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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阿里云提醒您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之前仔细阅读、充分理解本法律声明各条款的内容。
如果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您的阅读或使用行为将被视为对本声明全部内容的认可。
1. 您应当通过阿里云网站或阿里云提供的其他授权通道下载、获取本文档，且仅能用
于自身的合法合规的业务活动。本文档的内容视为阿里云的保密信息，您应当严格
遵守保密义务；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您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本手册内容或
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使用。
2. 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公司或个人不得擅自摘抄、翻译、复制本文
档内容的部分或全部，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进行传播和宣传。
3.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调整或其他原因，本文档内容有可能变更。阿里云保留在没有
任何通知或者提示下对本文档的内容进行修改的权利，并在阿里云授权通道中不时
发布更新后的用户文档。您应当实时关注用户文档的版本变更并通过阿里云授权渠
道下载、获取最新版的用户文档。
4. 本文档仅作为用户使用阿里云产品及服务的参考性指引，阿里云以产品及服务
的“现状”、“有缺陷”和“当前功能”的状态提供本文档。阿里云在现有技术的
基础上尽最大努力提供相应的介绍及操作指引，但阿里云在此明确声明对本文档内
容的准确性、完整性、适用性、可靠性等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任何单位、
公司或个人因为下载、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发生任何差错或经济损失的，阿里云不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阿里云均不对任何间接性、后果性、惩戒性、
偶然性、特殊性或刑罚性的损害，包括用户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遭受的利润损失，
承担责任（即使阿里云已被告知该等损失的可能性）。
5. 阿里云网站上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著作、产品、图片、档案、资讯、资料、网
站架构、网站画面的安排、网页设计，均由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依法拥有其知识
产权，包括但不限于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非经阿里云和/或其关
联公司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修改、复制、公开传播、改变、散布、发
行或公开发表阿里云网站、产品程序或内容。此外，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任
何人不得为了任何营销、广告、促销或其他目的使用、公布或复制阿里云的名称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为或以组合形式包含“阿里云”、“Aliyun”、“万网”等阿
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品牌，上述品牌的附属标志及图案或任何类似公司名称、商
号、商标、产品或服务名称、域名、图案标示、标志、标识或通过特定描述使第三
方能够识别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
6. 如若发现本文档存在任何错误，请与阿里云取得直接联系。

> 文档版本：20201027

I

E-MapReduce

JindoFS · 通用约定

通用约定
格式

危险

说明

该类警示信息将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至故
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样例
危险
重置操作将丢失用户配置数据。

警告
警告

该类警示信息可能会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
至故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重启操作将导致业务中断，恢复业务
时间约十分钟。

注意
注意

用于警示信息、补充说明等，是用户必须
了解的内容。

说明

用于补充说明、最佳实践、窍门等，不是
用户必须了解的内容。

权重设置为0，该服务器不会再接受新
请求。

说明
您也可以通过按Ct rl+A选中全部文
件。

>

多级菜单递进。

单击设置 > 网络 > 设置网络类型 。

粗体

表示按键、菜单、页面名称等UI元素。

在结果确认 页面，单击确定 。

Courier字体

斜体

命令或代码。

表示参数、变量。

执行 cd /d C:/window 命令，进入
Windows系统文件夹。
bae log list --inst anceid

Inst ance_ID

[] 或者 [a|b]

表示可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 或者 {a|b}

表示必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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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indoFS基础使用（EMR-3.27.0之前版本）
1.1. JindoFS使用说明（EMR-3.20.0~3.22.0版本）
本文主要介绍JindoFS的配置使用方式，以及一些典型的应用场景。

概述
JindoFS是一种云原生的文件系统，结合OSS和本地存储，成为E-MapReduce产品的新一代存储系统，为上层计算提供了高效可
靠的存储。
JindoFS 提供了块存储模式（Block）和缓存模式（Cache）的存储模式。
JindoFS 采用了本地存储和OSS的异构多备份机制，St orage Service提供了数据存储能力，首先使用OSS作为存储后端，保证数
据的高可靠性，同时利用本地存储实现冗余备份，利用本地的备份，可以加速数据读取；另外，JindoFS 的元数据通过本地服务
Namespace Service管理，从而保证了元数据操作的性能（和HDFS元数据操作性能相似）。
说明
E-MapReduce-3.20.0及以上版本支持Jindo FS，您可以在创建集群时勾选相关服务来使用JindoFS。
本文主要是E-MapReduce-3.20.0及以上版本至E-MapReduce-3.22.0（但不包括）版本的介绍；E-MapReduce3.22.0 及以上版本的JindoFS 使用说明，请参见JindoFS使用说明（EMR-3.22.0~3.26.3版本）。

应用场景
E-MapReduce目前提供了三种大数据存储系统，E-MapReduce OssFileSyst em、E-MapReduce HDFS和E-MapReduce JindoFS，
其中OssFileSyst em和JindoFS都是云上存储的解决方案，下表为这三种存储系统和开源OSS各自的特点。
特点

开源OSS

E-MapReduce
OssFileSystem

E-MapReduce HDFS

E-MapReduce JindoFS

存储空间

海量

海量

取决于集群规模

海量

可靠性

高

高

高

高

吞吐率因素

服务端

集群内磁盘缓存

集群内磁盘

集群内磁盘

元数据效率

慢

中

快

快

扩容操作

容易

容易

容易

容易

缩容操作

容易

容易

需Decommission

容易

数据本地化

无

弱

强

较强

JindoFS块存储模式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海量弹性的存储空间，基于OSS作为存储后端，存储不受限于本地集群，而且本地集群能够自由弹性伸缩。
能够利用本地集群的存储资源加速数据读取，适合具有一定本地存储能力的集群，能够利用有限的本地存储提升吞吐率，特别
对于一写多读的场景效果显著。
元数据操作效率高，能够与HDFS相当，能够有效规避OSS文件系统元数据操作耗时以及高频访问下可能引发不稳定的问题。
能够最大限度保证执行作业时的数据本地化，减少网络传输的压力，进一步提升读取性能。

环境准备
创建集群
选择E-MapReduce-3.20.0及以上版本至E-MapReduce-3.22.0（但不包括）版本，勾选可选服务中
的Smart Dat a和Bigboot ，创建集群详情请参见创建集群。Bigboot 服务提供了E-MapReduce平台上的基础的分布式数据管
理交互服务以及一些组件管理监控和支持性服务，Smart Dat a服务基于Bigboot 之上对应用层提供了JindoFS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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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集群
Smart Dat a提供的JindoFS文件系统使用OSS作为存储后端，因此在使用JindoFS之前需配置一些OSS相关参数。下面提供两种配
置方式，第一种是先创建好集群，修改Bigboot 相关参数，需重启Smart Dat a服务生效；第二种是创建集群过程中添加自定义
配置，这样集群创建好后相关服务就能按照自定义参数启动。
集群创建好后参数初始化
oss.access.bucket 为OSS bucket 的名称。
oss.data-dir 为JindoFS在OSS bucket 中所使用的目录（注：该目录为 JindoFS后端存储目录，生成的数据不能人为破

坏，并且保证该目录仅用于JindoFS后端存储，JindoFS在写入数据时会自动创建用户所配置的目录，无需在OSS上事先创
建）。
oss.access.endpoint 为bucket 所在的区域。
oss.access.key 为存储后端OSS的AccessKey ID。
oss.access.secret 为存储后端OSS的AccessKey Secret 。

考虑到性能和稳定性，推荐使用同region下的OSS bucket 作为存储后端，此时，E-MapReduce集群能够免密访问OSS，无
需配置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 。
所有JindoFS相关配置都在Bigboot 组件中，配置如下图所示，红框中为必填的配置项。

说明

JindoFS支持多命名空间，本文命名空间以t est 为例。

配置完成后保存并部署，然后在Smart Dat a服务中重启所有组件，即开始使用JindoFS。

创建集群时添加自定义配置
E-MapReduce集群在创建集群时支持添加自定义配置，以同region下免密访问OSS为例，如下图勾选软件自定义配置 ，添
加如下配置，配置 oss.data-dir 和 oss.access.bucket 。
[
{
"ServiceName":"BIGBOOT ",
"FileName":"bigboot",
"ConfigKey":"oss.data-dir",
"ConfigValue":"jindoFS-1"
},
{
"ServiceName":"BIGBOOT ",
"FileName":"bigboot",
"ConfigKey":"oss.access.bucket",
"ConfigValue":"oss-bucket-name"
}
]

使用JindoFS
JindoFS使用上与HDFS类似，提供jfs前缀，将jfs替代hdfs即可使用。简单示例：
hadoop fs -ls jfs:/// hadoop fs -mkdir jfs:///test-dirhadoop fs -put test.log jfs:///test-dir/

目前，JindoFS能够支持 E-MapReduce 集群上的 Hadoop、Hive、Spark的作业进行访问，其余组件尚未完全支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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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空间水位控制
JindoFS后端基于OSS，可以提供海量的存储，但是本地盘的容量是有限的，因此JindoFS会自动淘汰本地较冷的数据备份。我们
提供了node.dat a-dirs.wat ermark.high.rat io和node.dat a-dirs.wat ermark.low.rat io这两个参数用来调节本地存储的使用容量，
值均为0～1的小数表示使用比例，JindoFS默认使用所有数据盘，每块盘的使用容量默认即为数据盘大小。前者表示使用量上水
位比例，每块数据盘的JindoFS占用的空间到达上水位即会开始清理淘汰；后者表示使用量下水位比例，触发清理后会将JindoFS
的占用空间清理到下水位。用户可以通过设置上水位比例调节期望分给JindoFS的磁盘空间，下水位必须小于上水位，设置合理
的值即可。

存储策略
JindoFS提供了St orage Policy功能，提供更加灵活的存储策略适应不同的存储需求，可以对目录设置以下四种存储策略。
策略

策略说明

COLD

表示数据仅在OSS上有一个备份，没有本地备份，适用于冷数据存储。
默认策略。

WARM

表示数据在OSS和本地分别有一个备份， 本地备份能够有效的提供后续的读取加速。

HOT

表示数据在OSS上有一个备份，本地有多个备份，针对一些最热的数据提供更进一步的加速效果。

T EMP

表示数据仅有一个本地备份，针对一些临时性数据，提供高性能的读写，但降低了数据的高可靠性，适用
于一些临时数据的存取。

JindoFS提供了Admin工具设置目录的St orage Policy（默认为 WARM），新增的文件将会以父目录所指定的St orage Policy进行
存储，使用方式如下所示。
jindo dfsadmin -R -setStoragePolicy [path] [policy]

通过以下命令，获取某个目录的存储策略。
jindo dfsadmin -getStoragePolicy [path]

说明

其中[path] 为设置policy的路径名称， -R表示递归设置该路径下的所有路径。

Admin工具还提供archive命令，实现对冷数据的归档。
此命令提供了一种用户显式淘汰本地数据块的方式。Hive分区表按天分区，假如业务上对一周前的分区数据认为不会再经常访
问，那么就可以定期将一周前的分区目录执行archive，淘汰本地备份，文件备份将仅仅保留在后端OSS上。
Archive命令的使用方式如下：
jindo dfsadmin -archive [path]

说明

[path]为需要归档文件的所在目录路径。

1.2. JindoFS使用说明（EMR-3.22.0~3.26.3版本）
JindoFS是一种云原生的文件系统，结合OSS和本地存储，成为E-MapReduce产品的新一代存储系统，为上层计算提供了高效可
靠的存储。本文主要说明JindoFS的配置使用方式，以及介绍一些典型的应用场景。

概述
JindoFS提供了块存储模式（Block）和缓存模式（Cache）的存储模式。
JindoFS采用了本地存储和OSS的异构多备份机制，St orage Service提供了数据存储能力，首先使用OSS作为存储后端，保证数据
的高可靠性，同时利用本地存储实现冗余备份，利用本地的备份，可以加速数据读取；另外，JindoFS的元数据通过本地服务
Namespace Service管理，从而保证了元数据操作的性能（和HDFS元数据操作性能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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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E-MapReduce-3.20.0及以上版本支持Jindo FS，您可以在创建集群时勾选相关服务来使用JindoFS。
本文主要是E-MapReduce-3.22.0及以上版本的介绍；E-MapReduce-3.20.0及以上版本至E-MapReduce-3.22.0（但
不包括）版本的JindoFS使用说明，请参见JindoFS使用说明（EMR-3.20.0~3.22.0版本）。

环境准备
创建集群
选择E-MapReduce-3.22.0及以上版本，勾选可选服务中的Smart Dat a，创建集群详情请参见创建集群。

配置集群
Smart Dat a提供的JindoFS文件系统使用OSS作为存储后端，因此在使用JindoFS之前需配置一些OSS相关参数。下面提供两种配
置方式，第一种是先创建好集群，修改Bigboot 相关参数，需重启Smart Dat a服务生效；第二种是创建集群过程中添加自定义
配置，这样集群创建好后相关服务就能按照自定义参数启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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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创建好后初始化参数
所有JindoFS相关配置都在Bigboot 组件中，配置如下所示：
a. 在服务配置 页面，单击bigboot 页签。

b. 单击自定义配置 。

说明
红框中为必填的配置项。
JindoFS支持多命名空间，本文命名空间以t est 为例。

参数

参数说明

示例

jfs.namespaces

表示当前JindoFS支持的命名空间，多个命
名空间时以逗号隔开。

test

oss://oss-bucket/oss-dir

jfs.namespaces.test.uri

表示test命名空间的后端存储。

说明
该配置也可以配置到OSS
bucket下的具体目录，该命名空间即
以该目录作为根目录来读写数据。

block
jfs.namespaces.test.mode

表示test命名空间为块存储模式。

jfs.namespaces.test.oss.access.key

表示存储后端OSS的AccessKey ID。

jfs.namespaces.test.oss.access.secret

表示存储后端OSS的AccessKey Secret。

说明
JindoFS支持block和
cache两种存储模式。

xxxx
说明
考虑到性能和稳定性，
推荐使用同账户、同region下的OSS
bucket作为存储后端，此时，EMapReduce集群能够免密访问OSS，
无需配置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

