机架式和刀片式服务器来

满足常规处理类应用的需求，如分布式文件系统和分

布式数据处理等. 

针对企业搜索、流式处理等海量并发的轻量级应

用，虽然并发访问量可达每秒数十万次，但每个请求

所需的计算资源较小，因此，基于多核多线程低功耗

处理器，采用最小化和并发线程优化方法设计轻量级

计算模块，再配以大容量内存满足 NoSQL 数据库、

流处理引擎需求。例如，在 2U 的空间里集成 128 个

CPU 核心，具有 512 个并发线程的处理能力，而总体

功耗小于 2 千瓦. 

综合可扩展性和可定制性设计，iSDA 硬件架构

如图 1 所示。 

     

 

Fig.1 iSDA hardware architecture. 

图 1  iSDA 硬件架构 

   Table 1 iSDA series configuration 

                 表 1 iSDA 系列化配置 

   类型 

设备 
重载型 通用型 轻量级 

处理器 Xeon E7-8850 400C 
Xeon5-2650 

576C 

Xeon E5-2650 

1280C 

硬件加速 GPU-FPGA - - 

内存/TB 8 10 16 

SSD/TB 180 18 80 

存储/TB 300 432 320 

网络聚合带宽

/Gbps 
400 720 1600 

软件 
基础组件 

+硬件加速模块 

基础组件 

+内存计算模块 

基础组件 

+内存计算模块 

    Table 2 iSDA series comparsion 

  表 2 iSDA 性能对比 

类型 典型应用 性价比 性能功耗比 总成本 

轻量级 海量并发访问 提升 3-4 倍 提升 4-6 倍 
降低

30-60% 

通用型 离线批处理 提升 2-3 倍 提升 2-3 倍 
降低

15-20% 

重载型 计算密集型 提升 4-5 倍 提升 5-8 倍 低 40-60% 

1.3混合多样性设计 

    针对行业大数据业务需求，面向数据密集型应用

的计算框架和系统不断出现，如 MapReduce 编程模

型[9]，NoSQL 高并发实时数据库[10]，内存计算引擎[11]

和流式处理框架[12]等，这些系统仅针对各自的问题域

提供解决方案.为了应对行业日益复杂的业务需求，

需要在大规模集群或数据中心中综合运用多种处理

架构来存储和处理海量数据.然而，当前的各种大数

据系统是逻辑独立的，缺乏统一的集中管理，若各自



            

 

采用单独集群部署，则存在不可忽略的数据冗余和资

源利用率低下问题；若考虑到资源利用率，运维成本

和数据共享等因素，将所有框架和系统集中部署到单

一集群中，则又面临着相互之间资源共享、竞争和性

能干扰等问题。 

    为满足行业应用对大数据的多源异构存储和多

样性处理需求，iSDA 提出了一种混合型大数据软件

架构。该架构在融合各种分布式存储和处理技术的基

础上，通过构建对于大规模、多层次异构存储的一致

性数据组织和透明管理机制，进一步借助内存数据库

和内存计算引擎的优化大数据处理性能，并通过一体

化的管理平台保障系统的可扩展性和可靠性. 

iSDA 混合型软件栈包括分布式数据采集层、基

于内存计算的混合型分布式存储层和处理层、一体化

资源和系统管理层，如图 2 所示. 

 

Fig.2 iSDA hybrid software stack. 

图 2 iSDA 混合型软件栈 

    1）分布式数据采集层以流水化、并行方式抽取、

转换和载入数据，实现对多源异构行业数据的高速导

入。支持文本、XML、传输协议、数据库、文件系统

等多种数据源，以及异步 Push 和轮询 Polling 等灵活

的工作模式，可按需定义清洗、编码、分发和转换等

预处理操作，同时可动态扩展以提高吞吐量，并且可

根据性能需求配置可靠性级别. 

    2）大数据存储层采用分布式外部存储、结构化/

半结构化数据库、分布式内存三级层次存储架构，包

括分布式文件系统以及基于分布式文件系统的关系

数据库、NoSQL 数据库和内存数据库.分布式文件系

统可以直接存储客户服务系统或社会经济数据中的

文本、视频和音频文件，并能够为上层数据库提供高

可靠、可扩展的文件存储；关系数据库用来存储生产

管理、客户关系、营销这类结构化特征强、模型驱动

的、需要强一致性事务保证的数据；NoSQL 数据库

用来存储历史日志数据、气象信息、社会经济数据这

类半结构化或者结构化特征较弱、主要考虑存取性能

和可扩展性的数据；内存数据库则存储各种经常使用

或需要加速处理的数据，如索引、中间结果、维表数

据等. 

