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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题目： 

实验 1：Hadoop 环境配置与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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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 1-1】Linux 设置静态 IP 地址 

Ip 的地址可以通过配置网卡文件进行设置，该文件是/etc/sysconfig/ 

network -scripts- /ifcfg-eth0，编辑该文件中的内容即可。 

【案例 1-2】修改主机名和映射关系 

通过配置文件/etc/sysconfig/network 把计算机的主机名和 ip 地址关联起

来，访问计算机地址时，可以不用写 ip 地址，只需要计算机名即可实现，对

ip 地址有保护作用 

【案例 1-3】Linux 常用命令：Linux 操作系统常用命令（必做） 

在 linux 系统中，通过命令终端的各种指定和 linux 系统进行交互，以达到

用户希望系统做的事情。 

【案例 1-5】ssh 免密码配置 

SSH 是目前比较可靠的专为远程登录会话和其他网络服务提供安全的协议。不

同主机之间在进行通信时，一般都是需要输入密码进行验证， ssh 免密码之

后，只要通过指定主机地址和端口号就可以实现不同的计算机之间访问时，

不需要密码实现直接访问。ssh 免密码登录主要采用算法有：对称加密算法和

非对称加密算法。例如有两个 linux 系统 simple01 和 simple02： 

    1.首先在 simple01 上 ssh-keygen -t rsa 生成一对钥匙 id_rsa（私

钥）和 id_rsa.pub（公钥） 

    2.simple01 执行 ssh-copy-id simple02 在 simple02 端生成

autherired_keys 文件并保存了 simple01 机器上的 id_rsa.pub 信息内容 

    3.simple01 向 simple02 发送一个 ssh请求 

    4.请求在传输中带有 simple01 机器发送的指令信息，指令信息如

（root@simple01+指令等） 

    5.simple02 接收到 simple01 的信息后，会根据（root@simple01+

指令等)到 authorized_keys 中进行查找，如果没找到，向 simple01返回需

要输入密码，如果找到 simple02 会随机生成一个字符串，自已保存一份，然

后使用 simple01 的公钥进行加密。 

    6.将加密后的字符串发送给 simple01 

    7.simple01 接收到加密后的字符串，用自已的私钥进行解密。 

    8.将解密后的字符串再发送给 simple02 

    9.simple02 接收 simple01 发送的解密后的字符串与原来的字符串

进行比对，如果一致，可以免密码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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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1】linux 系统 JDK 的安装和配置 

Jdk 作为一个虚拟机安装在 linux 系统中，独立于操作系统，从而可以实现

java 编程的跨平台性，java 程序的执行过程都是 jvm控制的，并且 jdk 提供

很多开发工具，让开发实现起来更加容易。 

【案例 2-2】linux 系统下 HelloWorld 

通过 vim 编译后缀名为 Java 文件，再通过 Java运行后缀名为 Java 的文件，

生成 class结尾的文件，了解 Java 的运行机制。 

【案例 2-3】hadoop单机分布式配置与测试（必做） 

在缺省情况下，hadoop被配置为非分布式模式运行的，作为一个单一的 java

进程，这种配置一般用于调式作用。 

【案例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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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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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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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im 命令编辑/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eth0 文件，将 BOOTPROTO 的值

修改为 static，并将以上步骤中记录的 IP 地址、网关信息、子网掩码填写到该配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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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2】修改主机名和映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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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5】ssh 免密码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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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4】hadoop 伪分布式配置与测试 

一 解压/usr/hadoop/hadoop-2.4.1.tar.gz 压缩包 

这部分内容前面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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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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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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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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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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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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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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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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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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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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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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论与分析： 

 

1. 粘贴最终结果图，并对结果做分析说明 

【案例 1-1】Linux 设置静态 IP 地址 

采用修改配置文件的方式来设置静态 IP。首先注意，路由网关处必须设置可

以配置静态 IP或者使用指定 IP绑定 MAC 才可以配置，否则配置不成功。网

络配置的配置文件在/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下，可以使用

ifconfig查看。这时候如果想修改成静态的，首先把 BOOTPROTO="dhcp"改

BOOTPROTO="static"表示静态获取，然后再修改下面的配置：BROADCAST设

置的是局域网广播地址，IPADDR就是静态 IP，NETMASK是子网掩码，GATEWAY

就是网关或者路由地址；需要说明，原来还有个 NETWORK配置的是局域网网

络号，这个是 ifcalc自动计算的，所以这里配置这些就足够了，最终配置如

下图： 

 

【案例 1-2】修改主机名和映射关系 

 Linux 系统安装好后，都会有默认的主机名，这里以 CentOS 系统为例，为了

便于使用，我们常常需要修改主机名，主要步骤为修改 network 文件，重启

服务器，最后建立 IP 和 hostname 映射，建立 IP 和 hostname 映射关系很简

单，只需要修改一个文件（/etc/hosts）即可。我将主机名设置为 ferry.szu,

这里由于 shell 显示长短的原因只显示了 ferry。 

 