配置完成后保存并部署，然后在Smart Dat a服务中重启所有组件，即开始使用JindoFS。

> 文档版本：2020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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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集群时添加自定义配置
E-MapReduce集群在创建集群时支持添加自定义配置，以同region下免密访问OSS为例，如下图勾选软件自定义配置 ，配
置命名空间t est 的相关配置，详情如下。
[
{
"ServiceName":"BIGBOOT ",
"FileName":"bigboot",
"ConfigKey":"jfs.namespaces","ConfigValue":"test"
},{
"ServiceName":"BIGBOOT ",
"FileName":"bigboot",
"ConfigKey":"jfs.namespaces.test.uri",
"ConfigValue":"oss://oss-bucket/oss-dir"
},{
"ServiceName":"BIGBOOT ",
"FileName":"bigboot",
"ConfigKey":"jfs.namespaces.test.mode",
"ConfigValue":"block"
}
]

使用JindoFS
JindoFS使用上与HDFS类似，提供jfs前缀，将jfs替代hdfs即可使用。
目前，JindoFS能够支持EMR集群上的大部分计算组件，包括Hadoop、Hive、Spark、Flink、Prest o和Impala。
简单示例：
Shell命令
hadoop fs -ls jfs://your-namespace/
hadoop fs -mkdir jfs://your-namespace/test-dir
hadoop fs -put test.log jfs://your-namespace/test-dir/
hadoop fs -get jfs://your-namespace/test-dir/test.log ./

MapReduce作业
hadoop jar /usr/lib/hadoop-current/share/hadoop/mapreduce/hadoop-mapreduce-examples-2.8.5.jar teragen -Dmapred.map.
tasks=1000 10737418240 jfs://your-namespace/terasort/input
hadoop jar /usr/lib/hadoop-current/share/hadoop/mapreduce/hadoop-mapreduce-examples-2.8.5.jar terasort -Dmapred.redu
ce.tasks=1000 jfs://your-namespace/terasort/input jfs://your-namespace/terasort/output

Spark-SQL
CREAT E EXT ERNAL T ABLE IF NOT EXIST S src_jfs (key INT , value ST RING) location 'jfs://your-namespace/Spark_sql_test/';

磁盘空间水位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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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doFS后端基于OSS，可以提供海量的存储，但是本地盘的容量是有限的，因此JindoFS会自动淘汰本地较冷的数据备份。我们
提供了node.dat a-dirs.wat ermark.high.rat io和node.dat a-dirs.wat ermark.low.rat io这两个参数用来调节本地存储的使用容量，
值均为0～1的小数表示使用比例，JindoFS默认使用所有数据盘，每块盘的使用容量默认即为数据盘大小。前者表示使用量上水
位比例，每块数据盘的JindoFS占用的空间到达上水位即会开始清理淘汰；后者表示使用量下水位比例，触发清理后会将JindoFS
的占用空间清理到下水位。用户可以通过设置上水位比例调节期望分给JindoFS的磁盘空间，下水位必须小于上水位，设置合理
的值即可。

存储策略
JindoFS提供了St orage Policy功能，提供更加灵活的存储策略适应不同的存储需求，可以对目录设置以下四种存储策略。
策略

策略说明

COLD

表示数据仅在OSS上有一个备份，没有本地备份，适用于冷数据存储。
默认策略。

WARM

表示数据在OSS和本地分别有一个备份， 本地备份能够有效的提供后续的读取加速。

HOT

表示数据在OSS上有一个备份，本地有多个备份，针对一些最热的数据提供更进一步的加速效果。

T EMP

表示数据仅有一个本地备份，针对一些临时性数据，提供高性能的读写，但降低了数据的高可靠性，适用
于一些临时数据的存取。

JindoFS提供了Admin工具设置目录的St orage Policy（默认为 WARM），新增的文件将会以父目录所指定的St orage Policy进行
存储，使用方式如下。
jindo dfsadmin -R -setStoragePolicy [path] [policy]

通过以下命令，获取某个目录的存储策略：
jindo dfsadmin -getStoragePolicy [path]

说明

其中[path] 为设置policy的路径名称， -R表示递归设置该路径下的所有路径。

Admin工具
JindoFS提供了Admin工具的archive和jindo命令。
Admin工具提供archive命令，实现对冷数据的归档。
此命令提供了一种用户显式淘汰本地数据块的方式。Hive分区表按天分区，假如业务上对一周前的分区数据认为不会再经常访
问，那么就可以定期将一周前的分区目录执行archive，淘汰本地备份，文件备份将仅仅保留在后端OSS上。
Archive命令的使用方式如下。
jindo dfsadmin -archive [path]

说明

[path]为需要归档文件的所在目录路径。

Admin工具提供jindo命令，为Namespace Service提供了一些管理员功能命令。
jindo dfsadmin [-options]

说明

可以通过 jindo dfsadmin --help 命令获取帮助信息。

Admin工具对Cache模式提供了diff和sync命令。
diff命令主要用来显示本地数据与后端存储系统数据之间的差异。

> 文档版本：2020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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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do dfsadmin -R -diff [path]

说明

默认情况下比较 [path] 目录的子目录中元数据之间的差异， -R 选项表示递归比较 [path] 目录下所有的路

径。
sync命令用于同步本地与后端存储之前的元数据。
jindo dfsadmin -R -sync [path]

说明

[path] 表示需要同步元数据的路径，默认只会同步 [path] 的下一级目录， -R 选项表示递归比较 [path] 目

录下所有的路径。

1.3. 使用JindoFS SDK免密功能
本文介绍使用JindoFS SDK时，E-MapReduce（简称EMR）集群外如何以免密方式访问E-MapReduce JindoFS的文件系统。

前提条件
适用环境：ECS（EMR环境外）+Hadoop+JavaSDK。

背景信息
使用JindoFS SDK时，需要把环境中相关Jindo的包从环境中移除，如jboot.jar、smartdata-aliyun-jfs-*.jar。如果要使用Spark则
需要把/opt/apps/spark-current/jars/里面的包也删除，从而可以正常使用。

步骤一：创建实例RAM角色
1. 使用云账号登录RAM的控制台。
2. 单击左侧导航栏的RAM角色管理 。
3. 单击创建 RAM 角色 ，选择当前可信实体类型为阿里云服务 。
4. 单击下一步 。
5. 输入角色名称 ，从选择授信服务 列表中，选择云服务器 。
6. 单击完成 。

步骤二：为RAM角色授予权限
1. 使用云账号登录RAM的控制台。
2. （可选）如果您不使用系统权限，可以参见账号访问控制创建自定义权限策略章节创建一个自定义策略。
3. 单击左侧导航栏的RAM角色管理 。
4. 单击新创建RAM角色名称所在行的精确授权 。
5. 选择权限类型为系统策略 或自定义策略 。
6. 输入策略名称。
7. 单击确定 。

步骤三：为实例授予RAM角色
1. 登录EC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实例与镜像 > 实例 。
3. 在顶部状态栏左上角处，选择地域。
4. 找到要操作的ECS实例，选择更多 > 实例设置 > 授予/收回RAM角色 。

5. 在弹窗中，选择创建好的实例RAM角色，单击确定 完成授予。

步骤四：在ECS上设置环境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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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如下命令，在ECS上设置环境变量。
export CLASSPAT H=/xx/xx/jindofs-2.5.0-sdk.jar

或者执行如下命令。
HADOOP_CLASSPAT H=$HADOOP_CLASSPAT H:/xx/xx/jindofs-2.5.0-sdk.jar

步骤五：测试免密方式访问的方法
1. 使用Shell访问OSS。
hdfs dfs -ls/-mkdir/-put/....... oss://<ossPath>

2. 使用Hadoop FileSyst em访问OSS。JindoFS SDK支持使用Hadoop FileSyst em访问OSS，示例代码如下。
import org.apache.hadoop.conf.Configuration;
import org.apache.hadoop.fs.FileSystem;
import org.apache.hadoop.fs.LocatedFileStatus;
import org.apache.hadoop.fs.Path;
import org.apache.hadoop.fs.RemoteIterator;

import java.net.URI;

public class test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Exception {
FileSystem fs = FileSystem.get(new URI("ossPath"), new Configuration());
RemoteIterator<LocatedFileStatus> iterator = fs.listFiles(new Path("ossPath"), false);
while (iterator.hasNext()){
LocatedFileStatus fileStatus = iterator.next();
Path fullPath = fileStatus.getPath();
System.out.println(fullPath);
}
}
}

1.4. JindoFS块存储模式
本文主要介绍JindoFS的块存储模式（Block），以及一些典型的应用场景。

概念
块存储模式提供了最为高效的数据读写能力和元数据访问能力，并且能够支持更加全面的Hadoop文件系统语义。同时，JindoFS
也提供了外部客户端，能够从集群外部访问建立在E-MapReduce集群内的JindoFS文件系统。
数据以Block形式存储在后端存储OSS上，本地Namespace服务维护元数据信息，该模式在性能上较优，无论是数据性能还是元
数据性能。

应用场景
E-MapReduce目前提供了三种大数据存储系统，E-MapReduce OssFileSyst em、E-MapReduce HDFS和E-MapReduce JindoFS，
其中OssFileSyst em和JindoFS都是云上存储的解决方案，下表为这三种存储系统和开源OSS各自的特点。

> 文档版本：2020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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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开源OSS

E-MapReduce
OssFileSystem

E-MapReduce HDFS

E-MapReduce JindoFS

存储空间

海量

海量

取决于集群规模

海量

可靠性

高

高

高

高

吞吐率因素

服务端

集群内磁盘缓存

集群内磁盘

集群内磁盘

元数据效率

慢

中

快

快

扩容操作

容易

容易

容易

容易

缩容操作

容易

容易

需Decommission

容易

数据本地化

无

弱

强

较强

JindoFS块存储模式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海量弹性的存储空间，基于OSS作为存储后端，存储不受限于本地集群，而且本地集群能够自由弹性伸缩。
能够利用本地集群的存储资源加速数据读取，适合具有一定本地存储能力的集群，能够利用有限的本地存储提升吞吐率，特别
对于一写多读的场景效果显著。
元数据操作效率高，能够与HDFS相当，能够有效规避OSS文件系统元数据操作耗时以及高频访问下可能引发不稳定的问题。
能够最大限度保证执行作业时的数据本地化，减少网络传输的压力，进一步提升读取性能。

配置集群
所有JindoFS相关配置都在Bigboot 组件中，配置如下图所示。
修改配置项

新增配置项

说明
红框中为必填的配置项。
JindoFS支持多命名空间，本文命名空间以t est 为例。

参数

参数说明

示例

jfs.namespaces

表示当前JindoFS支持的命名空间，多个命名
空间时以逗号隔开。

test

oss://oss-bucket/oss-dir

jfs.namespaces.test.uri

表示test命名空间的后端存储。

jfs.namespaces.test.mode

表示test命名空间为块存储模式。

15

说明
该配置也可以配置到OSS
bucket下的具体目录，该命名空间即以
该目录作为根目录来读写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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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示例

jfs.namespaces.test.oss.access.key

表示存储后端OSS的AccessKey ID。

xxxx

jfs.namespaces.test.oss.access.secret

表示存储后端OSS的AccessKey Secret。

说明
考虑到性能和稳定性，推
荐使用同账户、同region下的OSS
bucket作为存储后端，此时，EMapReduce集群能够免密访问OSS，无
需配置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

配置完成后保存并部署，然后在Smart Dat a服务中重启Namespace Service，即可开始使用JindoFS。

存储策略
JindoFS提供了St orage Policy功能，提供更加灵活的存储策略适应不同的存储需求，可以对目录设置以下四种存储策略。
策略

策略说明

COLD

表示数据仅在OSS上有一个备份，没有本地备份，适用于冷数据存储。
默认策略。

WARM

表示数据在OSS和本地分别有一个备份， 本地备份能够有效的提供后续的读取加速。

HOT

表示数据在OSS上有一个备份，本地有多个备份，针对一些最热的数据提供更进一步的加速效果。

T EMP

表示数据仅有一个本地备份，针对一些临时性数据，提供高性能的读写，但降低了数据的高可靠性，适用
于一些临时数据的存取。

JindoFS提供了Admin工具设置目录的St orage Policy（默认为 WARM），新增的文件将会以父目录所指定的St orage Policy进行
存储，使用方式如下所示。
jindo dfsadmin -R -setStoragePolicy [path] [policy]

通过以下命令，获取某个目录的存储策略。
jindo dfsadmin -getStoragePolicy [path]

说明

其中[path] 为设置policy的路径名称， -R表示递归设置该路径下的所有路径。

Admin工具还提供archive命令，实现对冷数据的归档。
此命令提供了一种用户显式淘汰本地数据块的方式。Hive分区表按天分区，假如业务上对一周前的分区数据认为不会再经常访
问，那么就可以定期将一周前的分区目录执行archive，淘汰本地备份，文件备份将仅仅保留在后端OSS上。
Archive命令的使用方式如下：
jindo dfsadmin -archive [path]

说明

[path]为需要归档文件的所在目录路径。

1.5. JindoFS缓存模式
> 文档版本：2020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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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介绍JindoFS的缓存模式（Cache），以及一些典型的应用场景。