    3）大数据处理层采用基于分布式内存计算的混

合型处理架构，包括内存计算引擎以及基于内存计算

的批处理引擎、图计算引擎、交互处理引擎和流处理

引擎. 内存计算引擎提供对异构存储介质的分布式

内存抽象，实现缓存数据、提高 I/O 性能的效果，并

采用并行流水化和线程级轻量处理框架加速数据处

理性能；批处理引擎面向以离线方式进行的数据密集

型并行计算，如聚类、关联分析、协同过滤等机器学

习和数据挖掘算法；图计算面向一类以图模型作为数

据表示的特殊离线处理，如网页排序、用户行为分析、

社会关系网络等；交互处理引擎用来快速响应应用层

标准 SQL 请求，如查询、聚合和关联等；流处理引

擎面向连续、实时达到数据的流数据处理，如时间窗

口查询统计、清洗转换和异常报警等. 此外，高性能

计算引擎基于重载类型配置，使用 MPI/OpenMP、

CUDA/OpenCL 和 Verilog/VHDL 等特定的编程模型
[13]，满足紧耦合的、多次迭代的计算密集型应用需求。 

    4）一体化管理平台包括一个集中式 Web 控制台

和分布式集群资源管理系统.控制台提供对采集、存

储和处理等子系统的安装、部署和配置功能，对系统

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及各子系统的运行情况的监控

功能，以及对系统和数据的认证、授权、加密等安全

管理功能，增强系统的可管理性和易用性.集群资源

管理系统一方面基于资源调度和任务控制分离方式，

采用统一的资源调度框架在各子系统间进行资源分

配和调度，使子系统只需关注内部任务的控制和调

度，减轻了子系统压力，从而提高了整个系统的可扩

展性；另一方面通过提供监听、分布式锁、一致性存

储等分布式服务监控系统集群节点增加、失效、退出

等动态变化，记录系统关键信息，在任意节点失效后

能够快速恢复系统状态，保证整个系统的可靠性. 

    基于 iSDA 混合型软件架构，可以定义针对行业

大数据各种应用类型的运行机制和处理过程. 

    定义 3.iSDA 在线实时处理模型.在线实时处理的

运行机制和处理过程为： 

   （1）采集系统从政府、证券、银行等行业的系统

中抽取各种客体行为数据、交易记录、实时事件等结

构化数据，这类数据来源多、生成速度快，数据量通

常在 TB 级； 

   （2）数据经过预处理后，若属于结构化特征强的

数据，则批量加载进入关系数据库；若属于历史日志

数据、事件记录、社会经济数据这类结构化特征较弱、

主要考虑存取性能和可扩展性的数据，则批量加载入

NoSQL 数据库； 

   （3）在后台进一步对数据进行准备，形成数据索

引、过滤器、维表、中间结果等经常使用或可以加速

处理的数据导入内存数据库； 



            

 

   （4）在线实时处理类应用主要是关键字查询、多

维查询、模糊查询以及少量数据更新、插入、删除等

高并发增删改查请求，要求毫秒级至秒级响应时间，

根据对事务特性的需求可分为在线交易处理和在线

并发处理，在线交易对 ACID 事务特性有严格限制，

需要达到 committed read、repeatable read 甚至串行化

隔离级别，在线并发处理只需要简单的行级锁或

check and set 语义保障读写一致性； 

   （5）应用层在发起数据请求时先查看内存数据库

中是否有索引、过滤器或缓存数据，若在内存数据库

得到所有数据则返回；若内存中未获得有用数据或只

获得部分数据，则在线事务处理继续针对关系数据库

采用标准的 SQL 语句发起各种数据请求，在线处理

继续针对NoSQL数据采用基于 key/value 的API发起

并发数据请求； 

   （6）为保障数据的可靠性，内存数据库将变化的

数据同步到关系数据库或 NoSQL 持久化存储，同步

可根据可靠性级别选择采用实时同步、日志同步和定

期同步机制. 

    定义 4.iSDA 交互式分析模型.在线交互式分析的

运行机制和处理过程为： 

   （1）分布式采集系统从交通、公安、医疗等部门

或互联网、银行、零售、制造等企业的信息系统中抽

取各种交易、ERP、CRM 等结构化数据，客体行为、

系统日志等半结构化数据，数据量通常在 TB 级； 

   （2）数据经过预处理后以行存文件格式批量加载

进分布式文件系统，或以列式表形式批量加载进基于

分布式文件系统的 NoSQL 数据库，必要时可对数据

进行压缩以减少存储空间； 

   （3）进一步对数据进行后台准备，在交互处理引

擎中建立逻辑关系模型到物理层文件或列式存储的

映射，指定行列分隔符、存储格式和序列化方法，并

对数据进行分区、分桶、排序等预处理，将索引、过

滤器、维表、中间结果等经常使用或可以加速处理的

数据导入内存数据库； 

   （4）交互式类应用主要包括数据扫描、统计、聚

合、多表关联等并发请求，要求秒级至分钟级响应时

间，应用层采用标准的 SQL 语句发起各种数据请求，

交互处理引擎解析 SQL 语句，形成优化的查询路径

树并调度执行； 

   （5）交互处理引擎在发起数据请求时先查看内存

数据库中是否有索引、过滤器、维表、中间结果或其

他缓存数据，若在内存数据库得到所有数据完成处理

则返回；若内存中未获得有用数据或只获得部分数

据，处理引擎继续针对分布式文件系统或 NoSQL 数

据库发起各种数据请求； 

   （6）为保障数据的可靠性，内存数据库将变化的

数据同步到关系数据库或 NoSQL 持久化存储，同步

可根据可靠性级别选择采用实时同步、日志同步和定

期同步机制. 

