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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数据计算主要有批量计算和流式计算两种形态，目前关于大数据批量计算系统的研究
和讨论相对充分，而如何构建低延迟、高吞吐且持续可靠运行的大数据流式计算系统是当前亟
待解决的问题且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相对较少。本文总结了典型应用领域中流式大数据所呈现
出的实时性、易失性、突发性、无序性、无限性等特征，给出了理想的大数据流式计算系统在
系统结构、数据传输、应用接口、高可用技术等方面应该具有的关键技术特征，论述并对比了
已有的大数据流式计算系统的典型实例，最后阐述了大数据流式计算系统在可伸缩性、系统容
错、状态一致性、负载均衡、数据吞吐量等方面所面临的技术挑战。
关键词：大数据计算，流式计算，流式大数据，内存计算，系统实例

１． 引言

和科技的进步。此外，大数据往往还呈现出个性

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连、社交媒体等新兴
信息技术和应用模式的快速发展，促使全球数据量

化、不完备化、价值稀疏、交叉复用等特征。
大数据蕴含大信息，大信息提炼大知识，大

。一

知识将在更高的层面、更广的视角、更大的范围帮

般意义上，大数据是指利用现有理论、方法、技术

助用户提高洞察力、提升决策力，将为人类社会创

和工具难以在可接受的时间内完成分析计算、整体

造前所未有的大价值。但与此同时，这些总量极大

呈现高价值的海量复杂数据集合。大数据呈现出多

的价值往往隐藏在大数据中，表现出了价值密度极

种鲜明特征

，在数据量方面，当前全球所拥有的

低、分布极其不规律、信息隐藏程度极深，发现有

数据总量已经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更为重

用价值极其困难的鲜明特征。这些特征必然为大数

要的是数据量的增加速度呈现出倍增趋势，并且每

据的计算环节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并要求

个应用所计算的数据量也大幅增加。在数据速率方

大数据计算系统具备高性能、实时性、分布式、易

面，数据的产生、传播的速度更快，在不同时空中

用性、可扩展性等特征。

急剧增加，推动人类社会迈入大数据时代

［３－７］

［１－４］

流转，呈现出鲜明的流式特征，更为重要的是数据

大数据价值的有效实现离不开Ａ、Ｂ、Ｃ三大要

价值的有效时间急剧减少，也要求越来越高的数据

素，即大分析（Ｂｉｇ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大带宽（Ｂｉｇ 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和

计算和使用能力。在数据复杂性方面，数据种类繁

大内容（Ｂｉｇ

多，数据在编码方式、存储格式、应用特征等多个

创新性的数据分析方法，实现对大量数据的快速、

方面也存在多层次、多方面的差异性，结构化、半

高效、及时的分析与计算，得出跨数据间的、隐含

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并存，并且半结构化、非结

于数据中的规律、关系和内在逻辑，帮助用户理清

构化数据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加。在数据价值方面，

事件背后原因、预测发展趋势、获取新价值；（２）

数据规模增大到一定程度之后，隐含于数据中的知

大带宽，通过大带宽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以便在

识的价值也随之增大，并将更多的推动社会的发展

更大范围内进行数据的收集，以更快的速度进行数

Ｃｏｎｔｅｎｔ）。其中，（１）大分析，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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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大学符号计算与知识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资助项目（９３Ｋ１７２０１２Ｋ１２）．

大数据技术

据的传输，为大数据的分析、计算等环节提供时间

有明显的优劣互补特征，在多种应用场合下可以将

和数据量方面的基本保障；（３）大内容，只有在

两者结合起来使用。通过发挥流式计算的实时性优

数据内容足够丰富、数据量足够大的前提下，隐含

势和批量计算的计算精度优势，满足多种应用场景

于大数据中的规律、特征才能被识别出来。由此可

在不同阶段的数据计算要求。

见，大分析是实现途径，大带宽是基本保障，大内
容是前提条件。

目前，关于大数据批量计算相关技术的研究
相对成熟 ［３－１０］，形成了以Ｇｏｏｇｌｅ的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编程模
型、开源的Ｈａｄｏｏｐ计算系统为代表的高效稳定的批
量计算系统，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均取得了显著成果
［７，１９］

。关于流式计算的早期研究往往集中在数据库环

境中开展数据计算的流式化，数据规模较小，数据
对象比较单一。由于新时期的流式大数据呈现出实
时性、易失性、突发性、无序性、无限性等特征，
对系统提出了很多新的更高要求。２０１０年Ｙａｈｏｏ推出
Ｓ４流式计算系统，２０１１年Ｔｗｉｔｔｅｒ推出Ｓｔｏｒｍ流式计算
图１ 大数据批量计算

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大数据流式计算技术的
发展和应用。但是，这些系统在可伸缩性、系统容
错、状态一致性、负载均衡、数据吞吐量等诸多方
面仍然存在着明显不足。如何构建低延迟、高吞吐
且持续可靠运行的大数据流式计算系统是当前亟待
解决的问题。
本文以大数据流式计算系统的设计、优化和
挑战为核心，系统的梳理和分析了当前大数据流式
计算系统的研究和发展现状，总结了在金融银行业
应用、互联网应用和物联网应用等三大典型领域中

图２ 大数据流式计算

大数据的计算模式

［７－１０］

可以分为批量计算（ｂａｔｃｈ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和流式计算（ｓｔｒｅａｍ

流式大数据所呈现出的实时性、易失性、突发性、
无序性、无限性等特征。给出了理想的大数据流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两种形

式计算系统在系统结构、数据传输、应用接口、

态。如图１所示，批量计算首先进行数据的存储，

高可用技术等方面应该具有的关键技术特性，论

然后再对存储的静态数据进行集中计算。Ｈａｄｏｏｐ是

述并对比了五款大数据流式计算系统，即Ｔｗｉｔｔｅｒ的

典型的大数据批量计算架构，由ＨＤＦＳ分布式文件系

Ｓｔｏｒｍ系统、Ｙａｈｏｏ的Ｓ４系统、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的Ｄａｔａ Ｆｒｅｅｗａｙ