概述
缓存模式兼容现有OSS存储方式，文件以对象的形式存储在OSS上，每个文件根据实际访问情况会在本地进行数据和元数据的缓
存，从而提高访问数据以及元数据的性能，Cache模式提供不同元数据同步策略以满足您在不同场景下的需求。

应用场景
缓存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兼容性，保持了OSS原有的对象语义，集群中仅做缓存，因此JindoFS和OSS客户端、OssFileSyst em
等，或者其他的各种OSS的交互程序是完全兼容的，对原有OSS上的存量数据也不需要做任何的迁移、转换工作即可使用。同时
集群中的数据和元数据缓存也能一定程度上提升数据访问性能。

配置集群
所有JindoFS相关配置都在Bigboot 组件中，配置如下图所示。
修改配置项

新增配置项

说明
红框中为必填的配置项。
JindoFS支持多命名空间，本文命名空间以t est 为例。

参数

参数说明

示例

jfs.namespaces

表示当前JindoFS支持的命名空间，多个命名
空间时以逗号隔开。

test

oss://oss-bucket/
说明
该配置也可以配置到OSS
bucket下的具体目录，该命名空间即以
该目录作为根目录来读写数据，但一般
情况下配置bucket即可，这样路径就和
原生OSS保持一致。

jfs.namespaces.test.uri

表示test命名空间的后端存储。

jfs.namespaces.test.mode

表示test命名空间为缓存模式。

cache

jfs.namespaces.test.oss.access.key

表示存储后端OSS的AccessKey ID。

xxxx

jfs.namespaces.test.oss.access.secret

表示存储后端OSS的AccessKey Secret。

说明
考虑到性能和稳定性，推
荐使用同账户、同region下的OSS
bucket作为存储后端，此时，EMapReduce集群能够免密访问OSS，无
需配置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

配置完成后保存并部署，然后在Smart Dat a服务中重启Namespace Service，即可开始使用JindoFS。

元数据同步策略
缓存模式下可能存在JindoFS集群构建之前，您已经在OSS上保存了大量数据的场景，对于这种场景，后续的数据访问会同步数据
和元数据到JindoFS集群，数据同步策略为了访问数据都会在本地保留一份；元数据同步策略分为两部分，包括元数据同步间隔
策略和元数据load策略：

17

> 文档版本：20201027

E-MapReduce

JindoFS · JindoFS基础使用（EMR-3.27.0之前版本）

元数据同步间隔策略：
配置参数为namespace.sync.int erval， 该参数默认值为-1 ， 表示不会同步OSS上的元数据。
当namespace.sync.int erval=0 时，表示每次操作都会同步OSS上的元数据。
当namespace.sync.int erval>0 时，表示会以固定的时间间隔来同步OSS上的元数据。
说明

例如当namespace.sync.int erval=5 时， 表示每隔5秒会去同步OSS上的元数据。

元数据Load策略：
配置参数为namespace.sync.loadt ype ，该配置参数为枚举类型{never, once, always} ，never表示从不同步OSS上的元
数据；once 为默认配置，表示只从OSS同步一次元数据；always表示每次操作都会同步OSS上的元数据。
说明 当不配置namespace.sync.int erval参数时，才会去使用Load策略；如果已配
置namespace.sync.int erval参数，则Load策略配置不生效。

1.6. JindoFS外部客户端
本文主要介绍JindoFS的外部客户端，以及一些典型的应用场景。

概述
JindoFS外部客户端，主要是为E-MapReduce集群外部访问JindoFS集群提供一种可行的方法。现在JindoFS外部客户端只能访问块
存储模式下的JindoFS，不支持访问缓存模式下的JindoFS。实际上，缓存模式兼容OSS原始语义，因此外部访问仅需用普通OSS客
户端即可。

应用场景
JindoFS外部客户端实现了Hadoop文件系统的接口，在用户程序跟E-MapReduce JindoFS Namespace服务网络相通的情况下，
用户可以通过JindoFS外部客户端去访问JindoFS上存储的数据， 但外部客户端不能利用E-MapReduce JindoFS的数据缓存能力，
相比E-MapReduce集群内部访问JindoFS集群，性能有所损失。

配置外部客户端
已配置JindoFS块存储模式的Namespace，详情请参见JindoFS块存储模式。
1. 获取Bigboot 程序包。
在E-MapReduce集群内部/usr/lib/bigboot-current 路径下，获取Bigboot 程序包。
说明 一般情况下，程序使用Nat ive开发，若实际系统类型与E-MapReduce集群差别较大，相关的程序需重新编
译，可以通过联系我们处理。
2. 配置环境。
设置环境变量BIGBOOT _HOME为程序安装根目录，将程序根目录下ext 和lib的路径，添加到用户使用的大数据组件
（Hadoop或Spark等）的Classpat h中。
3. 从E-MapReduce集群内部拷贝配置文件/usr/lib/bigboot-current/conf/bigboot.cfg.external，到用户客户机上对应的安
装目录conf/bigboot.cfg。
4. 配置Namespace Service。
client.namespace.rpc.port ：配置JindoFS Namespace Service的监听端口。
client.namespace.rpc.address ：配置JindoFS Namespace Service的监听地址。

说明

默认E-MapReduce集群中的配置文件已经配置好这两项。

5. 配置数据访问相关的配置项。
client.namespaces.{YourNamespace}.oss.access.bucket ：配置OSS bucket 选项。
client.namespaces.{YourNamespace}.oss.access.endpoint ：配置OSS endpoint 选项。

> 文档版本：2020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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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ent.namespaces.{YourNamespace}.oss.access.key ：配置OSS的AccessKey ID。
client.namespaces.{YourNamespace}.oss.access.secret ：配置OSS的AccessKey Secret 。

说明

其中 {YourNamespace} 为外部客户端要访问的Namespace的名称，本文Namespace的名称以t est 为例。

配置示例如下。
client.namespace.rpc.port = 8101
client.namespace.rpc.address = {RPC_Address}
client.namespaces.test.oss.access.bucket = {YourOssBucket}
client.namespaces.test.oss.access.endpoint = {YourOssEndpoint}
client.namespaces.test.oss.access.key = {YourOssAccessKeyID}
client.namespaces.test.oss.access.secret = {YourOssAccessKeySecret}

配置验证
验证如下信息：
通过以下命令，验证Namespace是否正确。
hdfs dfs -ls jfs://test/

通过以下命令，验证数据是否可以上传或者下载。
hdfs dfs -put /etc/hosts jfs://test/

hdfs dfs -get jfs://test/h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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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indoFS基础使用（EMR-3.27.x版本）
2.1. SmartData 2.6.x版本简介

Smart Dat a的2.6.x版本，包含多个重大特性的发布以及大幅的性能优化。例如，Namespace服务后端存储支持
T ablest ore（OT S）以及Raft 、Namespace服务支持HA、读写性能优化、块存储模式和缓存模式使用方式优化等。

元数据服务后端存储方案升级
在原有RocksDB方案的基础上，新版本推出了T ablest ore和Raft 的后端存储方案，实现元数据上云。
针对使用Cache模式且对于元数据存储以及HA没有高要求的场景，默认的RocksDB是一种简单、实用而且高效的方案。
T ablest ore和Raft 的方案，实现了元数据服务的高可用，可以通过多个Namespace服务提供HA方案。
各方案详情请参见：
使用T ablest ore作为存储后端
使用Raft -RocksDB-T ablest ore作为存储后端
使用RocksDB作为元数据后端

使用模式优化
支持块存储模式和缓存模式两种使用模式：
块存储模式（Block）：使用方式与EMR 3.26.3之前版本基本一致，详情请参见JindoFS块存储模式使用说明。
缓存模式（Cache）：支持多种使用方式。例如，既支持与Block模式一致的使用方式，也支持原有OSS文件系统的使用方式，
以满足用户不同的需要，详情请参见JindoFS缓存模式使用说明。

支持权限
Block模式支持Unix权限和Ranger权限两种文件系统权限功能：
Unix权限：可以使用文件的777权限。
Ranger权限：可以使用Ranger路径通配符等高级配置。
权限功能详细请参见JindoFS权限功能。

2.2. JindoFS块存储模式使用说明
块存储模式（Block）提供了最为高效的数据读写能力和元数据访问能力。数据以Block形式存储在后端存储OSS上，本地提供缓
存加速，元数据则由本地Namespace服务维护，提供高效的元数据访问性能。本文主要介绍JindoFS的块存储模式及其使用方
式。

背景信息
JindoFS块存储模式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海量弹性的存储空间，基于OSS作为存储后端，存储不受限于本地集群，而且本地集群能够自由弹性伸缩。
能够利用本地集群的存储资源加速数据读取，适合具有一定本地存储能力的集群，能够利用有限的本地存储提升吞吐率，特别
对于一写多读的场景效果显著。
元数据操作效率高，能够与HDFS相当，能够有效规避OSS文件系统元数据操作耗时以及高频访问下可能引发不稳定的问题。
能够最大限度保证执行作业时的数据本地化，减少网络传输的压力，进一步提升读取性能。

配置使用方式
1. 进入Smart Dat a服务。
i. 登录阿里云E-MapReduce控制台。
ii. 在顶部菜单栏处，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地域（Region）和资源组。
iii. 单击上方的集群管理 页签。
iv. 在集群管理 页面，单击相应集群所在行的详情 。
v.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集群服务 > Smart Dat a。
2. 进入bigboot 服务配置。

> 文档版本：2020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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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单击配置 页签。
ii. 单击bigboot 。

3. 配置以下参数。JindoFS支持多命名空间，本文命名空间以t est 为例。
i. 修改jf s.namespaces为t est 。t est 表示当前JindoFS支持的命名空间，多个命名空间时以逗号隔开。
ii. 单击自定义配置 ，在新增配置项 对话框中增加以下参数，单击确定 。
参数

参数说明

示例

oss://<oss_bucket>/<oss_dir>/
说明
推荐配置到OSS
bucket下的某一个具体目录，该命
名空间即会将Block模式的数据块存
放在该目录下。

jfs.namespaces.test.oss.uri

表示test命名空间的后端存储。

jfs.namespaces.test.mode

表示test命名空间为块存储模式。

block

jfs.namespaces.test.oss.access.key

表示存储后端OSS的AccessKey ID。

xxxx

jfs.namespaces.test.oss.access.secre
t

表示存储后端OSS的AccessKey
Secret。

说明
考虑到性能和稳定性，
推荐使用同账户、同Region下的
OSS bucket作为存储后端，此
时，E-MapReduce集群能够免密访
问OSS，无需配置AccessKey ID和
AccessKey Secret。

iii. 单击确定 。
4. 单击右上角的保存 。
5. 单击右上角的操作 > 重启 Jindo Namespace Service 。重启后即可通过 jfs://test/<path_of_file> 的形式访问JindoFS上
的文件。

磁盘空间水位控制
JindoFS后端基于OSS，可以提供海量的存储，但是本地盘的容量是有限的，因此JindoFS会自动淘汰本地较冷的数据备份。我们
提供了 storage.watermark.high.ratio 和 storage.watermark.low.ratio 两个参数来调节本地存储的使用容量，值均为0～1的小
数，表示使用磁盘空间的比例。
1. 修改磁盘水位配置。
可在服务配置 区域的st orage 页签，修改以下参数。

参数

描述

st o rage.w at ermark.high.rat io

表示磁盘使用量的上水位比例，每块数据盘的JindoFS数据目录占
用的磁盘空间到达上水位即会触发清理。默认值：0.4。

st o rage.w at ermark.lo w .rat io

表示使用量的下水位比例，触发清理后会自动清理冷数据，将
JindoFS数据目录占用空间清理到下水位。默认值：0.2。

说明
可。

您可以通过设置上水位比例调节期望分给JindoFS的磁盘空间，下水位必须小于上水位，设置合理的值即

2. 保存配置。
i. 单击右上角的保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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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确认修改 对话框中，输入执行原因，开启自动更新配置 。
iii. 单击确定 。
3. 重启Jindo St orage Service使配置生效。
i. 单击右上角的操作 > 重启Jindo St orage Service 。
ii. 在执行集群操作 对话框中，设置相关参数。
iii. 单击确定 。
iv. 在确认 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

2.3. JindoFS缓存模式使用说明
缓存模式（Cache）主要兼容原生OSS存储方式，文件以对象的形式存储在OSS上，每个文件根据实际访问情况会在本地进行缓
存，提升EMR集群内访问OSS的效率，同时兼容了原有OSS原有文件形式，数据访问上能够与其他OSS客户端完全兼容。本文主
要介绍JindoFS的缓存模式及其使用方式。

背景信息
缓存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兼容性，保持了OSS原有的对象语义，集群中仅做缓存，因此和其他的各种OSS客户端是完全兼容的，
对原有OSS上的存量数据也不需要做任何的迁移、转换工作即可使用。同时集群中的缓存也能一定程度上提升数据访问性能，缓
解读写OSS的带宽压力。

配置使用方式
JindoFS缓存模式提供了以下两种基本使用方式，以满足不同的使用需求。
OSS Scheme
详情请参见配置OSS Scheme（推荐）。
JFS Scheme
详情请参见配置JFS Scheme。

配置O SS Scheme（推荐）
OSS Scheme保留了原有OSS文件系统的使用习惯，即直接通过 oss://<bucket_name>/<path_of_your_file> 的形式访问OSS上的
文件。使用该方式访问OSS，无需进行额外的配置，创建EMR集群后即可使用，对于原有读写OSS的作业也无需做任何修改即可
运行。

配置JFS Scheme
1. 进入Smart Dat a服务。
i. 登录阿里云E-MapReduce控制台。
ii. 在顶部菜单栏处，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地域（Region）和资源组。
iii. 单击上方的集群管理 页签。
iv. 在集群管理 页面，单击相应集群所在行的详情 。
v.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集群服务 > Smart Dat a。
2. 进入bigboot 服务配置。
i. 单击配置 页签。
ii. 单击bigboot 。