    定义 5.iSDA 离线批处理模型.离线批处理的运行

机制和处理过程为： 

   （1）采集系统从各种数据源中抽取 Web 日志、

CDN 日志、系统日志、设备、手机使用记录，邮件、

短信、微博等半/非结构化数据，数据量达到 TB 级至

PB 级； 

    （2）数据经过预处理后以文件形式加载进分布

式文件系统，必要时可对数据进行压缩以减少存储空

间； 

    （3）离线批处理应用主要包括聚类、分类，时

间序列回归、预测，关联分析等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

以及社会关系网络、Web 页面关系分析等图计算，由

于数据量巨大，计算逻辑复杂、迭代次数多，一般采

用后台离线方式，对响应时间没有具体要求.这类应

用采用 map、filter、combine、partition、reduce、join

等算子进行函数式编程，以批处理方式提交作业，批

处理引擎通过数据切分、任务调度和内部通信完成处

理；图计算采用采用基于图（如顶点、边、权值等）

的数据模型及相应的函数（权值变换、顶点通信、图

结构变化等）； 

    （4）基于内存计算的批处理和图处理在第一次

处理或首次迭代时从分布式文件系统获得处理数据，

处理完成后将中间结果缓存在内存中，以便下次处理

或迭代复用. 

    定义 6. iSDA 流式处理模型.流数据处理的运行

机制和处理过程为： 

    （1）采集系统从各种数据源中实时的采集用户

行为、系统事件等数据； 

    （2）由于数据流的无限性，流式处理主要面向

基于时间窗口的查询、统计和分析，以及异常事件报

警和数据实时清洗转换等应用，流处理应用采用由多

种算子组成的函数式编程模型； 

    （3）在运行时，数据以持续、不间断的数据流

形式进入处理系统，驱动预定义的处理逻辑连续的进

行计算，其区别于批处理之处在于没有数据积攒成

批、阶段同步、持久化的延迟.流处理系统将处理逻

辑定义为由多个算子组成的多阶段处理网络，在数据

处理的多个阶段间采用异步流水线方式，在同一阶段

的采用节点间并行、节点内多线程方式提高实时处理

性能； 

   （4）流处理结果最终输出到持久化存储或直接发

送到应用层实时告警或展示页面.     



            

 

2. 关键技术 

    与基于开源 Hadoop 的大数据方案相比，iSDA 增

加了管理和监控工具，简化了集群的部署与管理，并

对开源方案进行大量的优化和扩展，如增强 HDFS 扩

展性和高可用性、改进 Map/Reduce 调度算法、优化

HBase 的查询性能，以及兼容 PL/SQL 交互访问接口

等. 本节针对 HDFS 元数据服务瓶颈、MapReduce 负

载倾斜、HBase 的跨域组织等关键问题，介绍在 iSDA

中采用的多元数据服务、负载均衡和跨数据中心大表

技术。 

2.1 HDFS 多元数据服务 

    大数据环境下产生的数以亿计的非结构化数据

对分布式文件系统的元数据服务器产生了巨大的压

力.单个元数据服务器已经无法很好的满足全系统的

元数据访问.例如，GFS 和 HDFS 都采用了单元数据

服务器的方法，因此文件系统的元数据规模受限于元

服务器的内存容量和处理速度.为此，元数据的服务

能力也需要进行扩展，通过多元数据服务器的方法可

以将系统的元数据压力分布到多台服务器上，降低元

数据的访问延迟，提高元数据请求的服务速率，达到

较好的元数据扩展能力. 

    HDFS文件系统中的元数据服务器也可以通过增

加元数据服务器的数量线性的增加系统的服务规模

和服务能力，如图 3 所示，文件系统的名字空间被

动态的划分到多个元数据服务器上，每个目录被映射

为一个表，每个表有多个分片，表中的分片分布到多

个服务器上.为在多个元数据服务器上动态的划分文

件系统的名字空间以提供均衡负载的服务，最关键的

是建立从文件系统名字空间到多个元数据服务器的

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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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3 Multiple metadata servers. 

图 3 多元数据服务器架构 

    名字空间的划分方法要具有自适应性和扩展性，

即能够自动适应目录/名字空间的增长，将目录/名字

空间中的项均衡地分布到所有元数据服务器上，充分

利用所有元数据服务器的处理能力、内存容量和存储

能力，使得元数据密集型访问负载下，文件系统有足

够高的元数据处理性能，从而保障系统的 I/O 性能.  

    文件系统的名字空间划分方法的基本思想是使

用某种动态哈希算法将每个目录划分成很多分片，再

采用某种映射算法将每个目录分片映射到一台元数

据服务器上，由该元数据服务器来负责该目录分片访

问和存取.如图 4 所示，在文件系统中，建立全局目

录表 GDT（Globel Dectionary Table）的特殊数据结构，

它是整个全局名字空间中所有目录组成的一张映射

表，将目录名映射到其元数据所在的位置. GDT 类似

于一个目录结构，都是名字到其元数据的映射 . 因

此，它们采用相同的处理方法，即 GDT 也通过同样

的动态哈希算法划分成分片，再用同样的映射算法分

布到元数据服务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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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全局目录映射 

    在目录分片到元数据服务器的映射上，文件系统

采用两级映射机制：第一级是将目录分片映射到数量

不可变的多个虚拟元数据服务器上，第二级是将虚拟

元数据服务器映射到物理元数据服务器上.如上图所

示，通过第一级映射，文件系统可以通过客户端提供

的分片 key 唯一确定一台虚拟服务器；通过第二级映

射，文件系统可以根据虚拟服务器的 key 唯一确定一

台物理服务器.这种两级映射有较好的灵活性，使得

映射机制可以适应物理服务器节点数的动态变化（失

效或加入），并有利用调节物理节点上的负载以达到

负载均衡. 