统负责静态数据的存储，并通过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将计算

ａｎｄ

逻辑分配到各数据节点进行数据计算和价值发现。

ＴｉｍｅＳｔｒｅａｍ系统。阐述了大数据流式计算系统在可伸

如图２所示，流式计算中，无法确定数据的到来时刻

缩性、系统容错、状态一致性、负载均衡、数据吞

和到来顺序，也无法将全部数据存储起来。因此，

吐量等方面所面临的技术挑战。本文工作为构建低

不再进行流式数据的存储，而是当流动的数据到来

延迟、高吞吐且持续可靠运行的大数据流式计算系

后在内存中直接进行数据的实时计算。如Ｔｗｉｔｔｅｒ的

统提供了一些指导性原则，弥补了当前关于大数据

Ｓｔｏｒｍ、Ｙａｈｏｏ的Ｓ４就是典型的流式数据计算架构，数

流式计算的研究成果不足的局面。

据在任务拓扑中被计算，并输出有价值的信息。

Ｐｕｍａ系统、Ｌｉｎｋｅｄｉｎ的Ｋａｆｋａ系统、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的

本文余下章节安排如下：第２节分析了大数据

流式计算和批量计算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大数据

流式计算的典型应用领域及其特征。第３节论述了设

应用场景。对于先存储后计算，实时性要求不高，

计优良的大数据流式计算系统在系统结构、数据传

同时，数据的准确性、全面性更为重要的应用场

输、应用接口、高可用技术等方面应该满足的关键

景，批量计算模式更加适合。对于无需先存储，可

技术要求。第４节分析对比了五款比较典型的大数据

以直接进行数据计算，实时性要求很严格，但数据

流式计算系统。第５节具体阐述了大数据流式计算在

的精确度要求稍微宽松的应用场景，流式计算具有

系统的可伸缩性、系统容错、状态一致性、负载均

明显优势。流式计算中数据往往是最近一个时间窗

衡、数据吞吐量等方面所面临的新的挑战。最后，

口内的，因此数据延迟往往较短，实时性较强，但

第６节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数据的精确程度往往较低。流式计算和批量计算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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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应用场景及数据特征

在互联网领域中，大数据流式计算的典型应

大数据流式计算主要用在对动态产生的数据进

用场景包括：搜索引擎，搜索引擎提供商们往往会

行实时计算并及时反馈结果，但往往不要求结果绝

在反馈给客户的搜索页面中加入点击付费的广告信

对精确的应用场景。在数据的有效时间内获取其价

息。插入什么广告、在什么位置插入这些广告才能

值是大数据流式计算系统的首要设计目标，因此当

得到最佳效果，往往需要根据客户的查询偏好、浏

数据到来后，将立即对其进行计算，而不再对其进

览历史、地理位置等综合语义进行决定。而这种计

行缓存等待后续全部数据到来再进行计算。

算对于搜索服务器而言往往是大量的，一方面，每
时每刻都会有大量客户进行搜索请求，另一方面，
数据计算的时效性极短，需要保证极低的响应时

２．１ 应用场景
，本文按

间。社交网站，需要实时分析用户的状态信息，及

照数据产生方式、数据规模大小以及技术成熟度高

时提供最新的用户分享信息到相关的朋友，准确的

低等三个不同维度，选择金融银行业应用、互联网

推荐朋友，推荐主题，提升用户体验，并能及时的

应用和物联网应用等三种典型应用场景，用于分析

发现和屏蔽各种欺骗行为。

大数据流式计算的应用场景较多

［１１－１６］

说明大数据流式计算的基本特征。从数据产生方式

（３）物联网领域的应用

上看，它们分别是被动产生数据、主动产生数据和

在物联网环境中，各个传感器产生大量数据。

自动产生数据；从数据规模上看，它们处理的数据

这些数据通常包含时间、位置、环境和行为等内

分别是小规模、中规模和大规模；从技术成熟度上

容，具有明显的颗粒性。由于传感器的多元化、差

看，它们分别是成熟度高、成熟度中和成熟度低。

异化以及环境的多样化，这些数据呈现出鲜明的异

（１）金融银行业的应用

构性、多样性、非结构化、有噪声、高增长率等特

在金融银行领域的日常运营过程中，往往会产

征。所产生的数据量之密集、实时性之强、价值密

生大量数据，这些数据的时效性往往较短。因此，

度之低是前所未有的，需要进行实时、高效的计算。

金融银行领域是大数据流式计算最典型的应用场景

在物联网领域中，大数据流式计算的典型应用

之一，也是大数据流式计算最早的应用领域。在金

场景包括：智能交通，通过传感器实时感知车辆、

融银行系统内部，每时每刻都有大量的往往是结构

道路的状态，并分析和预测一定范围、一段时间内

化的数据在各个系统间流动，并需要实时计算。同

的道路流量情况，以便有效进行分流、调度和指

时，金融银行系统同其他系统也有着大量的数据流

挥。环境监控，通过传感器和移动终端，对一个地

动，这些数据不仅有结构化数据，也会有半结构化

区的环境综合指标进行实时监控、远程查看、智能

和非结构化数据。通过对这些大数据的流式计算，

联动、远程控制，系统的解决综合环境问题。这些

发现隐含于其中的内在特征，可帮助金融银行进行

对计算系统的实时性、吞吐量、可靠性等方面提出

实时决策。

很高要求。

在金融银行的实时监控场景中，大数据流式计

表１ 大数据流式计算应用场景对比

算往往体现出了自身的优势。如：风险管理，包括

应用场景

数据产生方式

数据规模

技术成熟度

信用卡诈骗、保险诈骗、证券交易诈骗、程序交易

金融银行

被 动

小

高

等，需要实时跟踪发现；营销管理，如根据客户信

互联网

主 动

中

中

用卡消费记录，掌握客户的消费习惯和偏好，预测

物联网

自 动

大

低

客户未来的消费需求，并为其推荐个性化的金融产
品和服务；商业智能，如掌握金融银行系统内部各
系统的实时数据，实现对全局状态的监控和优化，
并提供决策支持。
（２）互联网领域的应用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Ｗｅｂ ２．０时
代的到来，用户可以实时分享和提供各类数据。不
仅使得数据量大大增加，也使得数据更多的以半结
构化和非结构化的形态呈现。据统计，目前互联网
中７５％的数据来自于个人，主要以图片、音频、视频
数据形式存在，需要实时分析和计算这些大量、动
态的数据。

大数据流式计算的三种典型应用场景的对比如
表１所示。从数据的产生方式看，金融银行领域的数
据往往是在系统中被动产生的，互联网领域的数据
往往是人为主动产生的，物联网领域的数据往往是
由传感器等设备自动产生的。从数据的规模来看，
金融银行领域的数据同互联网、物联网领域数据相
比较少，物联网领域的数据规模是最大的，但受制
于物联网的发展阶段，当前实际拥有数据规模最大
的是互联网领域。从技术成熟度来看，金融银行领
域的流式大数据应用最为成熟，从早期的复杂事件
处理 ［１７，１８］开始就呈现了大数据流式计算的思想，互
联网领域的发展，将大数据流式计算真正推向历史

