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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等值连接作为数据分析中最常用、代价最高的操作之一，在Ｓｐａｒｋ上的实现和优化与传
统并行数据库有很大的差别，传统并行数据仓库中基于数据预划分的连接算法在Ｓｐａｒｋ上难以
实现，而目前被广泛采用的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Ｊｏｉｎ和Ｒｅ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Ｊｏｉｎ性能较差，如何提高连接性能成为
基于Ｓｐａｒｋ的海量数据分析的关键．本研究将Ｓｉｍｉ－Ｊｏｉｎ与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Ｊｏｉｎ的优势相结合，并基于

Ｓｐａｒｋ上的特性提出了一种优化的等值连接算法．代价分析和实验表明本算法比现有基于
Ｓｐａｒｋ的数据分析系统中的连接算法性能提升１～２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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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ａｒｋ是继Ｈａｄｏｏｐ之后出现的通用高性能并行计算平台，应用于大规模的分布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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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处理．在存储方面，Ｓｐａｒｋ采用了基于分布式共享内存的弹性分布式数据集（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ＲＤＤ）Ⅲ作为数据结构，同时兼容ＨＤＦＳ，可将ＨＤＦＳ中已经存在的

大量现有数据作为数据源加载到ＲＤＤ中进行处理，并将必要的数据在内存中进行容错的
缓存以支持高性能的迭代计算．在计算模型方面，Ｓｐａｒｋ与ＭａｐＲｅｄｕｅｅ相似，但更加灵活，
在ＲＤＤ上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操作符及操作符间的组合方式．
由于Ｓｐａｒｋ的高可扩展性和较高的数据处理性能［２］，在大规模ＳＱＬ查询分析正在被研
究和应用．目前基于Ｓｐａｒｋ的开源ＳＱＬ查询分析系统有Ｓｈａｒｋ［３３和Ｓｐａｒｋ ＳＱＬ［４｜．在存储方
面，无论ＨＤＦＳ还是Ｓｐａｒｋ ＲＤＤ，为了实现良好的可扩展性，都采用了较简单的存储模型，
将数据以大数据块的方式分布式存储在集群的各个节点上，不支持传统并行数据仓库中的
数据预划分和数据索引；同时为了简化应用程序开发，Ｓｐａｒｋ与Ｈａｄｏｏｐ等平台的存储分布
性对上层应用透明，这使得基于这类平台的数据分析系统亦无法干预数据的分布．
等值连接是结构化数据分析中最为常见、代价最高的操作之一，在传统并行分析型数据
库中对等值连接操作的优化大多基于数据预划分，无法在Ｓｐａｒｋ中实现．在Ｓｈａｒｋ和Ｓｐａｒｋ
ＳＱＬ中使用最多是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Ｊｏｉｎ和Ｒｅ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Ｊｏｉｎ．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Ｊｏｉｎ局限性大，网络和内

存开销大，计算复杂度较高；Ｒｅ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Ｊｏｉｎ则要求在查询执行时对参与连接的两表作重
新划分，网络和内存开销也很大．在结构化大数据分析中，事实表和维表的数据量可能都很
大，为了提高数据分析的实时性，需要对现有的Ｓｐａｒｋ上的等值连接算法进行优化．
本文针对大数据分析中事实表与维表，尤其是大维表的等值连接提出了基于Ｓｐａｒｋ优
化的连接算法．该算法首先将事实表在连接属性上进行以数据块为单位的去重，然后将按块
去重后的事实表与维表进行预连接，预连接通过将去重后的事实表和维表基于一致性哈希
的原理进行划分，使之在集群中并行完成，避免了可能的数据倾斜问题，连接结果与事实表
再进行一次组装得到最终连接结果．经过理论分析和实验验证，本文算法较目前Ｓｐａｒｋ上性
能最好的ＳＱＬ数据分析系统Ｓｐａｒｋ ＳＱＬ［３１的连接性能提高了１—２倍，且具有很好的可扩
展性．
１

算法总体描述
基于Ｓｐａｒｋ／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的大数据分析中，常用的连接算法有Ｓｉｍｉ—Ｊｏｉｎ及其变种（如