3. 配置以下参数。JindoFS支持多命名空间，本文命名空间以t est 为例。
i. 修改jf s.namespaces为t est 。t est 表示当前JindoFS支持的命名空间，多个命名空间时以逗号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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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单击自定义配置 ，在新增配置项 对话框中增加以下参数。
参数

参数说明

示例

oss://<oss_bucket>/<oss_dir>/

jfs.namespaces.test.oss.uri

表示test命名空间的后端存储。

jfs.namespaces.test.mode

表示test命名空间为缓存模式。

说明
该配置必须配置到OSS
Bucket下的具体目录，也可以直接
使用根目录。

cache

4. 单击右上角的保存 。
5. 单击右上角的操作 > 重启 Jindo Namespace Service 。重启后即可通过 jfs://test/<path_to_your_file> 的形式访问，该
命名空间下的文件会以jf s.namespaces.t est .oss.uri所配置的目录作为根目录进行组织，例如 jfs://test/hello.txt 对应实
际OSS上的文件为oss://<oss_bucket>/<oss_dir>/hello.txt 。

启用缓存
启用缓存会利用本地磁盘对访问的热数据块进行缓存，默认状态为禁用，即所有OSS读取都直接访问OSS上的数据。
1. 在集群服务 > Smart Dat a的配置 页面，单击client 页签。
2. 修改jf s.cache.dat a-cache.enable 为1 ，表示启用缓存。此配置为客户端配置，不需要重启Smart Dat a服务。
缓存启用后，Jindo服务会自动管理本地缓存备份，通过水位清理本地缓存，请您根据需求配置一定的比例用于缓存，详情请参
见磁盘空间水位控制。

磁盘空间水位控制
JindoFS后端基于OSS，可以提供海量的存储，但是本地盘的容量是有限的，因此JindoFS会自动淘汰本地较冷的数据备份。我们
提供了 storage.watermark.high.ratio 和 storage.watermark.low.ratio 两个参数来调节本地存储的使用容量，值均为0～1的小
数，表示使用磁盘空间的比例。
1. 修改磁盘水位配置。
可在服务配置 区域的st orage 页签，修改以下参数。

参数

描述

st o rage.w at ermark.high.rat io

表示磁盘使用量的上水位比例，每块数据盘的JindoFS数据目录占
用的磁盘空间到达上水位即会触发清理。默认值：0.4。

st o rage.w at ermark.lo w .rat io

表示使用量的下水位比例，触发清理后会自动清理冷数据，将
JindoFS数据目录占用空间清理到下水位。默认值：0.2。

说明
可。

您可以通过设置上水位比例调节期望分给JindoFS的磁盘空间，下水位必须小于上水位，设置合理的值即

2. 保存配置。
i. 单击右上角的保存 。
ii. 在确认修改 对话框中，输入执行原因，开启自动更新配置 。
iii. 单击确定 。
3. 重启Jindo St orage Service使配置生效。
i. 单击右上角的操作 > 重启Jindo St orage Service 。
ii. 在执行集群操作 对话框中，设置相关参数。
iii. 单击确定 。
iv. 在确认 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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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O SS Bucket
在EMR集群中访问同账号、同区域的OSS Bucket 时，默认支持免密访问，即无需配置任何AccessKey即可访问。如果访问非以上
情况的OSS Bucket 需要配置相应的AccessKey ID、AccessKey Secret 以及Endpoint ，针对两种使用方式相应的配置分别如下：
OSS Scheme
i. 在集群服务 > Smart Dat a的配置 页面，单击smart dat a-sit e 页签。
ii. 单击自定义配置 ，在新增配置项 对话框中增加以下参数，单击确定 。
参数

参数说明

f s.jf s.cache.o ss-accessKeyId

表示存储后端OSS的AccessKey ID。

f s.jf s.cache.o ss-accessKeySecret

表示存储后端OSS的AccessKey Secret。

f s.jf s.cache.o ss-endpo int

表示存储后端OSS的endpoint。

JFS Scheme
i. 在集群服务 > Smart Dat a的配置 页面，单击bigboot 页签。
ii. 修改jf s.namespaces为t est 。
iii. 单击自定义配置 ，在新增配置项 对话框中增加以下参数，单击确定 。
参数

jf s.namespaces.t est .o ss.uri

参数说明
表示test命名空间的后端存储。示例：oss://<oss_bucket.end
point>/<oss_dir> 。
endpoint信息直接配置在oss.uri中。

jf s.namespaces.t est .o ss.access.key

表示存储后端OSS的AccessKey ID。

jf s.namespaces.t est .o ss.access.secret

表示存储后端OSS的AccessKey Secret。

高级配置
Cache模式还包含一些高级配置，用于性能调优，以下配置均为客户端配置，修改后无需重启Smart Dat a服务。
在服务配置 区域的client 页签，配置以下参数。
参数

参数说明

client .o ss.uplo ad.t hreads

每个文件写入流的OSS上传线程数。默认值：4。

client .o ss.uplo ad.max.parallelism

进程级别OSS上传总并发度上限，防止过多上传线程造成过大的带
宽压力以及过大的内存消耗。默认值：16。

在服务配置 区域的smart dat a-sit e 页签，配置以下参数。
参数

参数说明
rename过程使用普通copy接口的文件大小上限（小于阈值的使用
普通 copy接口，大于阈值的使用multipart copy接口以提高copy
效率）。

f s.jf s.cache.co py.simple.max.byt e

f s.jf s.cache.w rit e.buf f er.siz e

> 文档版本：20201027

说明
如果确认已开通OSS fast copy功能，参数值设
为-1 ，表示所有大小均使用普通copy接口，从而有效利用fast
copy获得最优的rename性能。

文件写入流的buffer大小，参数值必须为2的幂次，最大为8MB，如
果作业同时打开的写入流较多导致内存使用过大，可以适当调小此
参数。默认值：1048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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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启用Jindo Job Committer，避免Job Committer的rename操作，
来提升性能。默认值：true。

f s.o ss.co mmit t er.magic.enabled

说明
针对Cache模式下，由于OSS这类对象存储
rename操作性能较差的问题，推出了Jindo Job Committer。

2.4. JindoFS元数据服务
2.4.1. 使用Tablestore作为存储后端
JindoFS元数据服务支持不同的存储后端，本文介绍使用T ablest ore（OT S）作为元数据后端时需要进行的配置。

前提条件
已创建EMR集群。
详情请参见创建集群。
已创建T ablest ore实例，推荐使用高性能实例。
详情请参见创建实例。
说明

需要开启事务功能。

背景信息
JindoFS在新版本中，支持使用T ablest ore作为JindoFS元数据服务（Namespace Service）的存储。一个EMR JindoFS集群可以绑
定一个T ablest ore实例（Inst ance）作为JindoFS元数据服务的存储介质，元数据服务会自动为每个Namespace创建独立的
T ablest ore表进行管理和存储元数据信息。
元数据服务（双机T ablest ore和HA）架构图如下所示。

配置Tablestore
使用T ablest ore功能，需要把创建的T ablest ore实例和JindoFS的Namespace服务进行绑定，详细步骤如下：
1. 进入Smart Dat a服务。
i. 登录阿里云E-MapReduce控制台。
ii. 在顶部菜单栏处，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地域（Region）和资源组。
iii. 单击上方的集群管理 页签。
iv. 在集群管理 页面，单击相应集群所在行的详情 。
v.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集群服务 > Smart Dat a。
2. 进入bigboot 服务配置。
i. 单击配置 页签。
ii. 单击bigboot 。

3. 配置以下参数。例如，在华东1（杭州）地域下，创建了emr-jfs的T ablest ore实例，EMR集群使用VPC网络，访问
T ablest ore的AccessKey ID为kkkkkk，Access Secret 为XXXXXX。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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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是否必选

示例

是

ots

设置namespace后端存储类
型，支持：
namespace.backend.t yp
e

rocksdb
ots
raft
默认为rocksdb。

namespace.o t s.inst ance

T ablestore实例名称。

是

emr-jfs

namespace.o t s.accessKe
y

T ablestore实例的AccessKey
ID。

否

kkkkkk

namespace.o t s.accessSe
cret

T ablestore实例的AccessKey
Secret。

否

XXXXXX

namespace.o t s.endpo int

T ablestore实例的Endpoint地
址，普通EMR集群，推荐使用
VPC地址。

是

http://emr-jfs.cn-hangzhou
.vpc.tablestore.aliyuncs.co
m

4. 保存配置。
i. 单击右上角的保存 。
ii. 在确认修改 对话框中，输入执行原因，开启自动更新配置 。
iii. 单击确定 。
5. 单击右上角的操作 > 重启 Jindo Namespace Service 。

配置Tablestore（高可用方案）
针对EMR的高可用集群，可以通过配置开启Namespace高可用模式。

Namespace高可用模式采用Act ive和St andby互备方式，支持自动故障转移，当Act ive Namespace出现异常或者异常中止时，
客户端可以请求自动切换到新的Act ive节点。

1. 进入Smart Dat a的bigboot 服务配置，配置以下参数。
i. 修改jf s.namespace.server.rpc-address值为emr-header-1:8101,emr-header-2:8101 。
ii. 单击右上角的自定义配置 ，添加namespace.backend.ot s.ha为t rue 。
iii. 单击确定 。
iv. 保存配置。
a. 单击右上角的保存 。
b. 在确认修改 对话框中，输入执行原因，开启自动更新配置 。
c. 单击确定 。
2. 单击右上角的操作 > 重启Jindo Namespace Service 。
3. 单击右上角的操作 > 重启Jindo St orage Service 。

2.4.2. 使用RocksDB作为元数据后端
JindoFS元数据服务支持不同的存储后端，默认配置RocksDB为元数据存储后端。本文介绍使用RocksDB作为元数据后端时需要进
行的相关配置。

背景信息
RocksDB作为元数据后端时不支持高可用。如果需要高可用，推荐配置T ablest ore（OT S）或者Raft 作为元数据后端，详情请参

> 文档版本：2020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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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使用T ablest ore作为存储后端和使用Raft -RocksDB-T ablest ore作为存储后端。
单机RocksDB作为元数据服务的架构图如下所示。

配置RocksDB
1. 进入Smart Dat a服务。
i. 登录阿里云E-MapReduce控制台。
ii. 在顶部菜单栏处，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地域（Region）和资源组。
iii. 单击上方的集群管理 页签。
iv. 在集群管理 页面，单击相应集群所在行的详情 。
v.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集群服务 > Smart Dat a。
2. 进入bigboot 服务配置。
i. 单击配置 页签。
ii. 单击bigboot 。

3. 设置namespace.backend.t ype 为rocksdb 。
4. 保存配置。
i. 单击右上角的保存 。
ii. 在确认修改 对话框中，输入执行原因，开启自动更新配置 。
iii. 单击确定 。
5. 单击右上角的操作 > 重启 Jindo Namespace Service 。

2.4.3. 使用Raft-RocksDB-Tablestore作为存储后端
JindoFS在EMR-3.27.0及之后版本中支持使用Raft -RocksDB-OT S作为Jindo元数据服务（Namespace Service）的存储。1个EMR
JindoFS集群创建3个Mast er节点组成1个Raft 实例，实例的每个Peer节点使用本地RocksDB存储元数据信息。

前提条件
创建T ablest ore实例，推荐使用高性能实例，详情请参见创建实例。
说明

需要开启事务功能。

创建3 Mast er的EMR集群，详情请参见创建集群。

说明

如果没有部署方式，请提交工单处理。

背景信息
RocksDB通过Raft 协议实现3个节点之间的复制。集群可以绑定1个T ablest ore（OT S）实例，作为Jindo的元数据服务的额外存储
介质，本地的元数据信息会实时异步地同步到用户的T ablest ore实例上。
元数据服务-多机Raft -RocksDB-T ablest ore+HA如下图所示。

配置本地raft后端
1. 新建EMR集群后，暂停Smart Dat a所有服务。
i. 登录阿里云E-MapReduce控制台。
ii. 在顶部菜单栏处，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地域（Region）和资源组。
iii. 单击上方的集群管理 页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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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在集群管理 页面，单击相应集群所在行的详情 。
v.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集群服务 > Smart Dat a。
vi. 单击右上角的操作 > 停止 All Component s。
2. 根据使用需求，添加需要的namespace。
3. 进入Smart Dat a服务的bigboot 页签。
i.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集群服务 > Smart Dat a。
ii. 单击配置 页签。
iii. 在服务配置 区域，单击bigboot 页签。
4. 在Smart Dat a服务的bigboot 页签，设置以下参数。
参数

描述

示例

设置namespace后端存储类型，支持：
rocksdb
namespace.backend.t ype

ots

raft

raft
默认为rocksdb。
namespace.backend.raf t .init ialco nf

部署raft实例的3个Master地址（固定
值）。

emr-header-1:8103:0,emr-header2:8103:0,emr-header-3:8103:0

jf s.namespace.server.rpc-address

Client端访问raft实例的3个Master地址
（固定值）

emr-header-1:8101,emr-header2:8101,emr-header-3:8101

说明

如果不需要使用OT S远端存储，直接执行步骤6和步骤7；如果需要使用OT S远端存储，请执行步骤5~步骤

7。
5. （可选）配置远端OT S异步存储。在Smart Dat a服务的bigboot 页签，设置以下参数。
参数

参数说明

示例

namespace.o t s.inst ance

T ablestore实例名称。

emr-jfs

namespace.o t s.accessKey

T ablestore实例的AccessKey ID。

kkkkkk

namespace.o t s.accessSecret

T ablestore实例的AccessKey Secret。

XXXXXX

namespace.o t s.endpo int

T ablestore实例的endpoint地址，通常
EMR集群，推荐使用VPC地址。

http://emr-jfs.cn-hangzhou.vpc.tables
tore.aliyuncs.com

是否开启OT S异步上传，包括：
true
false
namespace.backend.raf t .async.o t
s.enabled

当设置为true时，需要在SmartData服务
完成初始化前，开启OT S异步上传功能。

true

说明
如果SmartData服务已
完成初始化，则不能再开启该功能。
因为OT S的数据已经落后于本地
RocksDB的数据。

6. 保存配置。
i. 单击右上角的保存 。
ii. 在确认修改 对话框中，输入执行原因，开启自动更新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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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单击确定 。
7. 单击右上角的操作 > 启动 All Component s。