大数据技术

舞台，物联网领域的发展为大数据流式计算提供了

所处的时空环境也不尽相同，因此无法保证数据流

重要历史机遇。

间的各个数据元素的相对顺序。另一方面，即使是
同一个数据流，由于时间和环境的动态变化，也无

２．２ 流式大数据特征

法保证重放数据流和之前数据流中数据元素顺序的

图３用有向无环图（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Ａｃｙｃｌｉｃ Ｇｒａｐｈ，即

一致性。这就需要系统在数据计算过程中具有很好

ＤＡＧ）描述了大数据流的计算过程，其中，圆形表

的数据分析和发现规律的能力，不能过多的依赖数

示数据的计算节点，箭头表示数据的流动方向。与

据流间的内在逻辑或者数据流内部的内在逻辑。

大数据批量计算不同，大数据流式计算中的数据流
主要体现了如下五个特征［１９￣２１］。

（５）无限性：在大数据流式计算中，数据是实
时产生、动态增加的，只要数据源处于活动状态，
数据就会一直产生和持续增加下去，可以说，潜在
的数据量是无限的，无法用一个具体确定的数据实
现对其进行量化。系统在数据计算过程中，无法保
存全部数据。一方面，硬件中没有足够大的空间来
存储这些无限增长的数据；另一方面，也没有合适
的软件来有效的管理这么多数据。并且，需要系统
具有很好的稳定性，保证系统长期稳定运行。
表２对比了大数据流式计算和大数据批量计算的

图３ 有向无环图

（１）实时性：流式大数据是实时产生，实时计

需求。

算，结果反馈往往也需要保证及时性。流式大数据

表２ 大数据流式、批量需求对比

价值的有效时间往往较短，大部分数据到来后直接

性能指标

大数据流式计算

大数据批量计算

在内存中进行计算并丢弃，只有少数数据才被长久

计算方式

实 时

批 量

保存到硬盘中。这就需要系统要有足够的低延迟计

常驻空间

内 存

硬 盘

算能力，可以快速的进行数据计算，在数据价值有

时效性

短

长

效的时间内，体现数据的有用性。对于时效性特别

有序性

无

有

数据量

无 限

有 限

数据速率

突 发

稳 定

是否可重现

难

易

移动对象

数据移动

程序移动

数据精确度

较 低

较 高

短、潜在价值又很大的数据可以优先计算。
（２）易失性：在大数据流式计算环境中，数
据流往往是到达后立即被计算并使用，只有极少数
的数据才会被持久化的保存下来，大多数数据往往
会被直接丢弃。数据的使用往往是一次性的、易失
的，即使重放，得到的数据流和之前的数据流往往
也是不同的。这就需要系统具有一定的容错能力，
要充分的利用好仅有的一次数据计算机会，尽可能

３． 大数据流式计算关键技术

全面、准确、有效的从数据流中得出有价值的信息。

针对具有实时性、易失性、突发性、无序性、

（３）突发性：在大数据流式计算环境中，数据

无限性等特征的流式大数据，理想的大数据流式计

的产生完全由数据源确定，由于不同的数据源，在

算系统应该表现出低延迟、高吞吐、持续稳定运行

不同时空范围内的状态不统一且动态变化，导致数

和弹性可伸缩等特性。这其中离不开系统架构、数

据流的速率呈现出了突发性的特征。前一时刻数据

据传输、编程接口、高可用技术等关键技术的合理

速率和后一时刻数据速率可能会差异巨大。这就需

规划和良好设计。

要系统具有很好的可伸缩性，能够动态适应不确定
流入的数据流，具有很强的系统计算能力和大数据

３．１ 系统架构

流量动态匹配的能力。一方面，在突发高数据流速

系统架构是系统中各子系统间的组合方式，

的情况下，保证不丢弃数据，或者识别并选择性的

属于大数据计算所共有的关键技术，大数据流式计

丢弃部分不重要的数据。另一方面，在低数据速率

算需要选择特定的系统架构进行流式计算任务的部

的情况下，保证不会太久或过多的占用系统资源。

署。当前，大数据流式计算系统采用的系统架构 ［２２－

（４）无序性：在大数据流式计算环境中，各数

２４］

可以分为无中心节点的对称式系统架构（如Ｓ４、

据流之间、同一数据流内部各数据元素之间是无序

Ｐｕｍａ等系统）以及有中心节点的主从式架构（如

的。一方面，由于各个数据源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Ｓｔｏｒ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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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节点，往往不会过多的考虑到下游节点的负载
状态、工作状态等因素，可能会导致下游部分节点
负载不均衡。

图４ 对称式架构

（１）对称式架构：如图４所示，系统中各个节
点的功能是相同的，具有良好的可伸缩性。但由于

图６ 数据流传输方式

不存在中心节点，在资源调度、系统容错、负载均

（２）被动拉取方式：只有下游节点显式进行数

衡等方面需要通过分布式协议实现。例如，Ｓ４通过

据请求，上游节点才会将数据传输到下游节点。其

Ｚｏｏｋｅｅｐｅｒ实现系统容错、负载均衡等功能。

本质是让相关数据被动的传输到下游计算节点。被

（２）主从式系统架构：如图５所示，系统存在

动拉取方式的优势在于下游节点可以根据自身的负

一个主节点和多个从节点，主节点负责系统资源的

载状态、工作状态适时的进行数据请求，但上游节

管理和任务的协调，并完成系统容错、负载均衡等

点的数据可能未必得到及时的计算。

方面的工作，从节点负责接收来自于主节点的任务

大数据流式计算的实时性要求高，数据需要得

并在计算完成后进行反馈。各个从节点间没有数据

到及时处理，往往选择主动推送的数据传输方式，

往来，整个系统的运行完全依赖于主节点控制。

当然，主动推送方式和被动拉取方式不是完全对立
的，也可以将两者进行融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
现更好的效果。
３．３ 编程接口
编程接口是方便用户根据流式计算的任务特
征，通过有向任务图来描述任务内在逻辑和依赖关
系，并编程实现任务图中各节点的处理功能。用户
策略的定制、业务流程的描述和具体应用的实现需
要通过大数据流式计算系统提供的应用编程接口。