Ｐｅｒ—ｓｐｌｉｔ Ｓｉｍｉ—Ｊｏｉｎ）、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Ｊｏｉｎ、Ｒｅ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Ｊｏｉｎ等［５‘６］．其中Ｓｉｍｉ—Ｊｏｉｎ和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Ｊｏｉｎ局限性较大，通常性能较差，Ｒｅ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Ｊｏｉｎ适用性最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具有最好
的性能．但Ｒｅ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Ｊｏｉｎ在Ｓｐａｒｋ上具有如下的缺点．
（１）需要在查询时对数据进行动态的重划分，通信量较大，尤其在宽表的情况下；
（２）通过Ｈａｓｈ函数划分到同一节点的很多事实表元组在外键上具有相同值，内存和
计算资源消耗较大．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对现有的Ｓｐａｒｋ上的连接的优化算法．本文中所用到的
符号描述如表１．
定义１

连接并行度：连接时连接属性哈希分区的个数．

算法的执行流程包括如下两个阶段．
阶段一：动态优化与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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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符号列表
Ｔａｂ．１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ｕｓｅｄ ｓｙｍｂｏｌｓ

符号

描述

Ｆｎｃ￡

来自事实表的参与连接的元组集合

Ｄｉｍ

来自维表的参与连接的元组集合

Ｋｅｙ

Ｆａｃｔ与Ｄｉｍ做等值连接的连接属性值

Ｐｄ
Ｆａｃ￡ＵＫ
ＪｏｉｎｅｄＵＫ

预连接并行度
ＦａｅｔＲｄｄ的连接属性值Ｋｅｙ的无重集
预连接、即ＦａｃｔＵＫ与Ｄｉｍ连接的结果

ｇｅｔＰｄ

Ｐｄ的计算函数

口、口、∞

ｇｅｔＰｄ中所用的三个参数
预连接时计算数据划分区间的采样率

ｓａｍｐｌｅＵＫ

预连接时计算数据划分区间的样本

ＮｅｔＣｏｓｔ

算法的网络Ｉ／Ｏ代价

ＭｅｒｅＣｏｓｔ

算法的内存空问代价

Ｓｉｚｅ···

数据量

该阶段根据Ｆａｃｔ和Ｄｉｍ的元组数量计算出连接的并行度Ｐｄ，并计算出Ｆａｃｔ的连接
属性值Ｋｅｙ的无重集ＦａｃｔＵＫ，ＦａｃｔＵＫ中的每一个元素除了包含Ｋｅｙ外，还记录了Ｋｅｙ

对应于Ｆａｃｔ元组的存储位置．将Ｆ以ｆ￡嘣与Ｄｉｍ根据并行度Ｐｄ进行哈希连接，得到结果
ＪｏｉｎｅｄＵＫ，这一过程为预连接．由于ＦａｃｔＵＫ与Ｄｉｍ的数据量都远小于Ｆａｃｔ，因此预连接
的网络Ｉ／Ｏ、内存开销和ＣＰＵ开销远小于Ｆａｃｔ和Ｄｉｍ的Ｈａｓｈ连接．本文中预连接所用的
哈希函数借鉴了Ｄｙｎａｍｏ、Ｃａｓｓａｎｄｒａ等ＮｏＳＱＬ数据库中用于数据分布的一致性哈希算法
的思想ｐ＿８］，避免了现有系统中所采用的简单哈希函数受到数据倾斜影响较大、造成连接时
负载不均衡的问题，且查询时动态计算出的并行度更加合理，使得预连接的效率得到了进一
步的提高．ＪｏｉｎｅｄＵＫ中同样包含Ｋｅｙ对应于Ｆａｃｔ元组的存储位置．
阶段二：组装连接结果
该阶段根据ＪｏｉｎｅｄＵＫ中记录的Ｆａｃｔ中元组的存储位置将ＪｏｉｎｅｄＵＫ与Ｆａｃｔ进行组
装，得到最终的连接结果．这一阶段无须再进行网络Ｉ／Ｏ和内存、ＣＰＵ开销巨大的Ｈａｓｈ连接．
ＪｏｉｎｅｄＵＫ的数据量不大于ＦａｃｔＵＫ，在部分实际的查询中，ＪｏｉｎｅｄＵＫ的数据量远小于Ｆａｃ—
ｔＵＫ，这一阶段仅需将ＪｏｉｎｅｄＵＫ根据Ｆａｃｔ中元组的存储位置与Ｆａｃｔ进行组装，代价ｔｌ／／１，．

