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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题目： 

实验 2：HDFS 配置与操作 

 

实验环境： 

阿里云服务器 Linux centos7 操作系统； 

Mac 端 SSH 连接阿里云服务器； 

 

实验技术原理： 

【实验准备】hadoop 伪分布式配置与测试 

 Hadoop 伪分布式配置是在没有多台计算机节点的情况下，对 hadoop 的分布

式存储和计算进行模拟安装和配置。通过在一台计算机节点上解压 hadoop 安

装压缩包后，然后进行 hadoop 相关文件进行配置，让 hadoop 的核心进程都

运行在同一台机器上并实现对数据存储和计算的测试支持。此时的配置环境

并没有达到真实的分布式存储和分布式计算。 

 

【3-1】HDFS 命令操作 1 

安装好 hadoop 环境之后，可以执行 hdfs shell 命令进行对 hdfs 的空间进行

操作。我们通过命令行和 HDFS 打交道，进一步增加对 HDFS 的认识，HDFS 命

令行接口是一种最直接，也比较简单的一种方式。 

调用文件系统(FS)Shell 命令应使用 bin/hadoop fs 的形式。也可以使用其

他形式： 

    hadoop dfs {args} 

    hdfs dfs {args} 

所有的 FS shell 命令使用 URI 路径作为参数。URI 格式是

scheme://authority/path。HDFS 的 scheme 是 hdfs，对本地文件系统，scheme

是 file。其中 scheme 和 authority 参数都是可选的，如果未加指定，就会使

用配置中指定的默认 scheme。 

 

【3-2】HDFS 命令操作 2 

安装好 hadoop 环境之后，可以执行 hdfs shell 命令进行对 hdfs 的空间进行

操作。我们通过命令行和 HDFS 打交道，进一步增加对 HDFS 的认识，HDFS 命

令行接口是一种最直接，也比较简单的一种方式。 

    调用文件系统(FS)Shell 命令应使用 bin/hadoop fs 的形式。也可以使

用其他形式： 

    hadoop dfs {args} 

    hdfs dfs {args} 

    所有的 FS shell 命令使用 URI 路径作为参数。URI 格式是

scheme://authority/path。HDFS 的 scheme 是 hdfs，对本地文件系统，scheme

是 file。其中 scheme 和 authority 参数都是可选的，如果未加指定，就会使

用配置中指定的默认 scheme。 

 

【3-3】HDFS 验证存储块信息 

 DataNode 是文件系统的工作节点，他们根据客户端或者是 namenode 的调度

存储和检索数据，并且定期向 namenode 发送他们所存储的块(block)的列表。 



深圳大学学生实验报告用纸   
 

3 

    文件块（block）：最基本的存储单位。对于文件内容而言，一个文件的

长度大小是 size，那么从文件的 0 偏移开始，按照固定的大小，顺序对文件

进行划分并编号，划分好的每一个块称一个 Block。HDFS 默认 Block 大小是

128MB，以一个 256MB文件，共有 256/128=2个 Block. 

可以在配置里指定 dfs.block.size属性的大小，不同于普通文件系统的是，

HDFS 中，如果一个文件小于一个数据块的大小，并不占用整个数据块存储空

间，Replication。多复本。默认是三个。hdfs-site.xml 的 dfs.replication

属性。但本次实验中 dfs.replication=1 

 

【额外实验】Hadoop Streaming 接口 

Hadoop Streaming 接口是用 Java 实现一个包装用户程序的 MapReduce 程序，

该程序负责调用 MapReduce Java 接口获取 key/value 对输入，创建一个新的

进程启动包装的用户程序，将数据通过管道传递给包装的用户程序处理，然

后调用 MapReduce Java 接口将用户程序的输出切分成 key/value 对输出。 

Streaming优点： 

1) 开发效率高，便于移植只要按照标准输入输出格式进行编程，就可以满足

hadoop要求。因此单机程序稍加改动就可以在集群上进行使用。 同样便于测

试只要按照 cat input | mapper | sort | reducer > output 进行单机测试

即可。 如果单机测试通过，大多数情况是可以在集群上成功运行的，只要控

制好内存就好了。 

2) 提高程序效率。有些程序对内存要求较高，如果用 java控制内存毕竟不

如 C/C++。 

Streaming不足： 

1) Hadoop Streaming 默认只能处理文本数据，无法直接对二进制数据进行处

理 

2) Streaming 中的 mapper 和 reducer 默认只能向标准输出写数据，不能方便

地处理多路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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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过程 