从Tablestore恢复元数据信息
如果您在原始集群开启了远端T ablest ore异步存储，则T ablest ore上会有1份完整的JindoFS元数据的副本。您可以在停止或释放
原始集群后，在新创建的集群上恢复原先的元数据，从而继续访问之前保存的文件。
1. （可选）准备工作。
i. （可选）统计原始集群的元数据信息（文件和文件夹数量）。
[hadoop@emr-header-1 ~]$ hadoop fs -count jfs://test/
1596

1482809

25 jfs://test/

(文件夹个数） （文件个数）

ii. 停止原始集群的作业，等待30~120秒左右，等待原始集群的数据已经完全同步到T ablest ore。执行以下命令查看状
态。如果LEADER节点显示 _synced=1 ，则表示T ablest ore为最新数据，同步完成。
jindo jfs -metaStatus -detail

iii. 停止或释放原始集群，确保没有其它集群正在访问当前的T ablest ore实例。
2. 创建新集群。新建与T ablest ore实例相同Region的EMR集群，暂停Smart Dat a所有服务。详情请参见配置本地raft 后端中
的步骤1。
3. 初始化配置。在Smart Dat a服务的bigboot 页签，设置以下参数。
参数

描述

示例

是否开启OT S异步上传，包括：
namespace.backend.raf t .async.o t
s.enabled

true

false

false
是否开启从OT S恢复元数据，包括：

namespace.backend.raf t .reco very.
mo de

true

true

false

4. 保存配置。
i. 单击右上角的保存 。
ii. 在确认修改 对话框中，输入执行原因，开启自动更新配置 。
iii. 单击确定 。
5. 单击右上角的操作 > 启动 All Component s。
6. 新集群的Smart Dat a服务启动后，自动从OT S恢复元数据到本地Raft -RocksDB上，可以通过以下命令查看恢复进度。
jindo jfs -metaStatus -detail

如图所示，LEADER节点的st at e为FINISH表示恢复完成。

7. （可选）执行以下操作，可以比较一下文件数量与原始集群是否一致。此时的集群为恢复模式，也是只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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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文件数量一致
[hadoop@emr-header-1 ~]$ hadoop fs -count jfs://test/
1596

1482809

25 jfs://test/

# 文件可正常读取(cat、get命令)
[hadoop@emr-header-1 ~]$ hadoop fs -cat jfs://test/testfile
this is a test file
# 查看目录
[hadoop@emr-header-1 ~]$ hadoop fs -ls jfs://test/
Found 3 items
drwxrwxr-x - root root

0 2020-03-25 14:54 jfs://test/emr-header-1.cluster-50087

-rw-r----- 1 hadoop hadoop

5 2020-03-25 14:50 jfs://test/haha-12096RANDOM.txt

-rw-r----- 1 hadoop hadoop

20 2020-03-25 15:07 jfs://test/testfile

# 只读状态，不可修改文件
[hadoop@emr-header-1 ~]$ hadoop fs -rm jfs://test/testfile
java.io.IOException: ErrorCode : 25021 , ErrorMsg: Namespace is under recovery mode, and is read-only.

8. 修改配置，将集群设置为正常模式，开启OT S异步上传功能。在Smart Dat a服务的bigboot 页签，设置以下参数。
参数

描述

示例

是否开启OT S异步上传，包括：
namespace.backend.raf t .async.o t
s.enabled

true

true

false
是否开启从OT S恢复元数据，包括：

namespace.backend.raf t .reco very.
mo de

true

false

false

9. 重启集群。
i. 单击上方的集群管理 页签。
ii. 在集群管理 页面，单击相应集群所在行的更多 > 重启 。

2.5. JindoFS权限功能
本文介绍JindoFS的Block模式支持的文件系统权限功能，包括Unix权限和Ranger权限两种。

背景信息
您可以在Apache Ranger组件上配置用户权限，在JindoFS上开启Ranger插件后，就可以在Ranger上对JindoFS权限（和其它组件
权限）进行一站式管理。

Block模式支持Unix权限和Ranger权限两种文件系统权限功能：
Unix权限：可以使用文件的777权限。
Ranger权限：可以使用Ranger路径通配符等高级配置。

启用JindoFS Unix权限
1. 进入Smart Dat a服务。
i. 登录阿里云E-MapReduce控制台。
ii. 在顶部菜单栏处，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地域（Region）和资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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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单击上方的集群管理 页签。
iv. 在集群管理 页面，单击相应集群所在行的详情 。
v.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集群服务 > Smart Dat a。
2. 进入bigboot 服务配置。
i. 单击配置 页签。
ii. 单击bigboot 。

3. 单击自定义配置 ，在新增配置项 对话框中，设置Key 为jfs.namespaces.
<namespace>.permission.met hod，Value 为unix，单击确定 。
4. 保存配置。
i. 单击右上角的保存 。
ii. 在确认修改 对话框中，输入执行原因，开启自动更新配置 。
iii. 单击确定 。
5. 重启配置。
i. 单击右上角的操作 > 重启 Jindo Namespace Service 。
ii. 输入执行原因，单击确定 。
开启文件系统权限后，使用方式跟HDFS一样。支持以下命令。
hadoop fs -chmod 777 jfs://{namespace_name}/dir1/file1
hadoop fs -chown john:staff jfs://{namespace_name}/dir1/file1

如果用户对某一个文件没有权限，将返回如下错误信息。

启用JindoFS Ranger权限
1. 添加Ranger。
i. 在bigboot 页签，单击自定义配置 。
ii. 在新增配置项 对话框中，设置Key 为jfs.namespaces.<namespace>.permission.met hod，Value 为ranger。
iii. 保存配置。
a. 单击右上角的保存 。
b. 在确认修改 对话框中，输入执行原因，开启自动更新配置 。
c. 单击确定 。
iv. 重启配置。
a. 单击右上角的操作 > 重启 Jindo Namespace Service 。
b. 输入执行原因，单击确定 。
2. 配置Ranger。
i. 进入Ranger UI页面。详情请参见概述。
ii. Ranger UI添加HDFS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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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配置相关参数。
参数

说明

Service Name

jfs-{namespace_name}。

Username

自定义。

Passw o rd

自定义。

Nameno de URL

输入jfs://{namespace_name}。

Aut ho riz at io n Enabled

使用默认值No。

Aut hent icat io n T ype

使用默认值Simple。

df s.dat ano de.kerbero s.principal
df s.nameno de.kerbero s.principal
不填写。
df s.seco ndary.nameno de.kerbero s.principal
Add New Co nf igurat io ns

iv. 单击Add 。

启用JindoFS Ranger权限+LDAP用户组
如果您在Ranger UserSync上开启了从LDAP同步用户组信息的功能，则JindoFS也需要修改相应的配置，才能获取LDAP的用户组
信息，从而对当前用户组进行Ranger权限的校验。
1. 在bigboot 页签，单击自定义配置 。
2. 在新增配置项 对话框中，设置以下参数配置LDAP，单击确定 。
参数

示例

hadoop.security.group.mapping

org.apache.hadoop.security.CompositeGroupsMapping

hadoop.security.group.mapping.providers

shell4services,ad4users

hadoop.security.group.mapping.providers.combined

true

hadoop.security.group.mapping.provider.shell4services

org.apache.hadoop.security.ShellBasedUnixGroupsMapping

hadoop.security.group.mapping.provider.ad4users

org.apache.hadoop.security.LdapGroupsMapping

hadoop.security.group.mapping.ldap.url

ldap://emr-header-1:10389

hadoop.security.group.mapping.ldap.search.filter.user

(&(objectClass=person)(uid={0}))

hadoop.security.group.mapping.ldap.search.filter.group

(objectClass=groupOfNames)

hadoop.security.group.mapping.ldap.base

o=emr

说明

配置项请遵循开源HDFS内容。

3. 保存配置。
i. 单击右上角的保存 。
ii. 在确认修改 对话框中，输入执行原因，开启自动更新配置 。
iii. 单击确定 。
4. 重启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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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单击右上角的操作 > 重启 All Component s。
ii. 输入执行原因，单击确定 。
5. 通过SSH登录emr-header-1节点，配置Ranger UserSync并启用LDAP选项。详情请参见Ranger Usersync集成LDAP。

2.6. Jindo Job Committer使用说明
本文主要介绍JindoOssCommit t er的使用说明。

背景信息
Job Commit t er是MapReduce和Spark等分布式计算框架的一个基础组件，用来处理分布式任务写数据的一致性问题。
Jindo Job Commit t er是阿里云E-MapReduce针对OSS场景开发的高效Job Commit t er的实现，基于OSS的Mult ipart Upload接口，
结合OSS Filesyst em层的定制化支持。使用Jindo Job Commit t er时，T ask数据直接写到最终目录中，在完成Job Commit 前，中间
数据对外不可见，彻底避免了Rename操作，同时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注意
OSS拷贝数据的性能，针对不同的用户或Bucket 会有差异，可能与OSS带宽以及是否开启某些高级特性等因素有关，
具体问题可以咨询OSS的技术支持。
在所有任务都完成后，MapReduce Applicat ion Mast er或Spark Driver执行最终的Job Commit 操作时，会有一个短暂
的时间窗口。时间窗口的大小和文件数量线性相关，可以通过增大 fs.oss.committer.threads 可以提高并发处理的速
度。
Hive和Prest o等没有使用Hadoop的Job Commit t er。
E-MapReduce集群中默认打开Jindo Oss Commit t er的参数。

在MapReduce中使用Jindo Job Committer
1. 进入YARN服务的mapred-sit e 页签。
i. 登录阿里云E-MapReduce控制台。
ii. 在顶部菜单栏处，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地域（Region）和资源组。
iii. 单击上方的集群管理 页签。
iv. 在集群管理 页面，单击相应集群所在行的详情 。
v.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集群服务 > YARN。
vi. 单击配置 页签。
vii. 在服务配置 区域，单击mapred-sit e 页签。
2. 针对Hadoop不同版本，在YARN服务中配置以下参数。
Hadoop 2.x版本
在YARN服务的mapred-sit e 页签，设
置mapreduce.out put commit t er.class为com.aliyun.emr.fs.oss.commit .JindoOssCommit t er。
Hadoop 3.x版本
在YARN服务的mapred-sit e 页签，设
置mapreduce.out put commit t er.f act ory.scheme.oss为com.aliyun.emr.fs.oss.commit .JindoOssCommit t erFact ory。
3. 保存配置。
i. 单击右上角的保存 。
ii. 在确认修改 对话框中，输入执行原因，开启自动更新配置 。
iii. 单击确定 。
4. 进入Smart Dat a服务的smart dat a-sit e 页签。
i.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集群服务 > Smart Dat a。
ii. 单击配置 页签。
iii. 在服务配置 区域，单击smart dat a-sit e 页签。
5. 在Smart Dat a服务的smart dat a-sit e 页签，设置f s.oss.commit t er.magic.enabled 为t 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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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保存配置。
i. 单击右上角的保存 。
ii. 在确认修改 对话框中，输入执行原因，开启自动更新配置 。
iii. 单击确定 。
说明 在设置mapreduce.out put commit t er.class为com.aliyun.emr.fs.oss.commit .JindoOssCommit t er后，可以通
过开关f s.oss.commit t er.magic.enabled 便捷地控制所使用的Job Commit t er。当打开时，MapReduce任务会使用无需
Rename操作的Jindo Oss Magic Commit t er，当关闭时，JindoOssCommit t er和FileOut put Commit t er行为一样。

在Spark中使用Jindo Job Committer
1. 进入Spark服务的spark-def ault s页签。
i.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集群服务 > Spark。
ii. 单击配置 页签。
iii. 在服务配置 区域，单击spark-def ault s页签。
2. 在Spark服务的spark-def ault s页签，设置以下参数。
参数

参数值

spark.sql.so urces.o ut put Co mmit t erClass

com.aliyun.emr.fs.oss.commit.JindoOssCommitter

spark.sql.parquet .o ut put .co mmit t er.class

com.aliyun.emr.fs.oss.commit.JindoOssCommitter

spark.sql.hive.o ut put Co mmit t erClass

com.aliyun.emr.fs.oss.commit.JindoOssCommitter

这三个参数分别用来设置写入数据到Spark Dat aSource表、Spark Parquet 格式的Dat aSource表和Hive表时使用的Job
Commit t er。
3. 保存配置。
i. 单击右上角的保存 。
ii. 在确认修改 对话框中，输入执行原因，开启自动更新配置 。
iii. 单击确定 。
4. 进入Smart Dat a服务的smart dat a-sit e 页签。
i.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集群服务 > Smart Dat a。
ii. 单击配置 页签。
iii. 在服务配置 区域，单击smart dat a-sit e 页签。
5. 在Smart Dat a服务的smart dat a-sit e 页签，设置f s.oss.commit t er.magic.enabled 为t rue。
说明