图５ 主从式架构

良好的应用编程接口可以方便用户实现业务逻辑，
可以减少用户的编程工作量，并降低用户系统功能

３．２ 数据传输

的实现门槛［２７－２９］。

数据传输是指完成有向任务图到物理计算节点

当前大多数开源大数据流式计算系统均提供了

的部署之后，各个计算节点之间的数据传输方式。

类似于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的类ＭＲ用户编程接口。例如，

在大数据流式计算环境中，为了实现高吞吐和低延

Ｓｔｏｒｍ提供Ｓｐｏｕｔ和Ｂｏｌｔ应用编程接口，用户只需要定

迟，需要更加系统的优化有向任务图以及有向任务

制Ｓｐｏｕｔ和Ｂｏｌｔ的功能，并规定数据流在各个Ｂｏｌｔ间

图到物理计算节点的映射方式。如图６所示，在大数

的内在流向，明确数据流的有向无环图，其他具体

据流式计算环境中，数据的传输方式分为主动推送

细节的实现方式用户不需要太多关心，即可满足

方式（基于Ｐｕｓｈ方式）和被动拉取方式（基于Ｐｕｌｌ方

对流式大数据的高效、实时计算。也有部分大数

式）

据流式计算系统为用户提供了类ＳＱＬ的应用编程接

［２４￣２６］

。

（１）主动推送方式：在上游节点产生或计算完

口，并提供了相应的组件，便于应用功能的实现。

数据后，主动将数据发送到相应的下游节点。其本

ＳｔｒｅａｍＢａｓｅ系统不仅为用户提供了类ＳＱＬ的应用编程

质是让相关数据主动寻找下游的计算节点，当下游

接口来描述计算过程，也借助图形化用户视窗为用

节点报告发生故障或负载过重时，将后续数据流推

户提供了丰富的组件。

送到其它相应节点。主动推送方式的优势在于数据
计算的主动性和及时性，但由于数据是主动推送到

３．４ 高可用技术

大数据技术

大数据批量计算将数据事先存储到持久设备
上，节点失效后容易实现数据重放。而大数据流式
计算对数据不进行持久化存储。因此，批量计算中
的高可用技术不完全适用于流式计算环境。需要根
据流式计算新特征及其新的高可用要求，有针对性
的研究更加轻量高效的高可用技术和方法。
大数据流式计算系统高可用是通过状态备份和
故障恢复策略实现的。当故障发生后，系统根据预
先定义的策略进行数据的重放和恢复。按照实现策
略可以细分为：被动等待策略（Ｐａｓｓｉｖｅ Ｓｔａｎｄｂｙ），
主动等待策略（Ａｃｔｉｖｅ

Ｓｔａｎｄｂｙ）和上游备份策略（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Ｂａｃｋｕｐ）三种［３０－３４］。
（１）被动等待策略：如图７所示，主节点Ｂ进

图９ 上游备份策略

行数据计算，副本节点Ｂ，处于待命状态。系统会

（３）上游备份策略：如图９所示，每个主节点

定期的将主节点Ｂ上的最新的状态备份到副本节点

均记录其自身的状态和输出数据到日志文件，当某

Ｂ，上。出现故障时，系统从备份数据中进行状态

个主节点Ｂ出现故障后，上游主节点会重放日志文件

恢复。被动等待策略支持数据负载较高、吞吐量较

中的数据到相应副本节点Ｂ，中，进行数据的重新计

大的场景，但故障恢复时间较长，可以通过对备份

算。上游备份策略所占用的系统资源最小，在无故

数据的分布式存储减少恢复时间。该方式更适合于

障期间，由于副本节点Ｂ，保持空闲状态，数据的

精确式数据恢复，可以很好的支持不确定性计算应

执行效率很高。但由于其需要较长的时间进行恢复

用，在当前流式数据计算中应用最为广泛。

状态的重构，故障的恢复时间往往较长。如当需要
恢复时间窗口为３０分钟的聚类计算，就需要重放该
３０分钟内的所有元组。可见，对于系统资源比较稀
缺，算子状态较少的情况下，上游备份策略是个比
较好的选择方案。
表３从五个方面详细对比了上述三种高可用策
略，实际应用中可以根据具体环境进行选择。
表３ 三种高可用策略对比

图７ 被动等待策略

性能指标

被动等待策略 主动等待策略

上游备份策略

（２）主动等待策略：如图８所示，系统在为主

系统性能

低

高

高

节点Ｂ传输数据的同时，也为副本节点Ｂ，传输一份

恢复速度

中

高

低

数据副本。以主节点Ｂ为主进行数据计算，当主节点

资源使用

中

高

低

Ｂ出现故障时，副本节点Ｂ，完全接管主节点Ｂ的工

精准恢复

是

否

否

适用范围

局域网

广域网

局域网或广域网

作，主副节点需要分配同样的系统资源。该种方式
故障恢复时间最短，但数据吞吐量较小，也浪费了
较多的系统资源。在广域网环境中，系统负载往往
不是过大时，主动等待策略是个比较好的选择，可
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系统恢复。

３．５ 其他关键技术
此外，大数据流式计算系统也离不开其他相关
关键技术的支持，包括：系统故障恢复，快速的实
现从故障状态恢复到一种正确的状态中来，满足系
统的高效运行需求；系统资源调度，实现对系统中
资源的最佳利用，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保证任务的
完成和能耗的节省；负载均衡策略，实现对系统中
的任务的动态合理分配，动态适应系统负载情况，
保证系统中的任务均衡和稳定运行；数据在任务拓

图８ 主动等待策略

扑中的路由策略，促进系统中的负载均衡策略的高
效实现、数据的合理流动及快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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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系统实例分析

扑。

现有的大数据流式计算系统实例有Ｔｗｉｔｔｅｒ的
Ｓｔｏｒｍ系统［３５］、Ｙａｈｏｏ的Ｓ４（Ｓｉｍｐｌｅ Ｓｃａｌａｂｌｅ 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系统［３８］、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的Ｄａｔａ Ｆｒｅｅｗａｙ ａｎｄ Ｐｕｍａ
系 统 ［４３］、 Ｌ ｉ ｎ ｋ ｅ ｄ ｉ ｎ 的 Ｋ ａ ｆ ｋ ａ 系 统 ［４８］、 Ｍ ｉ ｃ ｒ ｏ ｓ ｏ ｆ ｔ 的
Ｔ ｉ ｍ ｅ Ｓ ｔ ｒ ｅ ａ ｍ 系 统 ［５２］、 Ｈ ａ ｄ ｏ ｏ ｐ 之 上 的 数 据 分 析
系 统 Ｈ Ｓ ｔ ｒ ｅ ａ ｍ ｉ ｎ ｇ ［５７］、 Ｉ Ｂ Ｍ 的 商 业 流 式 计 算 系 统
Ｓ ｔ ｒ ｅ ａ ｍＢ ａ ｓｅ ［ ５ ８ ］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的交互式实时计算系统
Ｓｐａｒｋ ［５９］ 、专门进行复杂事件处理（ＣＥＰ，Ｃｏｍｐｌｅｘ
Ｅｖ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的Ｅｓｐｅｒ［６０］系统等。本文选择当前比
较典型的、应用较为广泛的、具有代表性的前五款
大数据流式计算系统，进行了实例分析。
４．１ Ｓｔｏｒｍ系统
图１１ Ｓｔｏｒｍ数据流组