【实验准备】hadoop 伪分布式配置与测试 

一、实验二的内容操作是以实验一为基础的，只有进行了 Hadoop 的伪分布

式配置才能顺利完成本实验的内容 

二 配置 hadoop 文件  

2.1 切换到$HADOOP_HOME/etc/hadoop 目录下并查看。如图所示 

 
2.2 在$HADOOP_HOME/etc/hadoop 目录下执行命令：vi hadoop-env.sh，按 i 

键之后进 入编辑状态，在文件中添加如下内容: export 

JAVA_HOME=/simple/jdk1.7.0_79。如图所示 

 
2.3 在 $HADOOP_HOME/etc/hadoop 目录下执行 vi core-site.xml 并修改配

置文件 core-site.xml 的 内容如下(主机名查看虚拟机的主机名)。 

 
2.4 在 $HADOOP_HOME/etc/hadoop 目录下执行 vi hdfs-site.xml 并修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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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文件 hdfs-site.xml 

 
2.5 在$HADOOP_HOME/etc/hadoop 目录下查看是否有配置文件 

mapred-site.xml。目录下 默 认 情 况 下 没 有 该 文 件 ， 可 通 过 执 

行 如 下 命 令 ： mv mapred-site.xml.template mapred-site.xml 修改

一个文件的命名，然后执行编辑文件命令：vi mapred-site.xml 并修改该文

件内容 

 
2.6 在$HADOOP_HOME/etc/hadoop 目录下执行 vi yarn-site.xml 并修改配

置文件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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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执行 vi /etc/profile。把 hadoop 的安装目录配置到环境变量中。如

图 6 所示 然后让配置文件生效:source /etc/profile。如图所示 

 
2.8 格式化 namenode。在任意目录下执行如下命令进行格式化：hdfs 

namenode -format 或者 hadoop namenode -format 。 如图所示 

 

2.9 启动 hadoop， 首先启动 hdfs：start-dfs.sh 

 
2.10 启动 yarn：start yarn.sh。 

 

启动之后，在任意目录下执行 jps 命令验证进程是否正常启动。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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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测试 hdfs 和 yarn （ 推 荐 火 狐浏 览 器 ）， 首 先 在 浏览 器 

地 址栏中 输 入 ：http:// 47.113.102.106:50070 （HDFS 管理界面）（本 

IP 为自己虚拟机上面的 IP，端口不变）。 如图所示 

 

在浏览器的地址栏中输入：http:// 47.113.102.106:8088 （MR 管理界面）

（本 IP 为自 己虚拟机上面的 IP，端口不变）。如图所示 

 

这里值得说明的是，由于使用的是阿里云服务器，所以要在后台管理处添加

端口安全组，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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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HDFS 命令操作 1 

一、hdfs shell 命令 

1.1 在任意目录下（需要配 hadoop 坏境変量），执行命令：start-dfsh 启

动 hdfs 服务。如图所示 

 

1.2 启动 hdfs 之后，通过 jps 有 hdfs 服务是否启动，执行命令：jps 如

图所示： 

 

1.3 在任意目录下执行如下命令（配置 hadoop 环境变量）: hdfs dfs -help，

查看到听有 hdfs shell 命令解释。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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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 simple 下执行 touch words.txt新建 words. txt 文本，并对文本进

行编译（通过 vim words.txt 命令对文本进行编译，之后按 esc 与 wq 对文

本进行保存) 。 

 

上传本地 (/ simple/words. txt)  到 hdfs 文件命令。执行命令：hdfs dfs 

-put ~/simple/words txt/。 

 

1.5 查看 hdfs 指定目录下的文件内容命令。执行命令：hdfs dfs -cat 

/words.txt。如图所示 

 

1.6 把 hdfs 根目录下的 words.txt 文件下载到本地/simple 目录下。执行

命令： hdfs dfs -get /words.txt /simple/word.txt。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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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把 hdfs 上指定的文件移动到指定的 hdfs 位置，执行命令：hdfs dfs 