在初始时，目录的所有分片会被映射到一台物理

服务器上，随着负载的增加和目录规模的增大，其分

片会更加均匀地分布到多个物理服务器上.同时，为

了避免在目录规模增大的时候目录分裂引入过多的

开销，通过一致性 Hash 的方法使得目录分裂只局限



            

 

在同一个节点上，以避免过多的服务器之间交互.当

需要进行负载均衡时，通过改变第二级映射可以利用

空闲的节点或者新加入的节点资源. 

关于多元数据服务器的方法和测试验证结果的

详细介绍可参见前期工作[14]. 

2.3 Hadoop 负载均衡 

在 Hadoop 的 MapReduce 任务中，Map 的输入来

自 HDFS，是相对静态的数据，每个 Map 任务接收到

的数据是经过分片处理的，大小可以由用户指定，

HDFS 默认分片大小为 64M，除最后一个 Map 任务，

每个 Map 需要处理的数据量大致相等，因此，各个

Map 任务是均衡的，并且其大小是确定的.而 Reduce

任务和 Map 有所不同，它的输入是 Map 阶段的输出，

是动态产生的数据.为保证相同 key 的记录分派到同

一个 Reduce 任务中执行，Map 的输出数据进行分区

Partition 操作，每一条记录按照 key 值被映射到唯一

的 Reduce 任务上.由于数据是动态产生的，只有在

Map 任务完成之后才能确定数据的大小和分布，因

此，每个 Reduce 的任务量不可确定，数据映射到

Reduce 后也不能更改，从而有可能造成 Reduce 任务

不均衡. 

通过对大量 Map 任务输出的分析统计得出，数

据不均衡的原因可总结为两类：1）中间结果 key 分

散，但经过映射，过多的 key 聚集在同一个 Reduce

任务中；2）中间结果 key 虽然单一，但 key 对应的记

录数量众多，一个 Reduce 要处理一个 key 的所有记

录. 

为对各个 key 的数据进行统计，中间结果在采用

Hash B 树存储，如图 5. 其中，MapReduce 中间结果

[k,list(v)]用链表组织，具有相同 Hash 值的 k 在 Hash

表的同一项中用 B 树索引，list(v)存储在 B 树结点中. 

上述数据结构在各种负载类型下都具有很高的读写

性能.如果 k 可预测并且具有唯一的 Hash 值，则可以

为 Hash 表分配足够的项来避免冲突和 B 树查找，插

入和查找都只有 O(1)的复杂度.如果 k 没有唯一的

Hash 值或不可预测，插入和查找也只有 O(log n)的复

杂度. 

基于 Hash B 数据结构和式（4），可以根据 Reduce

节点的数量和处理能力划分中间结果.在负载均衡情

况下，各节点处理速度相同，因此节点 j 所分配的历

史数据规模 

        ))1((   jj MP       (5) 

基于上述模型，可以根据 CPU 速度、内存容量

和 I/O 带宽计算出 Reduce 各节点的中间结果数据划

分并构造路由表，在基于相同数据的 MapReduce 任

务 Partition 阶段根据路由表进行分派，就能保障

Reduce 节点的负载均衡.由于上述算法需要预处理阶

段采样，特别适用于循环或迭代进行的 Hadoop 任务.

关于 Map Reduce 负载均衡的方法和测试验证结果可

参见前期工作[15]. 

…
…

Hash(k)
…
…

…
…

…
…

…………

 

Fig.5 Data structure of immediate results. 

图 5 中间结果数据结构 

2.4 HBase 跨数据中心大表 

基于HDFS的HBase在无共享集群架构上实现了

面向海量半结构化数据的高并发处理环境，已被广泛

接受并采用.由于地域和网络条件限制，当前很多政

府、行业建设的数据中心采用两级架构，即在总部和

分支机构分别部署 HBase 集群，一级数据中心可以访

问二级数据中心的数据，而二级数据中心间也可以实

现互访.例如，某省的交通卡口数据监控系统采用省、

市两级部署方式，传统的处理方式要从全省范围内查

找某车辆信息时，需要轮询各地的 HBase 数据库确定

是否存在该车的相关信息，然后根据在各个地市数据

查询的结果汇总反馈，计算量较大，无法满足对处理

响应速度.为了跨越多个物理数据中心建立分布式大

表，突破单一数据中心由于时空间限制无法建立超大

集群的限制，需要满足以下三个理论条件 

1）数据组织方式.在多个数据中心上形成一个逻

辑大表需要系统自动将数据按指定的分区分布至相

应的数据中心的 HBase 集群中，当访问存放在本地

数据中心的数据时，无任何跨数据中心数据交换 

2）网络条件.在广域网环境下的远程数据中心访

问时，要保障网络带宽足够大，能够支持跨域的大规

模数据传输. 

3）异步复制.在网络带宽不能保证的情况下，由

于涉及开销较大的远程数据传输，对写操作延迟比较

严格的应用，不适于跨数据中心的同步更新. 根据

CAP 定律[16]，可以通过牺牲一致性换取性能并容忍

网络异常，即采用异步复制方式.  

针对上述三个问题，采用逻辑一体化、数据本地

化和复制异步化技术实现 HBase 大表，如图 6 所示: 

1）逻辑一体化.建立一个基于 HBase 的跨域虚拟



            

 

大表，每个数据中心独立运行 HBase，保留其高性能、

可靠、可扩展等特点；多数据中心间基于虚拟大表分

配模型设定顶层数据区域划分，数据分配模型包括主

键前缀、主键后缀、子字符串、正则表达式及自定义

函数。顶层数据划分连同 HBase 的三级索引形成四级

索引结构。由于顶层的索引规模较小并且不会经常性

变动，因此在各个中心采用 paxos 协议进行同步，上

层应用无需修改即可使用 HBase 标准 API 透明地访

问虚拟大表，系统会自动将读写操作按指定的逻辑分

布至相应的数据中心的 HBase 集群中执行. 