２算法细节描述
本文的等值连接算法在Ｓｐａｒｋ中可以高效地实现．下面对算法各阶段中的一些过程作
细节描述．
２．１事实表去重
Ｆａｃｔ中的元组需要在连接属性Ｋｅｙ上进行去重（投影）．但是由于Ｆａｃｔ是分布式存储
在集群中的，需要对Ｆａｃｔ进行ｓｈｕｆｆｌｅ和ｒｅｄｕｃｅ才能完成去重，Ｆａｃｔ数据量巨大，这样去重
的代价很高．实验分析发现，由于实际数据分析中采用的数据块通常较大（６４ＭＢ整数倍），
块内包含的元组通常很多，加之数据的分布通常具有一定的局部性，因此重复数据以数据块
为单位进行去重也可以达到较好的效果．所以本算法的去重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先以数
据块为单位进行去重，其结果参与预连接，在预连接的过程中，重复的连接数据会划分到相
同的分区中，从而进一步去重．Ｓｐａｒｋ的ｍａｐ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ｓ操作比１用于实现以数据块为粒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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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可用于实现数据块级别的去重．
２．２连接并行度设定
连接并行度是Ｒｅ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Ｊｏｉｎ的一项重要的参数，该参数设置过大或过小都会一定程
度地影响连接的性能．研究者在Ｓｈａｒｋ的研究实现中提出了动态的参数优化［９］，在Ｈｉｖｅ等
ＳＱＬ—ｏｎ—Ｈａｄｏｏｐ系统中，查询优化是查询执行之前基于数据的静态统计信息进行的［１０］，
Ｓｈａｒｋ中在查询运行时的动态参数调整给Ｓｈａｒｋ带来了性能的提升．本文中借鉴了动态优
化的思想，将连接并行度的设定在连接过程中完成．因为在连接执行之前难以估计参与连接
的实际数据量，在查询执行前的静态查询优化阶段难以准确地设定这一参数．本文中的连接
并行度通过式（１）所示的函数ｇｅｔＰｄ计算得出．
Ｐｄ—ｇｅｔＰｄ（Ｆ口“ＵＫ，Ｄｉｍ）一ｍｉｎ（ＦａｃｔＵＫ．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Ｎｕｍ＋Ｄｉｍ．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Ｎｕｍ，叫）（１）
其中，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Ｎｕｍ表示数据块的个数，叫用于控制并行度的最大值，在实际的数据分析系
统中，往往有多种数据分析和处理负载共享系统中的资源，控制并行度可以防止当连接操作对
资源的过度侵占．实验发现，当集群中没有其他负载时，叫取分配给Ｓｐａｒｋ集群的ＣＰＵ核数的
２倍左右可以得到最好的连接性能；在Ｓｐａｒｋ中数据集（ＲＤＤ）的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Ｎｕｍ可以快速获取．
２．３基于一致性哈希的数据划分
经过连接属性上的去重之后，ＦａｃｔＵＫ中的元素个数和数据量都远小于Ｆａｃｔ，但Ｆａｃ—
ｆＵＫ和Ｄｉｍ的数据量仍然可能超过单机处理能力，且仍可能存在数据倾斜．在预连接中，本
文借鉴了一致性哈希口３的思想对ＦａｃｔＵＫ和Ｄｉｍ进行划分，具体流程为如下．