Ｓｔｏｒｍ ［３５－３７，４０］ 是Ｔｗｉｔｔｅｒ支持开发的一款分布式
的、开源的、实时的、主从式大数据流式计算系

（２）作业级容错机制

统，最新版本是Ｓｔｏｒｍ０．８．２，使用的协议为Ｅｃｌｉｐｓｅ

用户可以为一个或多个数据流作业（以下简称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ｃｅｎｓｅ １．０，其核心部分使用了高效流式计算

数据流）进行编号，分配一个唯一的ＩＤ，Ｓｔｏｒｍ可以

的函数式语言Ｃｌｏｊｕｒｅ编写，极大的提高了系统性能。

保障每个编号的数据流在任务拓扑中被完全执行。

但为了方便用户使用，支持用户使用任意编程语言

所谓的完全执行是指由该ＩＤ绑定的源数据流以及由

进行项目的开发。

该源数据流后续生成的新数据流经过任务拓扑中每

（１）任务拓扑

一个应该到达的Ｂｏｌｔ，并被完全执行。如图１２所示，

任务拓扑（Ｔｏｐｏｌｏｇｙ）是Ｓｔｏｒｍ的逻辑单元，一个

两个数据流被分配一个ＩＤ＝１，当且仅当两个数据流

实时应用的计算任务将被打包为任务拓扑后发布，

分别经过Ｂｏｌｔ １和Ｂｏｌｔ ２，最终都到达Ｂｏｌｔ ３并均被完全

任务拓扑一旦提交后将会一直运行着，除非显式的

处理后，才表明数据流被完全执行。

去中止。一个任务拓扑是由一系列Ｓｐｏｕｔ和Ｂｏｌｔ构成
的有向无环图，通过数据流（Ｓｔｒｅａｍ）实现Ｓｐｏｕｔ和
Ｂｏｌｔ之间关联，如图１０所示。其中，Ｓｐｏｕｔ负责从外
部数据源不间断地读取数据，并以Ｔｕｐｌｅ元组的形式
发送给相应的Ｂｏｌｔ；Ｂｏｌｔ负责对接收到的数据流进行
计算，实现过滤、聚合、查询等具体功能，可以级
联，也可以向外发送数据流。
图１２ 数据流作业完全执行

Ｓｔｏｒｍ通过系统级组件Ａｃｋｅｒ实现对数据流的全局
计算路径的跟踪，并保证该数据流被完全执行。其
基本原理是为数据流中的每个分组进行编号，并通
过异或运算来实现对其计算路径的跟踪。
作业级容错的基本原理是：
Ａ ｘｏｒ Ａ ＝ ０。
Ａ ｘｏｒ Ｂ…ｘｏｒ Ｂ ｘｏｒ Ａ ＝ ０，当且仅当每个编号仅
出现两次。
图１０ Ｓｔｏｒｍ任务拓扑

作业级容错的基本流程是：在Ｓｐｏｕｔ中，系统

数据流是Ｓｔｏｒｍ对数据进行的抽象，它是时间上

会为数据流的每个分组生成一个唯一的６４位整数，

无穷的Ｔｕｐｌｅ元组序列，如图１１所示，数据流是通过

作为该分组的根ＩＤ。根ＩＤ会被传递给Ａｃｋｅｒ及后续

流分组（Ｓｔｒｅａｍ

Ｇｒｏｕｐｉｎｇ）所提供的不同策略实现

的Ｂｏｌｔ作为该分组单元的唯一标识符。同时，无论

在任务拓扑中流动。此外，为了满足确保消息能且

是Ｓｐｏｕｔ还是Ｂｏｌｔ每次新生成一个分组的时候，都会

仅能被计算一次的需求，Ｓｔｏｒｍ还提供了事务任务拓

重新赋予该分组一个新的６４位的整数的ＩＤ。Ｓｐｏｕｔ发

大数据技术

送完某个数据流对应的源分组后，并告知Ａｃｋｅｒ自

Ｚｏｏｋｅｅｐｅｒ节点，并进行恢复。

己所发射分组的根ＩＤ及生成的那些分组的新ＩＤ，而
Ｂｏｌｔ每次接受到一个输入分组并计算完之后，也将告
知Ａｃｋｅｒ自己计算的输入分组的ＩＤ及新生成的那些分
组的ＩＤ，Ａｃｋｅｒ只需要对这些ＩＤ做一个简单的异或运
算，就能判断出该根ＩＤ对应的消息单元是否计算完
成。
（３）总体架构
Ｓｔｏｒｍ采用主从系统架构，如图１３所示，在一
个Ｓｔｏｒｍ系统中有两类节点，即一个主节点Ｎｉｍｂｕｓ、
多个从节点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三种运行环境，即ｍａｓｔｅｒ、
ｃｌｕｓｔｅｒ和ｓｌａｖｅｓ构成。其中，
主节点Ｎｉｍｂｕｓ运行在ｍａｓｔｅｒ环境中，是无状
态的，负责全局的资源分配、任务调度、状态

图１３ Ｓｔｏｒｍ系统架构

监控和故障检测。一方面，主节点Ｎｉｍｂｕｓ接收

（４）系统特征

客户端提交过来的任务，验证后分配任务到从

Ｓｔｏｒｍ系统的主要特征为：（ａ）简单编程模型。

节点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上，同时把该任务的元信息写入

用户只需编写Ｓｐｏｕｔ和Ｂｏｌｔ部分的实现，因此，极大

Ｚｏｏｋｅｅｐｅｒ目录中；另一方面，主节点Ｎｉｍｂｕｓ需

的降低了实时大数据流式计算的复杂性；（ｂ）支

要通过Ｚｏｏｋｅｅｐｅｒ实时监控任务的执行情况，当出

持多种编程语言。默认支持Ｃｌｏｊｕｒｅ、Ｊａｖａ、Ｒｕｂｙ和

现故障时，进行故障检测，并重启失败的从节点

Ｐｙｔｈｏｎ，也可以通过添加相关协议实现对新增语言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和工作进程Ｗｏｒｋｅｒ。