-mv /words.txt /wordscp.txt。如图所示 

 

1.8 查看 hdfs 上指定目录下的文件，本示例时查看 hdfs 根目录下所有文

件和文件夹，执 行命令：hdfs dfs -ls / 。如图所示 

 

二 查看所有管理命令 

2.1 在任意目录下执行命令：hadoop dfsadmin -help，查看 dfs管理命令注

释。如图所示 

 
 

【3-2】HDFS 命令操作 2 

一、hdfs shell 命令 

1.1 在任意目录下（需要配置 hadoop 环境变量），执行命令：start-dfs.sh 

启动 hdfs 服务。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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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启动 hdfs 之后，通过 jps 查看 hdfs 服务是否启动，执行命令：jps 。

如图所示 

 

1.3 在任意目录下执行如下命令（配置 hadoop 环境变量）：hdfs dfs -help，

查看到所有 hdfs shell 命令解释。如图所示 

 

1.4 appendToFile 的使用：假如 hdfs 上已经存在一个文件 words.txt，具

有一些信息， 假如不存在 words.txt,先在本地通过 touch 

/simple/words.txt 在 simple 下创建 words.txt 文件,并通过 vim 命令

进行编译。 

 

然后通过 hdfs dfs -put /simple/words.txt /上传到 hdfs 根目录 

 

上传完毕后通过 hdfs dfs –cat /words.txt 进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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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地 simple 文件夹中建立 words.txt,把指定的本地文件中

(/simple/words.txt)的内容追加到到 hdfs 系 统的 words.txt 文件。执行命

令：`hdfs dfs -appendToFile /simple/words.txt /words.txt ` 。从下面

的命令可以看出，hdfs 中的文件 words.txt 中的内容多一部分。如图所示 

 

1.5 rmr 循环删除 hdfs 系统中的目录。 

执行命令前,通过 hdfs dfs -ls / 命令可以看到 hdfs 根目录如下图所示： 

 
执行命令：hdfs dfs -rmr /words.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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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命令后,通过 hdfs dfs -ls / 命令可以看到 hdfs 根目录下的 

words.txt 文件被删除了。 

 
1.6 touchz 的使用：在 hdfs 系统指定的目录下创建一个文件。执行命令： 

hdfs dfs -touchz /newword.txt。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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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rmdir 的使用：在 hdfs 系统的指定位置创建一个目录，执行命令：hdfs 

dfs -mkdir -p /aa/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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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moveFromLocal 的使用：把指定的本地的文件移到 hdfs 系统指定的位

置，执行命令： hdfs dfs -moveFromLocal /simple/words.txt /aa 。 

 

执行命令后,通过 hdfs dfs -ls / 命令可以看到 hdfs 根目录下的 

words.txt 文件移动到/aa 目录下了。 

 
1.9 chgrp 的使用： 

执行命令前,通过 hdfs dfs -ls / 命令可以看到 hdfs 根目录下文件的用户

所属组为 supergroup，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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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命令“hdfs dfs –chgrp –R root /”修改 hdfs 系统中指定文 件或

文件夹的用户所属组为 root。执行命令后，通过 hdfs dfs -ls / 命令可以

看到 hdfs 根目录下文件的用户所属组为 root 。 

 

 

1.10 chmod 的使用：改变指定目录文件的权限，如果指定 R 表示递归进行

改变所有文件目录和文件的权限.用户必须是文件所有者或超级用户。 

执行命令前,通过 hdfs dfs -ls / 命令可以看到 hdfs 根目录下文件的权限，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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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命令：hdfs dfs -chmod -R 777 /。执行命令后，通过 hdfs dfs -ls / 

命令可以看到 hdfs 根目录下文件的权限发生改变。 

 
 

1.11 chown 的使用：改变文件的所有者，用户必须是超级用户。 

执行命令前,通过 hdfs dfs -ls / 命令可以看到 hdfs 根目录下文件的用户

所属组为 root，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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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命令：hdfs dfs -chown -R root:supergroup /。执行命令后，通过 hdfs 

dfs -ls / 命令可以看到 hdfs 根目录下文件的用户所属组为 supergroup 。 

 