（１）对Ｆ口“似和Ｄｉｍ中的Ｋｅｙ取并集（不去重），并根据采样率∞进行采样，得到样
本ｓａｍｐｌｅＵＫ．
（２）计算ｓａｍｐｌｅＵＫ中Ｋｅｙ的Ｈａｓｈ值（如果Ｋｅｙ为整型，Ｈａｓｈ值可以是其本身），并
将Ｈａｓｈ空间划分为Ｐｄ个区间，保证每个区间中的样本数基本相等．
（３）将ＦａｃｔＵＫ和Ｄｉｍ按照（２）中计算出的区间Ｈａｓｈ划分到各个区间中，这些区间的
物理位置分布在集群的多个节点上．
Ｓｐａｒｋ中支持ＲＤＤ上的ｕｎｉｏｎ和ｓａｍｐｌｅ［２］．其中ｕｎｉｏｎ是两个元素类型相同的ＲＤＤ
上的并操作，该操作并不会移动两个ＲＤＤ的数据，也不会进行去重，只是将ＲＤＤ的元数据
合并；ｓａｍｐｌｅ是ＲＤＤ上的采样操作，在各个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上并行进行．这两个操作代价都很低，
可快速完成（１）；而利用Ｓｐａｒｋ中的Ｒａｎｇｅ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２１可以快速完成（２）和（３）．
２．４预连接
ＦａｃｔＵＫ和Ｄｉｍ一致性哈希划分之后，相关的集群节点并行地对各个分片进行连接，
得到连接结果ＪｏｉｎｅｄＵＫ，其中每个元素包含了一个Ｋｅｙ和Ｄｉｍ中对应于该Ｋｅｙ的元组，
以及该Ｋｅｙ对应的ＦａｃｔＲｄｄ分区号的列表．由于划分后的数据缓存在各个集群节点的内
存中，且充分利用了多节点和节点上多核的并行计算能力，预连接的速度很快．预连接的目
的是进一步去重并排除没有连接结果的Ｋｅｙ．在实际的大规模数据分析中，相当一部分表连
接查询中，都存在大量的Ｋｅｙ上没有连接结果，浪费了大量网络Ｉ／Ｏ和计算资源．
Ｓｐａｒｋ中的ｃｏｇｒｏｕｐ操作可以实现将两个数据集按照Ｋｅｙ快速分组，对分组结果集作
简单的过滤操作即可保留有连接的Ｋｅｙ，完成预连接．
２．５连接结果组装
预连接结果ＪｏｉｎｅｄＵＫ和Ｆａｃｔ再做一次连接即可得到最终的连接结果．但这样需要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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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ＪｏｉｎｅｄＵＫ，代价较高．本文根据ＪｏｉｎｅｄＵＫ中包含的Ｋｅｙ对应的Ｆａｃｔ的分区号，将
ＪｏｉｎｅｄＵＫ按照Ｆａｃｔ的分区号做重新的划分，由于ＪｏｉｎｅｄＵＫ的数据量较小，划分代价较
低．划分后的结果和Ｆａｃｔ具有相同的分区数且各分区和Ｆａｃｔ一一对应，因此组装的过程以
分区为粒度在集群中并行完成，效率很高．组装完成后即得到最终的连接结果，可继续在连
接结果上完成查询计划中的其他操作．
在Ｓｐａｒｋ中通过自定义的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ｅｒ可以快速将ＪｏｉｎｅｄＵＫ按照Ｆａｃｔ的分区号进行
划分，划分得到的结果集具有和Ｆａｃｔ相同的分区（数据块）数，之后通过Ｓｐａｒｋ中的ｚｉｐＰａｒｔｉ—
ｔｉｏｎｓ操作将Ｆａｃｔ和ＪｏｉｎｅｄＵＫ做快速的组装，这一过程无需在网络上传输Ｆａｃｔ中的数据．
３

算法分析
Ｓｐａｒｋ是基于分布式共享内存的分布式计算平台，在数据的处理过程中，数据可以始终

保持在内存中．本文假设参与连接的事实表和维表上的中间结果数据可以被缓存在内存中，
因此，连接的代价主要来自网络Ｉ／Ｏ、内存空间占用和ＣＰＵ计算，这也是内存计算中性能考
量的三个主要方面．
３．１

代价模型
本文的代价模型从网络Ｉ／０代价、计算复杂度、内存空间代价三个方面建立的．
１．网络Ｉ／Ｏ代价
本文的连接算法中，事实表去重和计算连接并行度过程中几乎没有网络Ｉ／０的开销，