支持；（ｃ）作业级容错性。可以保证每个数据流作

从节点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运行在ｓｌａｖｅｓ环境中，也是无

业被完全执行；（ｄ）水平可扩展。计算可以在多个

状态的，负责监听并接受来自于主节点Ｎｉｍｂｕｓ所

线程、进程和服务器之间并发执行；（ｅ）快速消息

分配的任务，并启动或停止自己所管理的工作进

计算。通过ＺｅｒｏＭＱ作为其底层消息队列，保证了消

程Ｗｏｒｋｅｒ，其中，工作进程Ｗｏｒｋｅｒ负责具体任务的

息能够得到快速的计算。

执行。一个完整的任务拓扑往往由分布在多个从

（５）存在不足

节点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上的Ｗｏｒｋｅｒ进程来协调执行，每个

Ｓｔｏｒｍ系统存在的不足主要包括：资源分配没有

Ｗｏｒｋｅｒ都执行且仅执行任务拓扑中的一个子集。在

考虑任务拓扑的结构特征，无法适应数据负载的动

每个Ｗｏｒｋｅｒ内部，会有多个Ｅｘｅｃｕｔｏｒ，每个Ｅｘｅｃｕｔｏｒ对

态变化。采用集中式的作业级容错机制，在一定程

应一个线程。Ｔａｓｋ负责具体数据的计算，即用户所

度上限制了系统的可扩展性。

实现的Ｓｐｏｕｔ／Ｂｌｏｔ实例。每个Ｅｘｅｃｕｔｏｒ会对应一个或多
个Ｔａｓｋ，因此，系统中Ｅｘｅｃｕｔｏｒ的数量总是小于等于
Ｔａｓｋ的数量。

４．２ Ｓ４系统
Ｓ４［３８－４２］是Ｙａｈｏｏ支持开发的一款分布式的、可扩

Ｚｏｏｋｅｅｐｅｒ是一个针对大型分布式系统的可靠

展的、可插拔的、对称的大数据流式计算系统，最

协调服务和元数据存储系统，通过配置Ｚｏｏｋｅｅｐｅｒ集

新版本是Ｓ４ ０．６．０，使用的协议为Ａｐａｃｈｅ ｌｉｃｅｎｓｅ ２．０，

群，可以使用Ｚｏｏｋｅｅｐｅｒ系统所提供高可靠性的服

编程语言为Ｊａｖａ。

务。Ｓｔｏｒｍ系统引入Ｚｏｏｋｅｅｐｅｒ极大的简化了Ｎｉｍｂｕｓ、

（１）处理单元Ｐ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Ｗｏｒｋｅｒ之间的设计，保障了系统的稳

处理单元Ｐ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Ｅｌｅｍｅｎｔ），如图１４所

定性。Ｚｏｏｋｅｅｐｅｒ在Ｓｔｏｒｍ系统中具体实现了以下功

示，是Ｓ４中的基本计算单元，由四个组件构成，

能：（ａ）存储客户端提交的任务拓扑信息、任务

即：（ａ）函数，实现了与该处理单元ＰＥ相对应的功

分配信息、任务的执行状态信息等，便于主节点

能和配置；（ｂ）事件类型，规定了该处理单元ＰＥ所

Ｎｉｍｂｕｓ监控任务的执行情况；（ｂ）存储从节点

接收的事件类型；（ｃ）主键，规定了该处理单元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工作进程Ｗｏｒｋｅｒ的状态和心跳信息，便

ＰＥ所关心的事件主键；（ｄ）键值，规定了该处理单

于主节点Ｎｉｍｂｕｓ监控系统各节点运行状态；（ｃ）

元ＰＥ所匹配的键值。

存储整个集群的所有状态信息和配置信息，便于主

处理单元ＰＥ只关心与其事件类型相匹配的事

节点Ｎｉｍｂｕｓ监控Ｚｏｏｋｅｅｐｅｒ集群的状态，在出现主

件，并仅仅处理与其主键、键值相一致的事件，即

Ｚｏｏｋｅｅｐｅｒ节点挂掉后可以重新选取一个节点作为主

只有事件类型、主键、键值全部匹配后，处理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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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才会处理该类事件。当一个新事件没有可以匹配

干个ｋｅｙ和若干个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ｋｅｙ和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都是ｔｕｐｌｅ－

的处理单元ＰＥ时，那么系统将会为该事件新创建一

ｖａｌｕｅｄ，即ｋｅｙ＝ｖａｌｕｅ的元组值。事件在各个处理单

个处理单元ＰＥ。因此，需要高效、动态的创建、管

元ＰＥ中被计算，在处理单元ＰＥ之间流动，处理单

理和删除处理单元ＰＥ，同时，处理单元ＰＥ的类型设

元ＰＥ之间的逻辑构成了一个有向无环图。如图１５所

计及其拓扑结构也需要更合理的规划。

示，描述了一个统计ＴｏｐＫ热点单词的实例。

有一类处理单元ＰＥ位于Ｓ４的输入层，其没有
主键、键值，只需事件类型相匹配即对该类事件进
行处理。通常情况下，该类处理单元ＰＥ所计算的事
件为原始输入事件，其输出事件会被新增主键、键
值，以便后续处理单元ＰＥ进行计算。

图１４ 处理单元ＰＥ

（２）任务拓扑结构
在Ｓ４系统中，数据流是由事件的有序序列（Ｋ，
Ａ）构成的，其中，Ｋ、Ａ分别表示该类型事件的若

图１５ 任务拓扑实例

表４ 数据流内容
数据流

事件类型

主 键

键 值

１

查 询

无

Ｉ ｍｅａｎ ｗｈａｔ Ｉ ｓａｉｄ ａｎｄ Ｉ ｓａｉｄ ｗｈａｔ Ｉ ｍｅａｎ……

２

单词统计

ｗｏｒｄ＝ｓａｉｄ

ｃｏｕｎｔ＝２

３

单词统计

ｗｏｒｄ＝ｗｈａｔ

ｃｏｕｎｔ＝２

４

单词统计

ｗｏｒｄ＝Ｉ

ｃｏｕｎｔ＝４

５

单词数更新

ＳｏｒｔＩＤ＝２

ｗｏｒｄ＝ｓａｉｄ， ｃｏｕｎｔ＝８

６

单词数更新

ＳｏｒｔＩＤ＝５

ｗｏｒｄ＝ ｗｈａｔ， ｃｏｕｎｔ＝１７

７

单词数更新

ＳｏｒｔＩＤ＝１０

ｗｏｒｄ＝ｓａｉｄ， ｃｏｕｎｔ＝５７

８、９、１０

汇总降序

ＴｏｐＫ＝１００

ｗｏｒｄ＝［ｗ：ｃｎｔ］

１１

输出

无

ｔｏｔａｌ－ｃｏｕｎｔ

在图１５所示的有向无环图中，节点表示处理单
元ＰＥ，实现对数据流的计算和新数据流的输出，有

单元ＰＥ８中进行汇总和排序，得出当前的ＴｏｐＫ个热点
单词。

向边表示事件的有序序列（Ｋ，Ａ）及其流向。在该

（３）处理节点Ｐｎｏｄｅ

实例中，实现了对于流式数据中的ＴｏｐＫ热点单词统

在Ｓ４的处理节点Ｐｎｏｄｅ中，如图１６所示，由处理

计，其数据流的具体内容见表４所示，其中，数据流

空间和传输空间组成。其中，

１是初始化数据流，因此其主键值为空，键值为实

在处理空间中，事件监听系统主要用于监听

时流入的文本数据，在处理单元ＰＥ１中被分割为各

并分发接收到的事件计算请求，并由调度分配系统

个单词，形成了新的数据流，其事件类型为单词统

将事件分配到处理单元集ＰＥ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计，主键为ｗｏｒｄ＝ｘ，键值为ｃｏｕｎｔ＝ｙ，并分别分流到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上进行计算，处理单元集ＰＥＣ以适当的顺