【案例 1-3】Linux 常用命令：Linux 操作系统常用命令（必做） 

这部分主要学习 Linux 系统常用命令，linux 命令格为 command  [option]  

[argument1]  [argument2]  ... 其中 option 以“-”开始，多个 option

可用一个“-”连起来，如“ls -l -a” 与“ls -la”的效果是一样的。 根

据命令的不同，参数分为可选的或必须的；所有的命令从标准输入接受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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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 结果显示在标准输出，而错误信息则显示在标准错误输出设备。可使用

重定向功能对 这些设备进行重定向。 

 

 

【案例 1-5】ssh 免密码配置 

假如我们现在有两台机器：ServerA和 ServerB，现在想要让 ServerA不用输

入密码就能够进行访问。我们使用 ssh-keygen 在 ServerA上生成 private

和 public 密钥，将生成的 public 密钥拷贝到远程机器 ServerB上后,就可以

使用ssh命令无需密码登录到另外一台机器ServerB上。在linux系统中,ssh

是远程登录的默认工具,因为该工具的协议使用了 RSA/DSA的加密算法【默认

是 DSR算法】，该工具做 linux 系统的远程管理是非常安全的。最终完成 ssh 

免密码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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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1】linux 系统 JDK 的安装和配置 

Linux 下 jdk 主要有两种安装方式；1、yum 安装；2、从官网下载包安装 

使用 yum 安装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安装路径是系统默认的，不利于后面对 

Hadoop 的配置。所以这里选择从 oracle官网下载 java 安装包手动安装，这

里容易出错的地方是对 jdk 的配置，要根据安装路径进行修改，要记住

source /etc/profile 命令刷新配置，最后用 java -version 命令可以检查

是否安装成功，这里可以看到安装成功了，版本是 1.8.0 

 

【案例 2-2】linux 系统下 HelloWorld 

到这一步，安装了完整的 JDK，可以通过手动建立和编译源文件，跑一次

HelloWorld，看看 JDK安装正确与否。在路径下建立文件 hello.java，用命

令行先 touch hello.java，然后 vi hello.java，进入到 hello.java 的编辑，

编写 hello.java 程序，按照上面安装 jdk 一步步做完，那么 javac 编译

hello.java 是可以通过的，在 hello.java相同的路径下会得到 hello.class

文件，注意这里对 jdk 的配置需要把路径写全，不然会出错，而且虽然 java

字节码文件是.class 后缀的，但是执行时不需要,这点要注意，执行后，输

出如下： 

  

【案例 2-3】hadoop单机分布式配置与测试（必做） 

Hadoop 是大数据处理主流框架，如果要学习大数据处理与存储，hadoop 是必

须掌握的一种框架技术。动手安装是最基础的实践。首先要注意的是：在安

装 hadoop 之前需要先完成以下一些设置 1.静态 ip 设置 2.设置 ip 连接用户

名 3.ssh 免密登陆，这些我们前面已经全部完成。其次容易出错的地方是在

修改系统环境变量配置文件，将 HADOOP 的路径加入 profile 时，这里要主要

路径要与安装路径一致。安装完成后，可以通过 hadoop version 命令测试

hadoop 是否安装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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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安装及配置表明本机可以当做 hadoop 服务器处理程序，也即是单机运

行，不是分布式的，map 和 reduce使用同一进程不同阶段来执行。Hadoop 可

以在单节点上以伪分布式的方式运行，Hadoop 进程以分离的 Java 进程来运

行，节点既作为 NameNode 也作为 DataNode，同时，读取的是 HDFS 中的文

件。下图命令中 input 为输入的文件夹，将处理 input 中的所有 xml 文件，

output 为输出结果文件夹。 

!

通过 cd output 密令进行查看，下图说明成功了 

!

【案例 2-4】hadoop 伪分布式配置与测试 

伪分布式配置，主要需要修改配置文件然后启动相应的集群服务。包括对 5

个配置文件修改，配置文件修改并保存后，就可以开始启动 Hadoop 了。首先

进行 hadoop 的初始化，然后启动所有进程，可通过 jps 命令查看进程状态 

 

至此，单机上伪分布式 Hadoop 环境配置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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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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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谈谈自己对这个实验的体会感受 

 

通过这次实验，我对 linux 和 Hadoop 有了基本的了解。本来以为对照着实

验手册操作会很容易，但实际上在实验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这次

的实验关键是运行环境的设置，只要一个地方出错了那么就不能运行，所以

做每一步都要很仔细认真，但最后通过查找资料和想助教老师请教，基本解

决了问题。总的来说，由于我使用的是阿里云服务器，和实验手册有些出入，

而且为了把实验报告做好，这次实验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但也学习到

了很多！对大数据方向也越来越有兴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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