网络Ｉ／Ｏ开销来自预连接过程的数据划分和连接结果的组装，如式（２）所示．
ＮｅｔＣｏｓｔ＝ＮｅｔＣｏｓｔ ｉ口＋ＮｅｔＣｏｓｔ。

（２）

其中ＮｅｔＣｏｓ６。是预连接数据划分（Ｒａｎｇｅ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的网络Ｉ／Ｏ代价，用数据量表示为式（３）．
ＮｅｔＣｏｓｔｐ—Ｓｉｚｅ（ＦａｃｔＵＫ）＋Ｓｉｚｅ（Ｄｉｍ）

（３）

由于去重后的ＦａｃｔＵＫ中元组个数少于Ｆａｃｔ，且每个元组仅包含一个Ｋｅｙ值及其对应
的分区号，因此ＦａｃｔＵＫ的数据量远小于Ｆａｃｔ，即Ｓｉｚｅ（ＦａｃｔＵＫ）一ａ·＆ｚｅ（Ｆａｃｔ），０＜口
《１．Ｄｉｍ的数据量也远小于Ｆａｃｔ，即Ｓｉｚｅ（Ｄｉｍ）一口·Ｓｉｚｅ（Ｆａｃｔ），０＜口《１．
ＮｅｔＣｏｓｔ。是结果组装的网络Ｉ／Ｏ代价，其中包括将预连接进行一次划分和在组装过程
中跨节点读取对应分区的通信代价，而这两个子过程的通信代价不会超过ＮｅｔＣｏｓｔｊ。，通常
由于预连接之后相当于对Ｆａｃｔ在连接属性上做了全局的去重且排除了不能连接的元组，
ＮｅｔＣｏｓｔ。会远低于ＮｅｔＣｏｓｔ加假设参与连接的节点数为Ｎ，则总的通信量将由这些节点分
摊，因此本文算法的网络Ｉ／Ｏ代价估算结果如式（４）所示．

Ｎｅ￡Ｃ。ｓ￡≈Ｎｅ￡Ｃ。％ｐ≤虹丝｛挲垡盟，０＜口＋卢《１

（４）

』Ｙ

２．计算复杂度
算法中计算分区、Ｈａｓｈ探索、判断等值等基本运算的执行次数都是和数据规模呈线性
关系的．假设Ｆａｃｔ中的元组数为咒，Ｄｉｍ中的元组数为ｍ，由于行》ｍ，则算法的计算复杂度
为ｏ（以）．
３．内存空间代价
算法中，除了事先缓存在内存中的参与连接的数据外，还需要缓存一些中间结果以加快
计算，且连接过程中，需要将参与连接的数据在内存中建立Ｈａｓｈ表、进行哈希探索，故需要

万方数据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６８

一定的内存空间消耗．
由于ＦａｃｔＵＫ需要用于采样以确定预连接时的Ｈａｓｈ空间划分并且要参与预连接，在
Ｓｐａｒｋ中对多次使用的数据进行缓存可以提高计算的效率，因此在算法实现中对ＦａｃｔＵＫ
进行了缓存．此外在预连接中需要将划分后的ＦａｃｔＵＫ和Ｄｉｍ在内存中建立Ｈａｓｈ表，完
成连接．虽然这两个过程是依次进行的，但由于Ｓｐａｒｋ的机制问题，在预连接开始之前，被缓
存的ＦａｃｔＵＫ数据难以被及时释放，故算法的内存代价应为两者之和．ＦａｃｔＵＫ通常比Ｆａｃｔ
小很多，所以算法的内存代价如式（５）所示．
ＭｅｍＣｏｓｔ一２·＆ｚｅ（Ｆ口ｆ￡ＵＫ）＋Ｓｉｚｅ（Ｄｉｍ）
≤２口·Ｓｉｚｅ（Ｆａｃｔ）＋Ｓｉｚｅ（Ｄｉｍ）０＜ａ《１