处理单元ＰＥ２、处理单元ＰＥ３、处理单元ＰＥ４等节点

序调用适当的处理单元Ｐ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Ｅｌｅｍｅｎｔ），并

中进行计算，并再次形成了新的数据流，其事件类

保证每个主键ｋｅｙ的处理单元ＰＥ都会被映射到一个确

型为单词数更新，主键为ＳｏｒｔＩＤ＝ｘ，键值为ｗｏｒｄ＝ｙ，

定的处理节点Ｐｎｏｄｅ上。之后，处理节点Ｐｎｏｄｅ或者发

ｃｏｕｎｔ＝ｚ，并分别分流到处理单元ＰＥ５、处理单元

出输出事件，或者向传输层请求协助，向指定逻辑

ＰＥ６、处理单元ＰＥ７等节点中进行计算，最后在处理

节点发送消息。其中，处理单元集ＰＥＣ是由一个处理

Ｅｌｅｍｅｎｔ

大数据技术

节点Ｐｎｏｄｅ中内部的多个处理单元ＰＥ组成。处理单元

求访问。在资源调度空间中，为用户提供了客户适

ＰＥ是事件计算的最小单元，接受一个或多个来自于

配器，通过ＴＣＰ／ＩＰ协议实现用户的客户端驱动与客

事件源或其他处理单元ＰＥ的事件进行计算，之后，

户适配器间的连接和通信，多个用户可以并发的同

分发一个或多个计算后的事件到其他处理单元ＰＥ或

多个客户适配器进行服务请求。在Ｓ４处理节点空间

输出结果。各个处理单元ＰＥ间相互独立，它们之间

中，提供了多个处理节点Ｐｎｏｄｅ，进行用户服务请

通过事件构成关联，事件在各处理单元ＰＥ间以数据

求的计算。各个处理节点间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对

流的形式进行传输。

等性和高并发性，极大的提高了系统的性能，并通

在传输空间中，主要通过路由管理、负载均
衡、集群管理、容错管理等实现对事件流的路由选
择、负载均衡、逻辑影射、故障恢复到备用节点等

过Ｈａｓｈ方式将事件路由到一个或多个目标处理节点
Ｐｎｏｄｅ上。
（５）存在不足

方面的管理和功能，并通过Ｚｏｏｋｅｅｐｅｒ系统在Ｓ４集群

Ｓ４系统存在的不足主要包括：当数据流到达速

节点间实现一致性协作。Ｓ４通过插件式的架构来动

度超过一定界限时，到达速度越高，系统数据处理

态选择信息传输协议，对于控制信息，通常采用可

的错误率越大。不支持系统节点的热插拔，所有对

靠传输协议，如ＴＣＰ，保障控制信息传输的可靠性。

节点的调整都必须离线进行。仅支持部分容错，即

对于数据信息，通常采用不可靠传输协议，如ＵＤＰ，

节点失效转移时会丢失原节点内存中的状态信息。

保障数据信息的高吞吐量。
４．３ Ｄａｔａ Ｆｒｅｅｗａｙ ａｎｄ Ｐｕｍａ系统
Ｄａｔａ Ｆｒｅｅｗａｙ ａｎｄ Ｐｕｍａ［２９， ４３－４７］是Ｆａｃｅｂｏｏｋ支持开发
的一款基于Ｈｉｖｅ／Ｈａｄｏｏｐ的、分布式的、高效率的、
数据传输通道和大数据流式计算系统。
（１）Ｄａｔａ Ｆｒｅｅｗａｙ系统
Ｄａｔａ Ｆｒｅｅｗａｙ是Ｆａｃｅｂｏｏｋ支持开发的一款可扩展数
据流架构（Ｓｃａｌａｂｌｅ Ｄａｔａ Ｓｔｒｅａｍ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可以有
效的支持四种数据间的传输，即文件到文件、文件
到消息、消息到消息和消息到文件。其系统结构如
图１８所示，Ｄａｔａ Ｆｒｅｅｗａｙ数据流架构由４个组件构成，
即Ｓｃｒｉｂｅ、Ｃａｌｌｉｇｒａｐｈｕ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图１６ 处理节点ＰＮｏｄｅ

（４）系统架构
Ｓ４采用了对等式系统架构，如图１７所示。

Ｃｏｐｉｅｒ和ＰＴａｉｌ。

Ｓｃｒｉｂｅ组件位于用户端，其功能是将用户的数据通过
ＲＰＣ发送到服务器端；Ｃａｌｌｉｇｒａｐｈｕｓ组件实现了对日志
类型的维护与管理，其功能是通过Ｚｏｏｋｅｅｐｅｒ系统，
将位于缓冲区中的数据并发写到ＨＤＦＳ中；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Ｃｏｐｉｅｒ组件的功能是实现在各个ＨＤＦＳ系统间进行文
件的迁移；ＰＴａｉｌ组件实现了并行地将文件输出。

图１８ Ｄａｔａ Ｆｒｅｅｗａｙ系统架构

（２）Ｐｕｍａ系统
图１７ Ｓ４系统结构

在一个Ｓ４系统中，由用户空间、资源调度空
间和Ｓ４处理节点空间组成。其中，在用户空间中，
多个用户可以通过本地的客户端驱动实现服务的请

Ｐｕｍａ是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的可靠数据流聚合引擎（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Ｓｔｒｅａｍ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系统，如图１９所
示，当前最新版本为Ｐｕｍａ３系统。
Ｐｕｍａ３在本地内存中实现了数据聚合功能，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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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提高了数据的计算能力，有效的降低了系统延

Ｋａｆｋａ［４８－５１］是Ｌｉｎｋｅｄｉｎ所支持的一款开源的、分布

迟。Ｐｕｍａ３系统实现时，在Ｃａｌｌｉｇｒａｐｈｕｓ阶段通过聚

式的、高吞吐量的发布订阅消息系统，可以有效的

合主键完成对数据的分片，其中，每个分片都是内

处理互联网中活跃的流式数据，如网站的页面浏览

存中的哈希表，每个表项对应一个Ｋｅｙ及用户定义的

量、用户访问频率、访问统计、好友动态等，最新

聚合方法，如统计、求和、平均值等操作；ＨＢａｓｅ子

版本是Ｋａｆｋａ０．８，开发语言是Ｓｃａｌａ，可以使用Ｊａｖａ进

系统会定期从Ｐｕｍａ３中将内存中的数据备份到

行编写。

ＨＢａｓｅ中，进行数据的持久化存储。只有当Ｐｕｍａ３发

Ｋａｆｋａ系统在设计过程中主要考虑到了以下需

生故障时，才从ＨＢａｓｅ中读取副本，进行数据的重

求特征：消息持久化是一种常态需求；吞吐量是系

放，实现对因故障丢失数据的恢复，在无故障的情

统需要满足的首要目标；消息的状态作为订阅者（

况下，ＨＢａｓｅ子系统不参与数据的计算，因此，提高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存储信息的一部分，在订阅者服务器中