您可以通过开关 fs.oss.committer.magic.enabled 便捷地控制所使用的Job Commit t er。当打开时，Spark任

务会使用无需Rename操作的Jindo Oss Magic Commit t er，当关闭时，JindoOssCommit t er和FileOut put Commit t er行为
一样。
6. 保存配置。
i. 单击右上角的保存 。
ii. 在确认修改 对话框中，输入执行原因，开启自动更新配置 。
iii. 单击确定 。

优化Jindo Job Committer性能
当MapReduce或Spark任务写大量文件的时候，您可以调整MapReduce Applicat ion Mast er或Spark Driver中并发执行Commit 相
关任务的线程数量，提升Job Commit 性能。
1. 进入Smart Dat a服务的smart dat a-sit e 页签。
i.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集群服务 > Smart Da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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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单击配置 页签。
iii. 在服务配置 区域，单击smart dat a-sit e 页签。
2. 在Smart Dat a服务的smart dat a-sit e 页签，设置f s.oss.commit t er.t hreads为8。 默认值为8。
3. 保存配置。
i. 单击右上角的保存 。
ii. 在确认修改 对话框中，输入执行原因，开启自动更新配置 。
iii. 单击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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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JindoFS基础使用（EMR-3.28.x版本）
3.1. Jindo DistCp使用说明
本文介绍JindoFS的数据迁移工具Jindo Dist Cp的使用方法。

前提条件
已创建EMR-3.28.0或后续版本的集群，详情请参见创建集群。

使用Jindo Distcp
执行以下命令，获取帮助信息。
[root@emr-header-1 opt]# jindo distcp --help

返回信息如下。
--help - Print help text
--src=VALUE - Directory to copy files from
--dest=VALUE - Directory to copy files to
--parallelism=VALUE - Copy task parallelism
--outputManifest=VALUE - T he name of the manifest file
--previousManifest=VALUE - T he path to an existing manifest file
--requirePreviousManifest=VALUE - Require that a previous manifest is present if specified
--copyFromManifest - Copy from a manifest instead of listing a directory
--srcPrefixesFile=VALUE - File containing a list of source URI prefixes
--srcPattern=VALUE - Include only source files matching this pattern
--deleteOnSuccess - Delete input files after a successful copy
--outputCodec=VALUE - Compression codec for output files
--groupBy=VALUE - Pattern to group input files by
--targetSize=VALUE - T arget size for output files
--enableBalancePlan - Enable plan copy task to make balance
--enableDynamicPlan - Enable plan copy task dynamically
--enableT ransaction - Enable transation on Job explicitly
--diff - sh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rc and dest filelist

Jindo Dist Cp参数详细信息如下：
--src和--dest
--parallelism
--srcPat t ern
--delet eOnSuccess
--out put Codec
--out put Manifest 和--requirePreviousManifest
--out put Manifest 和--previousManifest
--copyFromManifest
--srcPrefixesFile
--groupBy和-t arget Size
--enableBalancePlan
--enableDynamicPlan
--enableT ransac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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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
查看Dist cp Count ers
使用OSS Accesskey
使用归档或低频写入OSS
清理残留文件

--src和--dest
--src 表示指定源文件的路径， --dest 表示目标文件的路径。

Jindo Dist Cp默认将 --src 目录下的所有文件拷贝到指定的 --dest 路径下。您可以通过指定 --dest 路径来确定拷贝后的文件目
录，如果不指定根目录，Jindo Dist Cp会自动创建根目录。
例如，如果您需要将/opt/tmp下的文件拷贝到OSS bucket ，可以执行以下命令。
jindo distcp --src /opt/tmp --dest oss://yang-hhht/tmp

--parallelism
--parallelism 用于指定MapReduce作业里的mapreduce.job.reduces参数。该参数默认为7，您可以根据集群的资源情况，通过

自定义 --parallelism 大小来控制Dist Cp任务的并发度。
例如，将HDFS上/opt/tmp目录拷贝到OSS bucket ，可以执行以下命令。
jindo distcp --src /opt/tmp --dest oss://yang-hhht/tmp --parallelism 20

--srcPattern
--srcPattern 使用正则表达式，用于选择或者过滤需要复制的文件。您可以编写自定义的正则表达式来完成选择或者过滤操作，

正则表达式必须为全路径正则匹配。
例如，如果您需要复制/data/incoming/hourly_table/2017-02-01/03下所有log文件，您可以通过指定 --srcPattern 的正则表
达式来过滤需要复制的文件。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data/incoming/hourly_table/2017-02-01/03下的文件。
[root@emr-header-1 opt]# hdfs dfs -ls /data/incoming/hourly_table/2017-02-01/03

返回信息如下。
Found 6 items
-rw-r----- 2 root hadoop

2252 2020-04-17 20:42 /data/incoming/hourly_table/2017-02-01/03/000151.sst

-rw-r----- 2 root hadoop

4891 2020-04-17 20:47 /data/incoming/hourly_table/2017-02-01/03/1.log

-rw-r----- 2 root hadoop

4891 2020-04-17 20:47 /data/incoming/hourly_table/2017-02-01/03/2.log

-rw-r----- 2 root hadoop

4891 2020-04-17 20:42 /data/incoming/hourly_table/2017-02-01/03/OPT IONS-000109

-rw-r----- 2 root hadoop

1016 2020-04-17 20:47 /data/incoming/hourly_table/2017-02-01/03/emp01.txt

-rw-r----- 2 root hadoop

1016 2020-04-17 20:47 /data/incoming/hourly_table/2017-02-01/03/emp06.txt

执行以下命令，复制以log结尾的文件。
jindo distcp --src /data/incoming/hourly_table --dest oss://yang-hhht/hourly_table --srcPattern .*\.log --parallelism 20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目标bucket 的内容。
[root@emr-header-1 opt]# hdfs dfs -ls oss://yang-hhht/hourly_table/2017-0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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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信息如下，显示只复制了以log结尾的文件。
Found 2 items
-rw-rw-rw- 1

4891 2020-04-17 20:52 oss://yang-hhht/hourly_table/2017-02-01/03/1.log

-rw-rw-rw- 1

4891 2020-04-17 20:52 oss://yang-hhht/hourly_table/2017-02-01/03/2.log

--deleteO nSuccess
--deleteOnSuccess 可以移动数据并从源位置删除文件。

例如，执行以下命令，您可以将/data/incoming/下的hourly_table文件移动到OSS bucket 中，并删除源位置文件。
jindo distcp --src /data/incoming/hourly_table --dest oss://yang-hhht/hourly_table --deleteOnSuccess --parallelism 20

--outputCodec
--outputCodec 可以在线高效地存储数据和压缩文件。
jindo distcp --src /data/incoming/hourly_table --dest oss://yang-hhht/hourly_table --outputCodec=gz --parallelism 20

目标文件夹中的文件已经使用gz编解码器压缩了。
[root@emr-header-1 opt]# hdfs dfs -ls oss://yang-hhht/hourly_table/2017-02-01/03

返回信息如下：
Found 6 items
-rw-rw-rw- 1

938 2020-04-17 20:58 oss://yang-hhht/hourly_table/2017-02-01/03/000151.sst.gz

-rw-rw-rw- 1

1956 2020-04-17 20:58 oss://yang-hhht/hourly_table/2017-02-01/03/1.log.gz

-rw-rw-rw- 1

1956 2020-04-17 20:58 oss://yang-hhht/hourly_table/2017-02-01/03/2.log.gz

-rw-rw-rw- 1

1956 2020-04-17 20:58 oss://yang-hhht/hourly_table/2017-02-01/03/OPT IONS-000109.gz

-rw-rw-rw- 1

506 2020-04-17 20:58 oss://yang-hhht/hourly_table/2017-02-01/03/emp01.txt.gz

-rw-rw-rw- 1

506 2020-04-17 20:58 oss://yang-hhht/hourly_table/2017-02-01/03/emp06.txt.gz

Jindo Dist Cp当前版本支持编解码器gzip、gz、lzo、lzop、snappy以及关键字none和keep（默认值）。关键字含义如下：
none表示保存为未压缩的文件。如果文件已压缩，则Jindo Dist Cp会将其解压缩。
keep表示不更改文件压缩形态，按原样复制。
说明
包。

如果您想在开源Hadoop集群环境中使用编解码器lzo，则需要安装gplcompression的nat ive库和hadoop-lzo

--outputManifest和--requirePreviousManifest
--outputManifest 可以指定生成Dist Cp的清单文件，用来记录copy过程中的目标文件、源文件和数据量大小等信息。

如果您需要生成清单文件，则指定 --requirePreviousManifest 为 false 。当前out put Manifest 文件默认且必须为gz类型压缩文
件。
jindo distcp --src /data/incoming/hourly_table --dest oss://yang-hhht/hourly_table --outputManifest=manifest-2020-04-17.gz --r
equirePreviousManifest=false --parallelism 20

查看out put Manifest 文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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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emr-header-1 opt]# hadoop fs -text oss://yang-hhht/hourly_table/manifest-2020-04-17.gz > before.lst
[root@emr-header-1 opt]# cat before.lst

返回信息如下。
{"path":"oss://yang-hhht/hourly_table/2017-02-01/03/000151.sst","baseName":"2017-02-01/03/000151.sst","srcDir":"oss://yang
-hhht/hourly_table","size":2252}
{"path":"oss://yang-hhht/hourly_table/2017-02-01/03/1.log","baseName":"2017-02-01/03/1.log","srcDir":"oss://yang-hhht/hourl
y_table","size":4891}
{"path":"oss://yang-hhht/hourly_table/2017-02-01/03/2.log","baseName":"2017-02-01/03/2.log","srcDir":"oss://yang-hhht/hourl
y_table","size":4891}
{"path":"oss://yang-hhht/hourly_table/2017-02-01/03/OPT IONS-000109","baseName":"2017-02-01/03/OPT IONS-000109","srcDir":
"oss://yang-hhht/hourly_table","size":4891}
{"path":"oss://yang-hhht/hourly_table/2017-02-01/03/emp01.txt","baseName":"2017-02-01/03/emp01.txt","srcDir":"oss://yanghhht/hourly_table","size":1016}
{"path":"oss://yang-hhht/hourly_table/2017-02-01/03/emp06.txt","baseName":"2017-02-01/03/emp06.txt","srcDir":"oss://yanghhht/hourly_table","size":1016}

--outputManifest和--previousManifest
--outputManifest 表示包含所有已复制文件（旧文件和新文件）的列表， --previousManifest 表示只包含之前复制文件的列

表。您可以使用 --outputManifest 和 --previousManifest 重新创建完整的操作历史记录，查看运行期间复制的文件。
例如，在源文件夹中新增加了两个文件，命令如下所示。
jindo distcp --src /data/incoming/hourly_table --dest oss://yang-hhht/hourly_table --outputManifest=manifest-2020-04-18.gz -previousManifest=oss://yang-hhht/hourly_table/manifest-2020-04-17.gz --parallelism 20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运行期间复制的文件。
[root@emr-header-1 opt]# hadoop fs -text oss://yang-hhht/hourly_table/manifest-2020-04-18.gz > current.lst
[root@emr-header-1 opt]# diff before.lst current.lst

返回信息如下。
3a4,5
> {"path":"oss://yang-hhht/hourly_table/2017-02-01/03/5.log","baseName":"2017-02-01/03/5.log","srcDir":"oss://yang-hhht/ho
urly_table","size":4891}
> {"path":"oss://yang-hhht/hourly_table/2017-02-01/03/6.log","baseName":"2017-02-01/03/6.log","srcDir":"oss://yang-hhht/ho
urly_table","size":4891}

--copyFromManifest
使用 --outputManifest 生成清单文件后，您可以使用 --copyFromManifest 指定 --outputManifest 生成的清单文件，并将dest
目录生成的清单文件中包含的文件信息拷贝到新的目录下。
jindo distcp --src /data/incoming/hourly_table --dest oss://yang-hhht/hourly_table --previousManifest=oss://yang-hhht/hourly_t
able/manifest-2020-04-17.gz --copyFromManifest --parallelism 20

--srcPrefixes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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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cPrefixesFile 可以一次性完成多个文件夹的复制。

示例如下，查看hourly_table下文件。
[root@emr-header-1 opt]# hdfs dfs -ls oss://yang-hhht/hourly_table

返回信息如下。
Found 4 items
drwxrwxrwx -

0 1970-01-01 08:00 oss://yang-hhht/hourly_table/2017-02-01

drwxrwxrwx -

0 1970-01-01 08:00 oss://yang-hhht/hourly_table/2017-02-02

执行以下命令，复制hourly_table下文件到folders.txt 。
jindo distcp --src /data/incoming/hourly_table --dest oss://yang-hhht/hourly_table --srcPrefixesFile file:///opt/folders.txt --para
llelism 20

查看folders.txt 文件的内容。
[root@emr-header-1 opt]# cat folders.txt

返回信息如下。
hdfs://emr-header-1.cluster-50466:9000/data/incoming/hourly_table/2017-02-01
hdfs://emr-header-1.cluster-50466:9000/data/incoming/hourly_table/2017-02-02

--groupBy和-targetSize
因为Hadoop可以从HDFS中读取少量的大文件，而不再读取大量的小文件，所以在大量小文件的场景下，您可以使用Jindo
Dist Cp将小文件聚合为指定大小的大文件，以便于优化分析性能和降低成本。
例如，执行以下命令，查看如下文件夹中的数据。
[root@emr-header-1 opt]# hdfs dfs -ls /data/incoming/hourly_table/2017-02-01/03