 2）数据本地化.指定区域位置进行数据存取，将

数据导入本地数据中心，访问本地数据时，无任何跨

数据中心数据交换，降低对广域网带宽要求. 分布式

统计算法可通过在数据中心间分布并行实现高效全

局数据统计汇总[17]。 

3）复制异步化.每个数据中心的 HBase 在本地的

HDFS 数据节点中保留两个副本，第三个副本跨数据

中心存储。对于写操作性能要求较高的应用，可以将

第三副本配置成异步写方式，避免跨域数据中心间的

同步操作.此外，异地数据中心之间进行异步的备份

容灾，源中心故障时可从备份中心读取数据，实现跨

数据中心高可靠性. 

专网

数据中心5

数据中心4

数据中心3

数据中心6
HBase

 分区5

HBase

 分区4 H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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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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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Structure of large table across domain. 

图 6 跨越大表组织结构 

3. 验证和评价 

本节以电信、金融、环保等行业实际案例中的业

务应用、系统架构和测试数据来验证 iSDA 体系结构

和关键技术的有效性. 

3.1 可扩展性 

验证项目 1 基于电信业务场景中的全库扫描案

例来验证 iSDA的可扩展性.全库扫描基于HDFS Scan

基准测试实现，测试结果与数据节点数目以及具体配

置相关，测试集群采用 iSDA 通用类型配置，2 台控

制服务器每台配置两颗 6 核 Xeon E5-2650 处理器

（2.9GHz 主频、30M 缓存和 6.4GT/s 前端总线）, 

128GB 内存，万兆网卡，内置 2 块 2TB 7200rpm SATA

盘；数据节点服务器每台配置两颗 6 核  Xeon 

E5-2650 处理器, 48G 内存，万兆网卡，内置 12 块

7200rpm 2TB SATA 盘；集群内部采用 2 台 64 口万兆

交换机.每块硬盘数据量为 500GB，单节点数据量约

6TB，分别测试集群在不同节点规模下的扫描速度，

测试结果如图 7 所示. 

由测试结果可知，一方面，iSDA 由于集群节点

采用了多核 CPU 和多通道外存架构设计，通过配置

和优化 HDFS 对于多块硬盘的并行读写机制，能够提

高单一节点的数据访问速度，单一节点的数据访问速

度可达 1,500 MB/s，具有高吞吐率的性能。另一方面，

iSDA 集群的数据吞吐率随节点增加而增长，具有接

近线性的 scale-out 扩展能力，并且在 128 个节点规模

下数据访问能力接近 120,000 MB/s，相当于上千个

Google 高密度节点的处理能力[18]。 

 

Fig.7 Scalability test results. 

图 7 可扩展性测试结果 

3.2 高效性 

验证项目 2 是某银行针对数据快速增长以及本

行的业务现状，对 SDA 大数据系统进行了非常详细

的测试与评估，其中包括 10、20 和 40 节点测试，从

测试类型来分有应用功能测试、技术功能测试和并发

测试场景等.从测试数据来分包括基准数据测试、类

生产数据测试、类生产数据翻倍测试.项目采用的拓

扑结构如图 9 所示，采用的通用类型软硬件配置如表

4 和表 6，部分应用案例说明如表 6 所示. 在测试环

境中，除 iSDA 集群外，WebLogic 和 LoadRunner 服

务器用来进行 OLTP 测试，Shell 客户端用来进行批处

理和日志分析等测试，已有系统中的各类服务器主要

用来进行兼容性测试，下面分别介绍各类测试。 

第一类测试为批处理，测试从已归档的 100TB

数据中获取满足需求数据以及加工计算的性能，10



            

 

节点下的测试结果如图 8 所示.由图 8 可以看出，与

生产系统1相比，iSDA 系统由于采用了分布式架构，

因此在海量数据查询方面优势明显，而在计算密集型

海量数据分析方面，iSDA 由于兼顾了节点的性能纵

向扩展，因此表现不弱于传统架构. 

 

Fig.8 Batch test results. 

图 8 批处理测试结果 

第二类测试为在线联机事务处理 OLTP，包括多

表关联、多维查询以及数据更新、插入、查询等案例，

数据量达到 30TB，约 50 亿条。场景一是在 20 节点

和 40 节点环境下分别进行多案例混合并发测试，其

中 TC_OLTP_03 用户数占比 40%（包括 4 个查询条

件组合，各占 10%），TC_OLTP_06 占 20%，其它各

占 10%，并发用户数为 500，并发时间持续 10 分钟，

考核处理成功率和 TPS.在此基础上，场景二同时启动

两个 HBASE 的装载作业，一个是通过 Hive 向 HBase

的装载，一个是从 HDFS 文件到 HBase 表的装载，以

两个装载作业作为背景，然后同时执行场景一. OLTP

场景测试结果如表 3 所示。 

测试结果表明，iSDA 的 OLTP 并发查询性能优

秀，成功率可达到 99.9%以上，TPS 可达到 3500/s 以

上，能够满足 500 以上并发需求，并且由于采用了分

布式架构，在带宽充足的情况下大规模数据的导入不

会影响并发性能，而之所以扩展到 40 节点后 TPS 基

本不变，是因为测试环境采用 LoadRunner +Web 服务

方式，单点的 Web 服务器成为系统瓶颈. 