（５）

３．２对比分析
基于Ｓｐａｒｋ／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的大数据分析常用的连接算法中，Ｓｉｍｉ—Ｊｏｉｎ及其变种性能较
差，适用性较差，仅在特殊的条件下才使用，目前在Ｓｐａｒｋ上没有其系统实现，因此本文不做
与Ｓｉｍｉ—Ｊｏｉｎ的对比分析．而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Ｊｏｉｎ也仅适用于维表很小的情况下，在Ｓｐａｒｋ ＳＱＬ
等基于Ｓｐａｒｋ的大数据分析系统中并不常用．假设事实表Ｆａｃｔ中的元组数为竹，每个数据
块中存储的元组数为ｂ，，维表Ｄｉｍ中的元组数为ｍ，每个数据块中存储的元组数为ｂ。，其中
ｂ，和ｂ。是常数．则有：
（１）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Ｊｏｉｎ：的每个节点的平均网络通信量为Ｓｉｚｅ（Ｄｉｍ），远大于本文算法；计

算复杂度为ｏｆ孚１一Ｏ（ｍｎ）；所需内存空间等于维表的数据量乘以事实表的数据块数，即
＼ｕ，，

旦鲨盟塑堕粤』堡型，其中ｂ。为事实表数据块大小，通常为６４
ＯＳ

（２）Ｒｅ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ＭＢ整数倍．

Ｊｏｉｎ：在查询执行时需要将维表和事实表的数据进行划分，所以每个节

点的网络通信量为—（Ｓ—ｉｚ—ｅ（—Ｆａ—ｃ—ｔ）ｉ＋广Ｓ—ｉｚ—ｅ（—Ｄｉ—ｍ））；计算复杂度同样为Ｏ（押）；所需内存空间为
』Ｙ

＆ｚｅ（Ｆａｃｔ）＋Ｓｉｚｅ（Ｄｉｍ）．
’

本文算法与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Ｊｏｉｎ、Ｒｅ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Ｊｏｉｎ的对比如表２所示．
表２等值连接算法代价对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ｓ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ｑｕｉ－ｉｏｉ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可见，网络Ｉ／０代价方面，由于Ｎ为参与连接的节点数，通常与集群规模有关，是一个
较大的正整数，而０＜口＋口《ｌ，所以本文算法网络Ｉ／Ｏ代价远低于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Ｊｏｉｎ和Ｒｅ—

Ｊ。ｉｎ；内存空间代价方面，由于旦掣为事实表数据块数，通常是一个较大的正整数，所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Ｊｏｉｎ；计算复杂度方面，本文算法和Ｒｅ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Ｊｏｉｎ为同一数量级，低于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以本文算法的内存空间代价远低于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Ｊｏｉｎ和Ｒｅ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Ｊｏｉｎ．

万方数据

第５期

４

实

卞吴穹，等：Ｓｐａｒｋ上的等值连接优化

２６９

验

本文在Ｓｐａｒｋ上实现了所述的连接算法，并以ＴＰＣ—ＤＳ…’１２３作为测试基准来测试连接
算法的性能，与Ｓｐａｒｋ ＳＱＬ和Ｓｈａｒｋ进行了对比．
４．１实验环境
实验的软件环境如表３所示．
表３软件环境
Ｔａｂ．３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注：由于本文实验时，Ｓｈａｒｋ最高的稳定版本为０．８，只能稳定运行在Ｓｐａｒｋ ０．８上

本文的实验在实验室的云平台上完成，所用虚拟机集群的配置如表４所示．
表４
Ｔａｂ．４

集群配置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

所用的测试数据为ＴＰＣ—ＤＳ ＩＯＯＧＢ和３００ＧＢ数据集中最大的一张事实表Ｓｔｏｒｅ—Ｓａｌｅｓ
和最大的一张维表Ｃｕｓｔｏｍｅｒ，存储在ＨＤＦＳ上．测试所用的两张表的数据量占数据集总数
据量的４０％左右，如表５所示．Ｓｔｏｒｅ—Ｓａｌｅｓ中的外键ＳＳ—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ｋ与Ｃｕｓｔｏｍｅｒ中的主
键Ｃ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ｋ可以连接，连接时每个表除联接属性外，各使用了６个３２位整型列．
表５测试表的数据量
Ｔａｂ．５

Ｄａｔａ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ａｂｌｅ

４．２实验结果
定义２

Ｆａｃｔ与Ｄｉｍ连接选择率：Ｄｉｍ中能与Ｆａｃｔ产生连接结果的元组数占Ｄｉｍ总

元组数的比率．
在实验中，取连接选择率为７０％，采用ＴＰＣ—ＤＳ ３００ＧＢ数据集，集群节点数为１６，每个
节点给Ｓｐａｒｋ分配３个核，测试连接并行度Ｐｄ对连接执行时间的影响，结果如图１所示．
２００
迥