返回信息如下。
Found 8 items
-rw-r----- 2 root hadoop

2252 2020-04-17 20:42 /data/incoming/hourly_table/2017-02-01/03/000151.sst

-rw-r----- 2 root hadoop

4891 2020-04-17 20:47 /data/incoming/hourly_table/2017-02-01/03/1.log

-rw-r----- 2 root hadoop

4891 2020-04-17 20:47 /data/incoming/hourly_table/2017-02-01/03/2.log

-rw-r----- 2 root hadoop

4891 2020-04-17 21:08 /data/incoming/hourly_table/2017-02-01/03/5.log

-rw-r----- 2 root hadoop

4891 2020-04-17 21:08 /data/incoming/hourly_table/2017-02-01/03/6.log

-rw-r----- 2 root hadoop

4891 2020-04-17 20:42 /data/incoming/hourly_table/2017-02-01/03/OPT IONS-000109

-rw-r----- 2 root hadoop

1016 2020-04-17 20:47 /data/incoming/hourly_table/2017-02-01/03/emp01.txt

-rw-r----- 2 root hadoop

1016 2020-04-17 20:47 /data/incoming/hourly_table/2017-02-01/03/emp06.txt

执行以下命令，将如下文件夹中的T XT 文件合并为不超过10M的文件。
jindo distcp --src /data/incoming/hourly_table --dest oss://yang-hhht/hourly_table --targetSize=10 --groupBy='.*/([a-z]+).*.txt' -parallelism 20

经过合并后，可以看到两个T XT 文件被合并成了一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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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emr-header-1 opt]# hdfs dfs -ls oss://yang-hhht/hourly_table/2017-02-01/03/
Found 1 items
-rw-rw-rw- 1

2032 2020-04-17 21:18 oss://yang-hhht/hourly_table/2017-02-01/03/emp2

--enableBalancePlan
在您要拷贝的数据大小均衡、小文件和大文件混合的场景下，因为Dist Cp默认的执行计划是随机进行文件分配的，所以您可以指
定 --enableBalancePlan 来更改Jindo Dist Cp的作业分配计划，以达到更好的Dist Cp性能。
jindo distcp --src /data/incoming/hourly_table --dest oss://yang-hhht/hourly_table --enableBalancePlan --parallelism 20

说明

该参数不支持和 --groupby 或 --targetSize 同时使用。

--enableDynamicPlan
当您要拷贝的数据大小分化严重、小文件数据较多的场景下，您可以指定 --enableDynamicPlan 来更改Jindo Dist Cp的作业分配
计划，以达到更好的Dist Cp性能。
jindo distcp --src /data/incoming/hourly_table --dest oss://yang-hhht/hourly_table --enableDynamicPlan --parallelism 20

说明

该参数不支持和 --groupby 或 --targetSize 参数一起使用。

--enableTransaction
--enableT ransaction 可以保证Job级别的完整性以及保证Job之间的事务支持。示例如下。
jindo distcp --src /data/incoming/hourly_table --dest oss://yang-hhht/hourly_table --enableT ransaction --parallelism 20

--diff
Dist Cp任务完成后，您可以使用 --diff 查看当前Dist Cp的文件差异。
例如，执行以下命令，查看/data/incoming/。
jindo distcp --src /data/incoming/hourly_table --dest oss://yang-hhht/hourly_table --diff

如果全部任务完成则会提示如下信息。
INFO distcp.JindoDistCp: distcp has been done completely

如果src的文件未能同步到dest 上，则会在当前目录下生成manifest 文件，您可以使用 --copyFromManifest 和 -previousManifest 拷贝剩余文件，从而完成数据大小和文件个数的校验。如果您的Dist Cp任务包含压缩或者解压缩，则 --diff 不

能显示正确的文件差异，因为压缩或者解压缩会改变文件的大小。
jindo distcp --src /data/incoming/hourly_table --dest oss://yang-hhht/hourly_table --dest oss://yang-hhht/hourly_table --previo
usManifest=file:///opt/manifest-2020-04-17.gz --copyFromManifest --parallelism 20

说明

如果您的 --dest 为HDFS路径，目前仅支持/path、hdfs://hostname:ip/path和hdfs://headerIp:ip/path的写

法，暂不支持hdfs:///path、hdfs:/path和其他自定义写法。

查看Distcp Coun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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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以下命令，在MapReduce的Count er信息中查找Dist cp Count ers的信息。
Distcp Counters
Bytes Destination Copied=11010048000
Bytes Source Read=11010048000
Files Copied=1001

Shuffle Errors
BAD_ID=0
CONNECT ION=0
IO_ERROR=0
WRONG_LENGT H=0
WRONG_MAP=0
WRONG_REDUCE=0

说明

如果您的Dist Cp操作中包含压缩或者解压缩文件，则 Bytes Destination Copied 和 Bytes Source Read 的大小可能

不相等。

使用O SS Accesskey
在E-MapReduce外或者免密服务出现问题的情况下，您可以通过指定Accesskey来获得访问OSS的权限。您可以在命令中使用-key、--secret 、--endPoint 选项来指定Accesskey。
命令示例如下。
jindo distcp --src /data/incoming/hourly_table --dest oss://<your_bucket>/hourly_table --key yourkey --secret yoursecret --endP
oint oss-cn-hangzhou.aliyuncs.com --parallelism 20

使用归档或低频写入O SS
在您的Dist cp任务写入OSS时，您可以通过如下模式写入OSS，数据存储：
使用归档（--archive）示例命令如下。
jindo distcp --src /data/incoming/hourly_table --dest oss://<your_bucket>/hourly_table --policy archive --parallelism 20

使用低频（--ia）示例命令如下。
jindo distcp --src /data/incoming/hourly_table --dest oss://<your_bucket>/hourly_table --policy ia --parallelism 20

清理残留文件
在您的Dist Cp任务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在您的目标目录下，产生未正确上传的文件，这部分文件通过uploadId的方式由OSS管
理，并且对用户不可见时，您可以通过指定--cleanUpPending选项，指定任务结束时清理残留文件，或者您也可以通过OSS控制
台进行清理。
命令示例如下。
jindo distcp --src /data/incoming/hourly_table --dest oss://<your_bucket>/hourly_table --cleanUpPending --parallelism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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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迁移Hadoop文件系统数据至JindoFS
本文以OSS为例，介绍如何将Hadoop文件系统上的数据迁移至JindoFS。

迁移数据
Hadoop FsShell
对于文件较少或者数据量较小的场景，可以直接使用Hadoop的FsShell进行同步：
hadoop dfs -cp hdfs://emr-cluster/README.md jfs://emr-jfs/
hadoop dfs -cp oss://oss_bucket/README.md jfs://emr-jfs/

Dist Cp
对于文件较多或者数据量较大的场景，推荐使用Hadoop内置的Dist Cp进行同步：
hadoop distcp hdfs://emr-cluster/files jfs://emr-jfs/output/
hadoop distcp oss://oss_bucket/files jfs://emr-jfs/output/

说明

更多Dist Cp参数可参见Dist Cp Version2 Guide。

利用JindoFS缓存模式
缓存模式是兼容现有OSS的存储方式：文件会以原生对象的形式存储在OSS上，同时OSS文件通过JindoFS缓存模式访问时，也有
机会在本地进行数据和元数据的缓存、加速访问，具体可参见JindoFS缓存模式。

4.2. 使用MapReduce处理JindoFS上的数据
本文介绍如何使用MapReduce读写JindoFS上的数据。

JindoFS配置
已创建名为emr-jfs的命名空间，示例如下：
jfs.namespaces=emr-jfs
jfs.namespaces.emr-jfs.uri=oss://oss-bucket /oss-dir
jfs.namespaces.emr-jfs.mode=block

MapReduce简介
Hadoop MapReduce作业一般通过HDFS进行读写，JindoFS目前已兼容大部分HDFS接口，通常只需要将MapReduce作业的输
入、输出目录配置到JindoFS，即可实现读写JindoFS上的文件 。
Hadoop Map/Reduce是一个使用简易的软件框架，基于它写出来的应用程序能够运行在由上千个商用机器组成的大型集群上，
并以一种可靠容错的方式并行处理上T 级别的数据集。一个Map/Reduce作业（job） 通常会把输入的数据集切分为若干独立的数
据块，由map任务（t ask）以完全并行的方式处理它们。框架会对map的输出先进行排序， 然后把结果输入给reduce任务。通
常作业的输入和输出都会被存储在文件系统中。 整个框架负责任务的调度和监控，以及重新执行已经失败的任务。

作业的输入和输出
MapReduce作业一般会指明输入/输出的位置（路径），并通过实现合适的接口或抽象类提供map和reduce函数。Hadoop的
job client 再加上其他作业的参数提交给ResourceManager，进行调度执行。这种情况下，我们直接修改作业的输入和输出目录
即可实现JindoFS的读写。

MapReduce on JindoFS样例
以下是MapReduce作业通过修改输入输出实现JindoFS的读写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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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ragen数据生成样例
T eragen是Example中生成随机数据演示程序，在指定目录上生成指定行数的数据，具体命令如下：
hadoop jar /usr/lib/hadoop-current/share/hadoop/mapreduce/hadoop-mapreduce-examples-*.jar teragen <num rows> <outp
ut dir>

替换输出路径，可以把数据输出到JindoFS 上：
hadoop jar /usr/lib/hadoop-current/share/hadoop/mapreduce/hadoop-mapreduce-examples-*.jar teragen 100000 jfs://emr-jf
s/teragen_data_0

T erasort 数据生成样例
T erasort 是Example中数据排序演示样例，有输入和输出目录，具体命令如下：
hadoop jar /usr/lib/hadoop-current/share/hadoop/mapreduce/hadoop-mapreduce-examples-*.jar terasort <in> <out>

替换输入和输出路径，即可处理JindoFS上的数据：
hadoop jar /usr/lib/hadoop-current/share/hadoop/mapreduce/hadoop-mapreduce-examples-*.jar terasort jfs://emr-jfs/terag
en_data_0/ jfs://emr-jfs/terasort_data_0

4.3. 使用Hive查询JindoFS上的数据
Apache Hive是Hadoop生态中广泛使用的SQL引擎之一，让用户可以使用SQL实现分布式的查询，Hive中数据主要以
undefinedDat abase、T able和Part it ion的形式进行管理，通过指定位置（Locat ion）对应到后端的数据。

JindoFS配置
已创建名为emr-jfs的命名空间，示例如下：
jfs.namespaces=emr-jfs
jfs.namespaces.emr-jfs.uri=oss://oss-bucket /oss-dir
jfs.namespaces.emr-jfs.mode=block

Warehouse/Database/Table/Partition的Location
Warehouse的Locat ion
Hive的hive-sit e中有hive.met ast ore.warehouse.dir，表示Hive数仓存放数据的默认路径，例如配置成： jfs://emr-jfs/user/hiv
e/warehouse 。

Dat abase的Locat ion
Hive的Dat abase会有一个Locat ion属性，dat abase的Locat ion作为下属T able的默认路径。默认情况下，创建Dat abase不是
必须指定Locat ion，默认会使用hive-sit e中hive.met ast ore.warehouse.dir的值加上dat abase的名字作为路径。通过下面的命
令可以指定Dat abase的Locat ion到JindoFS：
创建Dat abase时指定Locat ion到JindoFS。
CREAT E DAT ABASE database_name
LOCAT ION
'jfs://namespace/database_dir';

例如，创建名为dat abase_on_jindofs，locat ion为 jfs://emr-jfs/warehouse/database_on_jindofs 的Hive数据库。
CREAT E DAT ABASE database_on_jindofs
LOCAT ION
'jfs://emr-jfs/hive/warehouse/database_on_jindo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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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Dat abase的Locat ion到JindoFS。
a. 通过SHOW CREAT E语句查看Dat abase的Locat ion。
SHOW CREAT E DAT ABASE database_name;

b. 一般情况下，默认为warehouse目录，查询结果如下。
CREAT E DAT ABASE `database_name`
LOCAT ION
'hdfs://emr-jfs/user/hive/warehouse/database_name.db'

c. 通过修改Locat ion，可以把默认路径指定到JindoFS上。此操作不会影响存量表，当新建表没有指定默认Locat ion时，
才会使用此目录。
例如，查看表 jfs_t able_name下的某个Part it ion。
ALT ER DAT ABASE database_name SET LOCAT ION jfs_path;

T able/Part it ion的Locat ion
T able/Part it ion的Locat ion与Dat abase类似，对于非Part it ion表，数据直接存放在T able Locat ion下，Part it ion表的数据存放
在Part it ion目录下，相关操作如下：
创建T able时指定Locat ion到JindoFS。
CREAT E [EXT ERNAL] T ABLE table_name
[(col_name data_type,...)]
LOCAT ION 'jfs://emr-jfs/database_dir/table_dir';

修改T able/Part it ion指定Locat ion到 JindoFS。
a. 通过DESCRIBE语句查看T able/Part it ion的 locat ion。
DESCRIBE FORMAT T ED [PART IT ION partition_spec] table_name;

b. 通过修改Locat ion，可以把默认路径指定到JindoFS上。
ALT ER T ABLE table_name [PART IT ION partition_spec] SET LOCAT ION "jfs_path";

例如，查看表 jfs_t able_name下的某个Part it ion。
DESCRIBE FORMAT T ED jfs_table_name PART IT ION (partition_key1=123,partition_key2='xxxx');

Hive scratch目录
Hive会把一些临时输出文件和作业计划存储在scrat ch目录，可以通过设置hive-sit e的hive.exec.scrat chdir把地址指向到
JindoFS，也可以通过命令行传参。
bin/hive --hiveconf hive.exec.scratchdir=jfs://emr-jfs/scratch_dir

或者
set hive.exec.scratchdir=jfs://emr-jfs/scratch_dir;