 

【3-3】验证 DataNode 存储的块信息 

一、启动 Hadoop 服务 

1.1 查看服务状态。 在终端命令框中，执行命令“jps”来查看 hadoop 服

务执行的状态。 （查看 hadoop 服务是否已经启动，如未启动，启动服务）。

如图所示已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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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看 hadoop副本数量 

2.1 在命令终端执行命令“cd /simple/hadoop-2.4.1/etc/hadoop”，进入 

Hadoop 配置文 件目录并执行命令“cat hdfs-site.xml”查看配置文件

“hdfs-site.xml”的内容，hadoop 数据副本数量有属性：dfs.replication 

设置。如图所示 

 

三、上传大文件 

3.1 将目录“~/simple/jdk”下的 jdk-8u241-linux-x64.tar.gz上传到 hdfs 

的根目录下，执行命令“hadoop fs –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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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e/jdk/jdk-8u241-linux-x64.tar.gz / ” 

并执行命令“hadoop fs -ls /”查看,说明上传成功。如图所示 

 

四、查看 hadoop dataNode 信息 

4.1 进 入 存 放 dataNode 的 Block 目 录 ， 执 行 命 令 cd 

~/simple/hadoop-2.4.1/hdfs/data/current/BP*/current/finalized ”并

执行命令“ls –lrt ”列出 Block 列表信息。如图所示 

 
 

五、实验结果验证 

5.1 最 大 Block 大 小 =134217728bye/1024/1024=128M ， 总 文 件 大 

小 ： 134217728+60327415=194545143 与源文件大小比较，可以得出结论：

hadoop dfs 根据默认值将文件拆分成最大为 128M（默 认）大小 block 数

据块。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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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实验】Hadoop Streaming 接口 

一、启动 Hadoop集群 

1.1 执行命令“start-all.sh”,开启 hadoop集群 

 

1.2 使用命令“jps”查看 hadoop启动项 

 

二、文件准备 

2.1 创建一个测试文件，执行命令“vim  ~/simple/test.txt”;输入测试内

容并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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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上传测试文件到 hdfs；执行命令“hdfs dfs -put ~/simple/test.txt /” 

 
然后使用命令“hdfs dfs -ls /”查看 

 

2.3 在 simple 下创建程序文件 mapper.sh；执行命令“vim mapper.sh”;编

写内容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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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再创建程序文件 reducer.sh；执行命令“vim reducer.sh”;编写内容如

图所示： 

 

 

 

 

三、文件数据分隔 

3.1 无 分 隔 符 设 置 ， 然 后 执 行 命 令 如 下 ；  hadoop jar  

~/simple/hadoop-2.4.1/share/hadoop/tools/lib/hadoop-streaming-2.4.

1.jar \ 

-input /test.txt \ 

-output /test_result \ 

-mapper ./mapper.sh -reducer ./reducer.sh  \ 

-file mapper.sh -file reducer.sh \ 

-jobconf mapred.reduce.tasks=1 \ 

-jobconf mapre.job.name="sep_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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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然后执行命令“hdfs dfs -ls /”，查看生成的文件。由图中可以看出

生成了一个 test_resut 文件，这个文件是我们自己定义名字的。 

 

3.3 再执行命令“hdfs dfs -ls /test_result”来查看这个文件下生成的文

件； 

 

3.4 查看文件；执行命令“hdfs dfs -cat /test_result/part_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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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设 置 分 隔 符 ： 执 行 命 令 如 下 hadoop jar  

~/simple/hadoop-2.4.1/share/hadoop/tools/lib/hadoop-streaming-2.4.