Table 3 OLTP test results 

表 3 OLTP 测试结果 

  环境 

场景 

20 节点 40 节点 

成功率/% TPS/s
-1 成功率/% TPS/s

-1
 

场景一 99.94 3456.712 99.97 3737.835 

场景二 99.99 3723.091 99.98 3250.995 

第三类测试为日志分析，这一类应用是 iSDA 中

的 MapReduce 编程模型比较擅长的，解决思路是通

                                                        
1 基于 IBN 小型机、TeraData 一体机、OracleRAC 构建。 

过对大数据集进行切分，在 Map 阶段进行过滤、解

析和分组路由，并通过 Combine 和中间结果压缩减少

数据传输量，在 Reduce 通过优化算法进行合并、统

计、排序，测试结果表明 iSDA 能够填补银行原先在

日志分析处理上的空白. 

NFS

iSDA集群

Name Node

Data Node

10Gb Ethernet

Weblogic服务器 LoadRunner服务器 Shell客户端

已有系统

SAS

DataStage Cognos

 Fig.9 Topology of project 2 

图 9 验证项目 2 拓扑结构 

此外，验证项目 2还进行了 109项技术功能测试，

涉及系统的可扩展性、可靠性、兼容性、易维护性、

易开发性、开放性、扩展性和安全性，最终 iSDA 通

过 108 项，仅不支持版本回退功能. 

上述案例对 iSDA 系统的测试表明，iSDA 应用

功能支持能力强，OLTP 查询性能优异，数据处理准

确性高，程序逻辑正确合理，系统响应速度快，技术

功能完善，综合业务处理能力优异，完全能够满足金

融行业大数据应用的需求. 

Table 4 Hardware of project 2 

表 4 验证项目 2 硬件配置 

集群名称 节点类型/数量 设备组成 

集群 1 

 

Datanode/18 每节点 2 颗 6 核 CPU、64GB 内存、

16 块 900GB 10000rpm SAS 硬盘，2

个万兆网卡 

 

Namenode/2 

集群 2 
Datanode/38 

Namenode/1 

Table 5 Software of project 2 and 3 

表 5 验证项目 2、3 软件环境 

软件类别 详细版本 

 操作系统 CentOS 6.4 

Hadoop 相关 

Inspur HDFS/MapReduce/Yarn 2.2.0 

Inspur Spark  0.9.0 

Inspur HBase 0.94.11 

Inspur Hadoop Manager 2.1  

Inspur Zookeeper 3.4.5 

OLTP 相关 WebLogic 10gR3/LoadRunner 9.5.2 

兼容性测试相关 SAS 9.2/ Cognos 10.2/ DataStage 9.1 

Table 6 Test cases of project 2 

表 6 验证项目 2 测试案例 



            

 

分类 应用类型 案例编号 案例名称 

批处理 

归档数据批量获取 

POC_QUERY_01 截面数据访问 

POC_QUERY_02 拉链表归档访问 

POC_QUERY_03 个贷明细月报 

POC_QUERY_04 对公客户明细报表 

加工计算 

POC_CNT_01 月均存款计算 

POC_CNT_02 
日均余额的账户分

布计算 

POC_CNT_03 个人同城汇划 

在线联机

服务 
OLTP 历史数据查询应用 

POC_OLTP_01 多表关联查询一 

POC_OLTP_02 多表关联查询二 

POC_OLTP_03 单表多维度查询 

POC_OLTP_04 数据更新 

POC_OLTP_05 流水增加 

POC_OLTP_06 流水查询 

日志分析 半结构化信息安全日志分析 

POC_ISAC_01 用户异常操作 

POC_ISAC_02 用户异常登录 

POC_ISAC_03 邮件防泄露 

POC_ISAC_04 网银用户异常登录 

3.3 跨域大表 

据初步统计，目前某银行应用系统每年产生的历

史日志数据已经超过 1PB，如此大规模的数据如何实

现跨地域的分布式存储、处理和查询是摆在技术人员

面前的难题.测试项目 3 采用 iSDA 的跨集群 HBase

大表功能，在银行日志管理系统中进行了技术验证.

测试方案的网络拓扑如图 10 所示，集群配置如表 7

所示.两个 iSDA 集群间通过万兆以太网连接网络，管

理网络为千兆以太网，集群的软件配置如表. 

在本次的测试过程中分别对日志系统的高并发

查询、新增以及删除性能进行了测试分析，测试采用

LoadRunner+Web 服务+HBase 操作的方式，数据量约

100 TB 134 亿条.本地集群和跨集群按关键字查询、

按关键字删除、新增数据在 100、500 并发场景下成

功率均为 100%，测试结果如表 8 所示. 