１５０

三
兰
三

１００

≤
榭
划

５０

Ｉ

０

曼上璺三ｌ＿２ ｏ！鱼！垫ｊ銎Ｐ！～１３２｝４０，｛４ｓ．｛．丝；‘８蛙墅｜ｌ掣ｌ，牢笋融＿２

·执 行Ｈ、Ｊ ｍ １５５｜９２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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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当Ｐｄ取分配给Ｓｐａｒｋ集群的ＣＰＵ核数的２倍，即９６时可以得到最好的连接性
能，并且Ｐｄ在该值周围时，查询执行时间变化不大．
在实验中，取Ｐｄ为分配给Ｓｐａｒｋ集群的ＣＰＵ核数的２倍．通过人为加入随机因数改
变两表的连接选择率来验证在不同的连接选择率下连接算法的性能．实验结果如图２所示．

｛Ｊ Ｊ Ｊ『Ｉ｜ＪＩ－Ｊ

｛ｓ—

ｊ、一ｊ＿ｌ

●６

。“

１－Ｉ嚣～

ａ｝Ｒ节点、１０（）‘３Ｂ数据集
ａｌ ８

ｎｏｄｅｓ

３８Ｉ ５
ｑ９

２３

３３

２９

ｑ８ ０４

３０ ６２
９８ ９８

３０ ４１
１００

１９

（ｂ）１６节点、３【ｌＩ埒数据集

１州）ＧＢ ｄａｔａｓｃｌ

ｂｌ

１＾ｎｏｄｅｓ训惦Ｂ

ｄａｔａｓｃｌ

图２连接执行时Ｉ司对比
Ｆｉｇ．２

Ｊｏｉｎ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图２中的执行时间是５次执行取得的平均值，单位为Ｓ，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根据查询
计划分析，Ｓｐａｒｋ ＳＱＬ中使用的是Ｒｅ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Ｊｏｉｎ算法，而Ｓｈａｒｋ中使用的是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Ｊｏｉｎ算法．实验中测试了不同连接选择率下的连接操作执行时间，Ｓｈａｒｋ的执行时间全部超
过１

８００

Ｓ或者报错，因此执行时间没有标注在图中．Ｓｐａｒｋ ＳＱＬ使用的Ｒｅ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Ｊｏｉｎ对

连接选择率不敏感．本文中的连接算法随着连接选择率的下降，执行时间有所下降，并趋向
一个稳定值，这个稳定值是算法执行过程中预连接的执行时间．在最坏情况下，即连接选择
率为１００％时，本文连接算法的执行速度仍然比目前性能最好的Ｈａｓｈ Ｊｏｉｎ高出１倍．
通过图２（ａ）和（ｂ）的对比，当集群中节点数量增加１倍（８个增加到１６个），数据量增
加２倍（２８８ Ｍ行到８６４ Ｍ行），扩展性最理想情况下执行时间增加５０％，本文连接算法的平均
执行时间（５种连接选择率下执行时间的平均值）增加６３．７％，而Ｓｐａｒｋ ＳＱＬ的Ｒｅ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Ｊｏｉｎ
平均执行时间增加６３．１％，可见本文的算法和Ｒｅ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Ｊｏｉｎ都具有较好的可扩展性．
５

结

论

随着Ｓｐａｒｋ等大规模集群式的内存计算框架在大数据分析中的普及，交互式的大数据
分析成为必然的趋势．连接性能是交互式大数据分析的主要瓶颈．本文对Ｓｐａｒｋ／Ｈａｄｏｏｐ上
现有的等值连接算法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了一种改进的等值连接算法．该算法具有很好的
适用性，在事实表和大维表的连接中表现出良好的性能，比现有系统中的连接算法性能高出
１～２倍．并且随着连接选择率的降低，算法的性能会进一步提高．
本文的算法可以作为等值连接的操作符加入到现有的Ｓｐａｒｋ ＳＱＬ等数据分析系统中，
提高现有数据分析系统的性能．
（下转第２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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