1.jar \ 

-D  stream.reduce.output.field.separator=, \ 

-D  stream.num.reduce.output.key.fields=3 \ 

-input  /test.txt \ 

-output /test_result_1  \ 

-mapper  ./mapper.sh -reducer ./reducer.sh   \ 

-file  mapper.sh  -file reducer.sh  \ 

-jobconf  mapred.reduce.tasks=1  \ 

-jobconf  mapre.job.name="sep_test" 

 

 
3.6 这次保存的文件名为 test_result_1，查看最后结果；执行命令“hdfs 

dfs -cat /test_result_1/part-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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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论与分析： 

 

1. 粘贴最终结果图，并对结果做分析说明 

 

【实验准备】hadoop 伪分布式配置与测试 

至此，单机上伪分布式 Hadoop 环境配好了，一台机器上配置 Hadoop集群：

NameNode、DataNode、SecondaryNameNode，YARN集群：ResourceManager、

NodeManager。Hadoop集群负责分布式存储和预算，YARN集群负责任务资源

管理和调度。 

 

可以在外部浏览器登录 hadoop，由于是阿里云服务器，没有图形界面，因此

无法从服务器本机测试，需要外部浏览器测试。首先要确定防火墙关闭，然

后 hadoop开始采用端口为：50070。因此在外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 

http:// 47.113.102.106:50070，这里 47.113.102.106是服务器的 ip 地址，

50070为 hadoop 所用端口。通过这个 web界面浏览整个集群的状态。 

 

【3-1】HDFS 命令操作 1 && 【3-2】HDFS 命令操作 2 

通过这两个案例可以学会 HDFS 的常用命令，下面进行了总结： 

1、-help[cmd] 显示命令的帮助信息：hdfs dfs -help ls 

2、-ls(r) 显示当前目录下的所有文件 -R 层层循出文件夹：hdfs dfs -ls 

/log/map  hdfs dfs -lsr /log/   (递归的) 

3、-du(s) 显示目录中所有文件大小,或者当只指定一个文件时，显示此文件



深圳大学学生实验报告用纸   
 

28 

的 大 小 ： hdfs dfs -du /user/hadoop/dir1 /user/hadoop/file1 

hdfs://host:port/user/hadoop/dir1 

4、-count[-q] 显示当前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大小 

5、-mv 移动多个文件目录到目标目录：hdfs dfs -mv /user/hadoop/file1 

/user/hadoop/file2 

6、-cp 复制多个文件到目标目录：hdfs dfs -cp /user/hadoop/file1 

/user/hadoop/file2 (将文件从源路径复制到目标路径。这个命令允许有多

个源路径，此时目标路径必须是一个目录。) 

7、-rm(r) 删除文件（夹）：hdfs dfs -rmr /log/map1  (递归删除) 

8、-put 本地文件复制到 hdfs：hdfs dfs -put test.txt /log/map/ 

9、 -copyFromLocal 本地文件复制到 hdfs：hdfs dfs -copyFromLOcal 

/usr/data/text.txt /log/map1/   (将本地的 text.txt 复制到 hdfs 的

/log/map1/下) 

10、-moveFromLocal 本地文件移动到 hdfs：hdfs dfs -moveFromLocal 

/usr/data/text.txt /log/map1/   (将本地的 text.txt 移动到 hdfs 的

/log/map1/下) 

11、-get[-ignoreCrc] 复制文件到本地，可以忽略 crc校验：hdfs dfs -get 

/log/map1/*  . (复制到本地当前目录下)   hdfs dfs -get /log/map1/* 

/usr/data （将 hdfs 下的/log/map1/下的所有文件全部复制到本地的

/usr/data/下 ） 

12、-getmerge[addnl] 将源目录中的所有文件排序合并到一个文件中，接受

一个源目录和一个目标文件作为输入，并且将源目录中所有的文件连接成本

地目标文件。addnl 是可选的，用于指定在每个文件结尾添加一个换行符。：

hdfs dfs -getmerge /log/map1/* /usr/data（将 hdfs 上的/log/map1/下的

所有文件合并下载到本地的/usr/data 下） 

13、-cat 在终端显示文件内容：hdfs dfs -cat /log/map1/part-00000  | 

head (读取 hdfs 上的/log/map1 下的 part-00000文件    head 参数，代表

前十行。) 

 /hdfs dfs -tail /log/map1/part-00000 (查看文件的最后一千行) 

14、-text 在终端显示文件内容，将源文件输出为文本格式。允许的格式是

zip 和 TextRecordInputStream 

15、-copyToLocal[-ignoreCrc] 复制文件到本地 

16、-moveToLocal 移动文件到本地 

17、-mkdir 创建文件夹 后跟-p 可以创建不存在的父路径：hdfs dfs -mkdir 

-p /dir1/dir11/dir111   

18、-touchz 创建一个空文件 

19、 -grep 从 hdfs 上过滤包含某个字符的行内容：hdfs dfs -cat 

/log/testlog/* | grep 过滤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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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HDFS 验证存储块信息 

HDFS 中的文件在物理上是分块存储（block），块的大小可以通过配置参数

( dfs.blocksize)来规定，默认大小在 hadoop2.x版本中是 128M，老版本中

是 64M. 