集群1

Name Node

Data Node

集群2

Name Node

Data Node

1Gb Ethernet

10Gb Ethernet

 Fig.10 Topology of project 3 

图 10 验证项目 3 网络拓扑 

Table 7 Hardware of project 3 

表 7 验证项目 3 硬件配置 

集群 节点类型/数量 设备组成 

集群 1 

 

Datanode/8 8 个配置 2 颗 6 核 CPU、48GB 内存节点 

Namenode/2 2 个配置 2 颗 6 核 CPU、48GB 内存节点 

集群 2 

 

Datanode/8 
2 个配置 8 颗 8 核 CPU、512GB 内存节点 

6 个配置 2 颗 6 核 CPU、48G 内存节点  

Namenode/2 
2 个配置 2 颗 6 核 CPU、48GB 内存节点 

(与 Data node 共用) 

Table 8 Performance of HBase big table 

表 8 HBase 跨域大表性能 

场景 并发数 集群 TPS/s
-1

 平均响应时间/s 

关键字查询 

100 
本地集群 495 0.201 

跨集群 493 0.202 

500 

本地集群 496 0.783 

跨集群 598 0.868 

关键字删除 100 
本地集群 341 0.294 

跨集群 323 0.310 

数据插入 

100 
本地集群 1175 0.083 

跨集群 1065 0.094 

500 
本地集群 1093 0.427 

跨集群 1059 0.438 

上述测试结果表明，iSDA 可以实现跨集群的日

志新增、删除以及查询功能，在万兆网络条件下性能

与本地集群一样，性能优异.上述方案的优势在于基

于分布式架构的 HBase 可以充分利用集群中所有的

存储资源，在高并发处理时调度所有的硬件资源进行

读写访问，很容易就实现每秒数万条数据的实时写



            

 

入、查询和删除，并且 HBase 的读写性能和已有的数

据量基本没有关系，在数据量很大（例如大于 10TB）

的情况下，HBase 仍然可以实现高效的写入和查询，

每次读写的延迟可以控制在毫秒级.同时，HBase 有很

好的水平扩展性，当服务器数量增加时，HBase 的读

写吞吐量也会线性提高。此外，HBase 不存在单点故

障，HBase 大表组织结构和数据分布在多个数据中

心，单个数据中心出现网络等故障时不会影响其他数

据中心的数据访问，保证整体应用系统的可用性. 

3.4 多样性应用 

验证项目 4 通过在环保领域的应用示例介绍

iSDA 如何满足行业的多样性大数据应用需求. 

    根据定义 6，环保行业流处理应用场景的 iSDA

处理过程如图 11 所示，可以实现污染源（污水、供

热），大气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等）

的实时监测、异常报警以及违规车辆（外埠、黄标等）

实时监控等应用. 

 

Fig.11 Stream processing 

图 11 流处理过程 

根据定义 4，环保行业交互处理应用场景的 iSDA

上处理过程如图 12 所示，可以实现污染源，大气污

染物，以及建筑工地（数量、扬尘指标）历史曲线展

示、多维度统计、对比分析等应用. 

 

Fig.12 Interactive processing 

图 12 交互处理过程 

 

根据定义 3，环保行业在线实时处理应用场景的

iSDA 处理过程如图 13 所示，可以实现基于地理位置

的气象信息查询服务，基于地理位置的大气信息查询

服务，大气信息预警及应急信息服务，以及区域、时

间等多维度环境统计报表查询服务等应用. 

 

Fig.13 On-line processing 

图 13 在线实时处理过程 

根据定义 5，环保行业交互处理应用场景的 iSDA

上处理过程如图 14 所示，可以实现基于污染源、气

象、大气的历史数据的趋势预测，综合污染源、气象、

大气、工地、车辆等数据的空气质量关联分析和决策

分析等应用. 

 

Fig.14 Batch processing 

图 14 批处理过程  

    上述应用示例表明，基于混合型软件架构的

iSDA 大数据处理系统，能够满足行业大数据的在线

实时处理、交互分析、离线批处理以及流处理等多样

性业务应用需求，并且通过内算计算引擎加速，能够

将大数据处理性能提高 10 倍以上，通过一体化管理

平台，能够保障系统的易用性、可靠性及可扩展性. 

3.5 对比分析 

与 Exadata、TeraData、GreenPlum 等传统 RDBS

关系数据库、MPP 数据库一体化解决方案相比（如

表 9 所示），iSDA 在性能和可扩展性方面优势明显，

但在管理工具、SQL 接口支持程度、ETL/BI 等上下

游软件工具兼容性方面尚有差距。 

与基于 Cloudera、Hortonworks 等 Hadoop 发行版

的一体机相比，除了在可用性、安全性和可管理性方

面全面看齐这些主流大数据平台之外，专业化的扩展



            

 

性和定制性设计使得 iSDA 在硬件特性上更具有优

势，混合软件栈和多样性处理模型使得 iSDA 能够应

对的应用类型更为丰富，此外，广泛采用的内存计算

优化使得 iSDA 处理性能大幅提升。 

 

 

Table 9 Comparison with traditional database integration solutions  

表 9 与传统数据库一体化解决方案比较 

比较特性 RDBS  MPP iSDA    

场景 

数据规模 TB 以下 

结构化数据的存储和处理 

联机交易应用、GB 级数据分析和 ETL 

 

数据规模 100TB 以下 

结构化数据的存储和处理 

海量数据的 ETL 和挖掘分析 

数据规模 10TB~EB 

结构化/半结构化/非结构化混合存储和处理 

海量数据 ETL、挖掘分析、高并发随机访问 

   

架构 单一实例、Share-all 架构  无共享 MPP 架构 无共享 MPP 架构    

可用性 

大多依赖 RAID 技术进行数据冗余 

大多不具备数据自愈能力，需要数据备份 

节点故障后 SQL 任务中断，不能自动转移 

部分提供基于日志的容灾 

 