4.4. 使用Spark处理JindoFS上的数据
Spark处理JindoFS上的数据，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调用文件系统接口使用；一种是通过SparkSQL读取存在JindoFS的数
据表。

JindoFS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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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创建名为emr-jfs的命名空间，示例如下：
jfs.namespaces=emr-jfs
jfs.namespaces.emr-jfs.uri=oss://oss-bucket /oss-dir
jfs.namespaces.emr-jfs.mode=block

处理JindoFS上的数据
调用文件系统
Spark中读写JindoFS上的数据，与处理其他文件系统的数据类似，以RDD操作为例，直接使用jfs的路径即可：
val a = sc.textFile("jfs://emr-jfs/README.md")

写入数据：
scala> a.collect().saveAsT extFile("jfs://emr-jfs/output")

SparkSQL
创建数据库、数据表以及分区时指定Locat ion到JindoFS即可，详情请参见使用Hive查询JindoFS上的数据。对于已经创建好的存储
在JindoFS上的数据表，直接查询即可。

4.5. 使用Flink处理JindoFS上的数据
本文介绍如何使用Flink处理JindoFS上的数据。

JindoFS配置
已创建名为emr-jfs的命名空间，示例如下：
jfs.namespaces=emr-jfs
jfs.namespaces.emr-jfs.uri=oss://oss-bucket /oss-dir
jfs.namespaces.emr-jfs.mode=block

使用JindoFS
Flink作业同样可以将作业的输入输出指定为JindoFS相应Namespace下的路径，即可实现Flink作业对JindoFS数据的交互。
例如，HDFS 上的作业命令如下：
flink run -m yarn-cluster -yD taskmanager.network.memory.fraction=0.4 -yD akka.ask.timeout=60s -yjm 2048 -ytm 2048 -ys 4 -yn 1
4 -c xxx.xxx.FlinkWordCount -p 56 XXX.jar --input hdfs:///test//large-input-flink --output hdfs:///runjob/test/large-output-flink"

相应的改成如下命令即可：
flink run -m yarn-cluster -yD taskmanager.network.memory.fraction=0.4 -yD akka.ask.timeout=60s -yjm 2048 -ytm 2048 -ys 4 -yn 1
4 -c xxx.xxx.FlinkWordCount -p 56 XXX.jar --input jfs://emr-jfs/test/large-input-flink --output jfs://emr-jfs/test/large-output-flink
"

4.6. 使用Impala/Presto查询JindoFS上的数据
本文介绍如何使用Impala/Prest o查询JindoFS上的数据。

JindoFS配置
已创建名为emr-jfs的命名空间，示例如下：
jfs.namespaces=emr-jfs
jfs.namespaces.emr-jfs.uri=oss://oss-bucket /oss-d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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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fs.namespaces.emr-jfs.mode=block

使用JindoFS
目前， 在E-MapReduce 3.22.0及以上版本，Impala/Prest o支持Hive元数据的读取，对于存储在JindoFS的Hive数据表，EMapReduce Impala/Prest o可以直接读取。
同样，也可以将建表语句的Locat ion设置为JindoFS路径，即可实现表数据落在JindoFS上。
例如，原有HDFS上的建表语句如下：
Create external table lineitem (L_ORDERKEY INT , L_PART KEY INT , L_SUPPKEY INT , L_LINENUMBER INT , L_QUANT IT Y DOUBLE, L_EXT END
EDPRICE DOUBLE, L_DISCOUNT DOUBLE, L_T AX DOUBLE, L_RET URNFLAG ST RING, L_LINEST AT US ST RING, L_SHIPDAT E ST RING, L_COMMIT
DAT E ST RING, L_RECEIPT DAT E ST RING, L_SHIPINST RUCT ST RING, L_SHIPMODE ST RING, L_COMMENT ST RING) ROW FORMAT DELIMIT ED FIE
LDS T ERMINAT ED BY '|' ST ORED AS T EXT FILE LOCAT ION 'hdfs:///tpch_impala/lineitem';

相应的改成如下命令即可：
Create external table lineitem (L_ORDERKEY INT , L_PART KEY INT , L_SUPPKEY INT , L_LINENUMBER INT , L_QUANT IT Y DOUBLE, L_EXT END
EDPRICE DOUBLE, L_DISCOUNT DOUBLE, L_T AX DOUBLE, L_RET URNFLAG ST RING, L_LINEST AT US ST RING, L_SHIPDAT E ST RING, L_COMMIT
DAT E ST RING, L_RECEIPT DAT E ST RING, L_SHIPINST RUCT ST RING, L_SHIPMODE ST RING, L_COMMENT ST RING) ROW FORMAT DELIMIT ED FIE
LDS T ERMINAT ED BY '|' ST ORED AS T EXT FILE LOCAT ION 'jfs://emr-jfs/tpch_impala/lineitem';

4.7. 使用JindoFS作为HBase的底层存储
本文介绍如何使用JindoFS作为HBase的底层存储。

背景信息
HBase是Hadoop生态中的实时数据库，有很高的写入性能，E-MapReduce HBase（E-MapReduce 3.22.0及以上版本） 支持使
用 JindoFS/OSS作为底层存储，相对于HDFS存储来说，使用更加灵活。

JindoFS配置
已创建名为emr-jfs的命名空间，示例如下：
jfs.namespaces=emr-jfs
jfs.namespaces.emr-jfs.uri=oss://oss-bucket /oss-dir
jfs.namespaces.emr-jfs.mode=block

指定HBase的存储路径
由于JindoFS和OSS在E-MapReduce 3.22.0版本暂不支持Sync操作，需要把hbase-sit e的hbase.root dir指向JindoFS/OSS地
址，hbase.wal.dir指向本地的undefinedHDFS地址，通过本地HDFS集群存储WAL文件。如果要释放集群，需要先Disable
t able，确保WAL文件已经完全更新到HFile。
配置文件

参数

参数说明

示例

hbase.rootdir

指定HBase的ROOT 存储目录到
JindoFS

jfs://emr-jfs/hbase-root-dir

hbase.wal.dir

指定HBase的WAL存储目录到本
地HDFS集群

hdfs://emr-cluster/hbase

hbase-site

创建集群
创建集群详情请参见创建集群。
添加软件自定义配置，如下图所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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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JindoFS
以JindoFS作为HBase后端为例，替换oss_bucket 及对应路径，自定义配置如下：
[
{
"ServiceName":"BIGBOOT ",
"FileName":"bigboot",
"ConfigKey":"jfs.namespaces",
"ConfigValue":"emr-jfs"
},
{
"ServiceName":"BIGBOOT ",
"FileName":"bigboot",
"ConfigKey":"jfs.namespaces.emr-jfs.uri",
"ConfigValue":"oss://oss-bucket/jindoFS"
},
{
"ServiceName":"BIGBOOT ",
"FileName":"bigboot",
"ConfigKey":"jfs.namespaces.emr-jfs.mode",
"ConfigValue":"block"
},
{
"ServiceName":"HBASE",
"FileName":"hbase-site",
"ConfigKey":"hbase.rootdir",
"ConfigValue":"jfs://emr-jfs/hbase-root-dir"
},
{
"ServiceName":"HBASE",
"FileName":"hbase-site",
"ConfigKey":"hbase.wal.dir",
"ConfigValue":"hdfs://emr-cluster/hbase"
}
]

4.8. 基于JindoFS存储YARN MR/SPARK作业日志
本文介绍如何将MapReduce、Spark作业日志配置到JindoFS/OSS上。

概述
E-MapReduce集群支持按量计费以及包年包月的付费方式，满足不同用户的使用需求。对于按量计费的集群随时会被释放，而
Hadoop默认会把日志存储在HDFS上，当集群释放以后，按量计费的用户就无法查询作业的日志了，这也给按量计费用户排查作
业问题带来了困难。本文会介绍如何将MapReduce、Spark作业日志配置到JindoFS/OSS上，集群重新创建以后，也可以继续查
询之前作业相关的日志。

JindoFS、YARN Container日志和Spark HistoryServer配置
JindoFS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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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文件

E-MapReduce

参数

参数说明

示例

jfs.namespaces

表示当前JindoFS支持的命名空
间，多个命名空间时以逗号隔
开。

emr-jfs

jfs.namespaces.emr-jfs.uri

表示emr-jfs命名空间的后端存
储。

oss://oss-bucket/oss-dir

bigboot

block

jfs.namespaces.test.mode

表示emr-jfs命名空间为块存储
模式。

配置文件

参数

参数说明

示例

yarn-site

yarn.nodemanager.remoteapp-log-dir

当应用程序运行结束后，日志
聚合的存储位置，YARN日志聚
合功能默认已打开。

jfs://emr-jfs/emr-cluster-lo
g/yarn-apps-logs或者oss://
${oss-bucket}/emr-cluster-lo
g/yarn-apps-logs

mapreduce.jobhistory.donedir

JobHistory存放已经运行完的
Hadoop作业记录的目录。

jfs://emr-jfs/emr-cluster-lo
g/jobhistory/done或者oss:/
/${oss-bucket}/emr-cluster-l
og/jobhistory/done

mapreduce.jobhistory.interm
ediate-done-dir

JobHistory存放未归档的
Hadoop作业记录的目录。

jfs://emr-jfs/emr-cluster-lo
g/jobhistory/done_intermedi
ate或者oss://${oss-bucket}/
emr-cluster-log/jobhistory/
done_intermediate

参数

参数说明

示例

存放Spark作业历史的目录。

jfs://emr-jfs/emr-cluster-lo
g/spark-history或者oss://${
oss-bucket}/emr-cluster-log
/spark-history

说明
JindoFS支持
block和cache两种存储模
式。

YARN Cont ainer日志配置

mapred-site

Spark Hist oryServer配置
配置文件

spark-defaults

spark_eventlog_dir

创建集群
添加软件自定义配置，如下图所示。
config_sel

JindoFS样例
以JindoFS存储日志为例，替换oss_bucket 及对应路径，自定义配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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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rviceName":"BIGBOOT ",
"FileName":"bigboot",
"ConfigKey":"jfs.namespaces",
"ConfigValue":"emr-jfs"
},
{
"ServiceName":"BIGBOOT ",
"FileName":"bigboot",
"ConfigKey":"jfs.namespaces.emr-jfs.uri",
"ConfigValue":"oss://oss-bucket/jindoFS"
},
{
"ServiceName":"BIGBOOT ",
"FileName":"bigboot",
"ConfigKey":"jfs.namespaces.emr-jfs.mode",
"ConfigValue":"block"
},
{
"ServiceName":"YARN",
"FileName":"mapred-site",
"ConfigKey":"mapreduce.jobhistory.done-dir",
"ConfigValue":"jfs://emr-jfs/emr-cluster-log/jobhistory/done"
},
{
"ServiceName":"YARN",
"FileName":"mapred-site",
"ConfigKey":"mapreduce.jobhistory.intermediate-done-dir",
"ConfigValue":"jfs://emr-jfs/emr-cluster-log/jobhistory/done_intermediate"
},
{
"ServiceName":"YARN",
"FileName":"yarn-site",
"ConfigKey":"yarn.nodemanager.remote-app-log-dir",
"ConfigValue":"jfs://emr-jfs/emr-cluster-log/yarn-apps-logs"
},
{
"ServiceName":"SPARK",
"FileName":"spark-defaults",
"ConfigKey":"spark_eventlog_dir",
"ConfigValue":"jfs://emr-jfs/emr-cluster-log/spark-history"
}
]

以OSS存储日志为例，替换oss_bucket 及对应路径，自定义配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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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rviceName":"YARN",
"FileName":"mapred-site",
"ConfigKey":"mapreduce.jobhistory.done-dir",
"ConfigValue":"oss://oss_bucket/emr-cluster-log/jobhistory/done"
},
{
"ServiceName":"YARN",
"FileName":"mapred-site",
"ConfigKey":"mapreduce.jobhistory.intermediate-done-dir",
"ConfigValue":"oss://oss_bucket/emr-cluster-log/jobhistory/done_intermediate"
},
{
"ServiceName":"YARN",
"FileName":"yarn-site",
"ConfigKey":"yarn.nodemanager.remote-app-log-dir",
"ConfigValue":"oss://oss_bucket/emr-cluster-log/yarn-apps-logs"
},
{
"ServiceName":"SPARK",
"FileName":"spark-defaults",
"ConfigKey":"spark_eventlog_dir",
"ConfigValue":"oss://oss_bucket/emr-cluster-log/spark-history"
}
]

4.9. 将Kafka数据导入JindoFS
Kafka广泛用于日志收集、监控数据聚合等场景，支持离线或流式数据处理、实时数据分析等。本文主要介绍Kafka数据导入到
JindoFS的几种方式。

常见Kafka数据导入方式
通过Flume导入
推荐使用Flume方式导入到JindoFS，利用Flume对HDFS的支持，替换路径到JindoFS即可完成。
a1.sinks = emr-jfs

...

a1.sinks.emr-jfs.type = hdfs
a1.sinks.emr-jfs.hdfs.path = jfs://emr-jfs/kafka/%{topic}/%y-%m-%d
a1.sinks.emr-jfs.hdfs.rollInterval = 10
a1.sinks.emr-jfs.hdfs.rollSize = 0
a1.sinks.emr-jfs.hdfs.rollCount = 0
a1.sinks.emr-jfs.hdfs.fileT ype = DataStream

通过调用Kafka API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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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MapReduce、Spark以及其他调用Kafka API导入数据的方式，只需引用Hadoop FileSyst em，然后使用JindoFS的路径写入
即可。
通过Kafka Connect or导入
使用Kafka HDFS Connect or也可以把Kafka数据导入到Hadoop生态，将sink的输出路径替换成JindoFS的路径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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