HDFS 的块比磁盘的块大(磁盘的块一般为 512字节)，其目的是为了最小化寻

址开销。如果块设置得足够大，从磁盘传输数据的时间会明显大于定位这个

块开始位置所需的时间。因而，传输一个由多个块组成的文件的时间取决于

磁盘传输速率。如果寻址时间约为 10ms，而传输速率为 100MB/s，为了使寻

址时间仅占传输时间的 1%，我们要将块大小设置约为 100MB。但是很多情况

下 HDFS 使用 128MB的块设置。块的大小：10ms*100*100M/s = 100M，然而真

正实际开发中要把 block 设置的远大于 128MB，比如存储文件是 1TB 时，一

般把Block大小设置成512MB.但是也不能任意设置的太大，比如200GB一个，

因为在 MapReduce 的 map任务中通常一次只处理一个块中数据（切片大小默

认等于 block 大小），如果设置太大，因为任务数太少（少于集群中的节点

数量），那么作业的运行速度就会慢很多，此外比如故障等原因也会拖慢速

度。 

虽然 HDFS 以 block 块存储，对于大文件会被切分成很多以块大小的分块进行

存储，但是如果文件小于 HDFS 的块大小，那么该文件的存储不会占用整个块

的空间。比如一个 10MB的文件，存储虽然在一个 128MB的块上，但是该文件

实际只用了 10MB的空间，而不是 128MB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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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实验】Hadoop Streaming 接口 

Hadoop Streaming 接口是用 Java 实现一个包装用户程序的 MapReduce 程序，

该程序负责调用 MapReduce Java 接口获取 key/value 对输入，创建一个新的

进程启动包装的用户程序，将数据通过管道传递给包装的用户程序处理，然

后调用 MapReduce Java 接口将用户程序的输出切分成 key/value 对输出。 

Streaming优点： 

1) 开发效率高，便于移植只要按照标准输入输出格式进行编程，就可以满足

hadoop要求。因此单机程序稍加改动就可以在集群上进行使用。 同样便于

测试只要按照 cat input | mapper | sort | reducer > output 进行单机

测试即可。 如果单机测试通过，大多数情况是可以在集群上成功运行的，只

要控制好内存就好了。 

2) 提高程序效率。有些程序对内存要求较高，如果用 java控制内存毕竟不

如 C/C++。 

Streaming不足： 

1) Hadoop Streaming 默认只能处理文本数据，无法直接对二进制数据进行

处理 

2) Streaming 中的 mapper 和 reducer 默认只能向标准输出写数据，不能方

便地处理多路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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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谈谈自己对这个实验的体会感受 

由于本次实验剩余选做部分都需要用到图形化界面，而使用阿里云服务器配

置图形化界面特别麻烦，通过查找资料并花了很多时间后终于成功进入图形

化界面。主要是在 Mac 上使用下图两个软件，并且在阿里云服务器上进行

x2goserver 配置解决的。 

 

 

在历经并且解决了千百个问题后……终于远程登录上图形化界面，但是在进

去实验手册的操作时，发现此图形化界面和实验手册差距太大，没有很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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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操作，所以最终没有进行本地操作并且截图，只是把实验手册所有理

解了一遍。 

 

所以通过本次实验，我对 hdfs 有了初步的理解，但也很遗憾阿里云服务器

终究没有本地虚拟机方便，只是碍于闲置在家的笔记本电脑配置过低，内存

不足以支出双系统，希望可以早日回到学校，到时将使用宿舍的台式机进行

更详细的学习，除了实验本身的内容，在遇到问题时查找资料，独立思考才

学习到了更多很有趣很实用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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