大多依赖 RAID，不具备自愈能力 

故障节点任务不能自动转移 

部分产品需人工切换故障管理节点 

大部分需第三方提供容灾解决方案 

默认三副本，数据损失后可在剩余节点上自愈 

备用元数据节点，故障后自动切换 

故障节点作业可以转移到其它节点 

无需第三方支持，HBase 提供基于日志的容灾 

   

性能 

IO 瓶颈难以解决 

难以发挥大规模并行运算优势 

装载性能有限，数据需要格式化 

 

IO 瓶颈易于解决 

支持大规模格式化数据装载 

更完善的并行 SQL 优化引擎和机制 

部分支持列存，提供更好的压缩比 

IO 瓶颈易于解决 

可以发挥大规模并行运算优势 

支持大并行装载，节点越多装载速度越快 

   

可扩展性 

主要通过硬件纵向扩展，难以线性扩展 

Share-all 集群架构规模难以突破 40 节点 

海量数据环境下，改变数据结构代价大 

 

纵向和横向扩展、少量上百节点案例 

存在多代硬件设备兼容问题 

无法实现在线联机扩容 

动态改变数据结构代价大，影响业务 

存储能力、性能、并发访问纵向和横向扩展 

国内外均有大量数百、上千节点的部署案例 

海量数据环境中，可联机改变数据结构 

   

访问接口 
完整的 SQL 访问接口（ODBC/JDBC 等） 

丰富的开发，集成，管理工具 
 

完整的 SQL 访问接口 

与传统数据库相比 SQL 支持受限制 

丰富的开发，集成，管理工具 

标准文件访问接口 

部分兼容 PL/SQL（ODBC/JDBC） 

Native JAVA、Rest、Thrift 访问接口 

   

其它 

高昂的软硬件成本 

需要事先确定字符集 

大多支持完善权限管理和透明数据加密 

完整的文档 

 

多为一体化设备，高昂的软硬件成本 

需要事先确定字符集 

完善权限管理和透明数据加解密 

较为完整的文档 

低廉的软硬件成本，完全开放架构 

无字符集选择问题 

支持基本权限管理和透明数据加密解密 

基于开源文档，提供新增特性接口和使用说明 

   

Table 10 Comparison with Hadoop integration solutions  

表 10 与 Hadoop 一体化解决方案比较 

比较特性 Cloudera Hortonworks iSDA 

硬 

件 

特 

性 

可扩展性 

计算单元 CPU 同构多核 CPU 同构多核 CPU+MIC/GPU 协同计算，10~100 倍加速比 

存储单元 2TB DRAM+24TB SSD 2 TB DRAM 2TB DRAM+12TB NVM+24TB SSD 

网络连接 40Gb/s InfiniBand 10Gb/s Ethernet 40Gb/s infiniBand / 256Gb/s PCIe fiber 

可定制性 系列化 无定制化设计 无定制化设计 可定制的系列化配置 

 Hadoop 高可用性 基于 QJM 实现 基于 NFS or QJM 实现 基于 QJM 实现 



            

 

 

 

 

软 

件 

特 

性 

Erasure Code 无 无 有，副本可低至 1.5 个 

HBase 

二级索引 无 无 支持 Region 局部索引和表全局索引 

全文搜索 需另行安装 Solr 无 支持高并发全文索引 

SQL 支持 低速 Hive + HBase 低速 Hive + HBase 基于 coprocessor 的高速 SQL 引擎 

图算法库 无 无 有 

交互式 

SQL 

SQL 引擎 Impala Tez/Stinger 基于内存计算 Spark 实现 

SQL 语法支持 
支持 70% HiveQL，GroupBy/Join

中间结果大时会崩溃 
HiveQL HiveQL + PL/SQL + 高级扩展特性 

内存列式存储 无 无 有 

SQL 执行性能 1x~10x 1x~5x 10x~100x 

流处理 流处理引擎 无 无 Spark Streaming 

安全性 
HDFS 加/解密 无 无 有 

访问控制 基于 Kerberos 基于 Kerberos 基于 Kerberos，支持细粒度访问控制 

数据挖掘 
R 语言连接器 需另行安装 需另行安装 内置支持 

R 语言并行算法 无 无 内置支持 

可管理性 
图形化管理 有，可管理多集群 有，功能简单 有，可管理多个集群 

监控与告警 有 无 有 

 

4. 结束语 

本文针对当前行业大数据应用对处理平台的需

求，给出了大数据一体机可扩展性和可定制性的理论

基础，建立了面向实时、交互、流式和批式等应用类

型的多样性处理模型，并基于此设计和实现了云海大

数据一体机 iSDA. iSDA 基于双向可扩展的体系结

构，采用可定制化设计和混合型软件栈，覆盖软硬一

体全环节，满足行业应用的持续扩展、个性化和一体

化需求. 在此基础上，针对 HDFS、MapReduce 及

HBase 应用中面临的关键问题，介绍了 iSDA 采用的

HDFS 多元数据服务、MapReduce 负载均衡和 HBase

跨数据中心大表等关键技术.在电信、金融和环保实

际案例中的应用和测试表明，iSDA 体系结构和关键

技术是可行和有效性的. 

下一步的工作是基于 iSDA 提供完善的大数据解

决方案，针对各行业用户在整个数据处理环节提供全

方位的专业化的服务，帮助用户明确应用需求，选择

适合的软硬件架构，并协助把程序从原有的模式移植

到大数据处理模式下，从调优直至应用上线提供全程

技术支持与保障，解决环境部署、业务移植、二次开

发等技术难题，帮助用户跨过应用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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