了数据的计算能力。

进行存储；将发布者（ｐｒｏｄｕｃｅｒ）、代理（ｂｒｏｋｅｒ）
和订阅者（ｃｏｎｓｕｍｅｒ）显示的分布在多台机器上，
构成显示的分布式系统。形成了以下关键特性：在
磁盘中实现消息持久化的时间复杂度为Ｏ（１），数据
规模可以达到ＴＢ级别；实现了数据的高吞吐量，
可以满足每秒数十万条的消息的处理需求；实现了
在服务器集群中进行消息的分片和序列管理；实现
了对Ｈａｄｏｏｐ系统的兼容，可以将数据并行的加载到
Ｈａｄｏｏｐ集群中。
（１）系统架构
Ｋａｆｋａ消息系统的系统架构是由发布者（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代理（ｂｒｏｋｅｒ）和订阅者（ｃｏｎｓｕｍｅｒ）共

图１９ Ｐｕｍａ３系统架构

（３）存在不足

同构成的显式分布式架构，即分别位于不同的节点

Ｄａｔａ Ｆｒｅｅｗａｙ ａｎｄ Ｐｕｍａ系统存在的不足主要包

上，如图２０所示，各部分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组，

括：数据延迟在秒级，无法满足大数据流式计算所

并对外界提供服务，各部分间通过消息（ｍｅｓｓａｇｅ）

需要的毫秒级应用需求。将哈希表完全放入内存的

进行数据传输。其中，发布者可以向一个主题（

加速机制导致内存需求量大。资源调度策略不够简

ｔｏｐｉｃ）推送相关消息，订阅者以组为单位，可以关注

单高效，不能灵活适应连续的工作负载。

并拉取自己感兴趣的消息，通过Ｚｏｏｋｅｅｐｅｒ实现对订
阅者和代理的全局状态信息的管理，及其负载均衡

４．４ Ｋａｆｋａ系统

的实现。

图２０ Ｋａｆｋａ系统架构

（２）数据存储

定存储，并有效的提高系统的计算能力。通过采用

Ｋａｆｋａ消息系统通过仅仅进行数据追加的方式实

Ｓｅｎｄｆｉｌｅ［４８，４９］系统调用方式优化了网络传输，减少了

现对磁盘数据的持久化保存，实现了对大数据的稳

一次内存拷贝，提高了系统的吞吐量，即使对于普

大数据技术

通的硬件，Ｋａｆｋａ消息系统也可以支持每秒数十万的
消息处理能力。此外，在Ｋａｆｋａ消息系统中，通过仅
保存订阅者已经计算数据的偏量信息，一方面，可
以有效的节省数据的存储空间，另一方面，也简化
了系统的计算方式，方便了系统的故障恢复。
（３）消息传输
Ｋａｆｋａ消息系统采用了推送、拉取相结合的方

图２１ 数据流任务拓扑顶点

式进行消息的传输，其中，当发布者需要传输消息

在ＴｉｍｅＳｔｒｅａｍ中，一个数据流子图ｓｕｂ－ＤＡＧ是指

时，会主动的推送该消息到相关的代理节点；当订

在数据流ＤＡＧ中两顶点及该两顶点间全部顶点和有

阅者需要访问数据时，其会从代理节点中进行拉

向边的集合，即满足对于数据流子图ｓｕｂ－ＤＡＧ中任

取。通常情况下，订阅者可以从代理节点中拉取自

意两顶点ｖ１和ｖ２，以及数据流ＤＡＧ中任意一顶点ｖ，

己感兴趣的主题消息。

当顶点ｖ位于顶点ｖ１和ｖ２的有向边上，那么，顶点ｖ一

（４）负载均衡

定是数据流子图ｓｕｂ－ＤＡＧ的一个顶点，数据流子图

在Ｋａｆｋａ消息系统中，发布者和代理节点之间没

ｓｕｂ－ＤＡＧ在逻辑上可以简化为一个与其功能相同的顶

有负载均衡机制，但可以通过专用的第四层负载均

点。如图２２所示，在一个由七个顶点所组成的数据

衡器在Ｋａｆｋａ代理之上实现基于ＴＣＰ连接的负载均衡

流ＤＡＧ中，由顶点ｖ２、ｖ３、ｖ４和ｖ５及其有向边所构成

调整。订阅者和代理节点之间通过Ｚｏｏｋｅｅｐｅｒ实现了

的数据流子图ｓｕｂ－ＤＡＧ可以简化为一个输入数据流为

负载均衡机制，在Ｚｏｏｋｅｅｐｅｒ中管理全部活动的订阅

ｉ和输出数据流为ｏ的逻辑顶点。

者和代理节点信息，当有订阅者和代理节点的状态
发生变化时，才实时进行系统的负载均衡的调整，
保障整个系统处于一个良好的均衡状态。
（５）存在不足
Ｋａｆｋａ系统存在的不足主要包括：只支持部分容
错，即节点失效转移时会丢失原节点内存中的状态
信息。代理节点没有副本机制保护，一旦代理节点
出现故障，该代理节点中的数据将不再可用。代理
节点不保存订阅者的状态，删除消息时无法判断该
消息是否已被阅读。
４．５ ＴｉｍｅＳｔｒｅａｍ系统
ＴｉｍｅＳｔｒｅａｍ［５２－５６］是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在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ｓｉｇｈｔ的基础

图２２ 数据流子图ｓｕｂ－ＤＡＧ

上开发的一款分布式的、低延迟的、实时连续的大

（２）弹性等价替代

数据流式计算系统，通过弹性替代机制可以自适应

在ＴｉｍｅＳｔｒｅａｍ中，当出现服务器故障或系统负载

因故障恢复和动态配置所导致的系统负载均衡的变

剧烈持续变化的情况时，可以通过数据流子图ｓｕｂ－

化，使用了Ｃ＃．ＮＥＴ编写。

ＤＡＧ间、数据流子图ｓｕｂ－ＤＡＧ与顶点间、以及各顶

ＴｉｍｅＳｔｒｅａｍ的开发是基于大数据流式计算以下两

点间的弹性等价替代，动态实时适应系统的负载变

点考虑的：（ａ）连续到达的流式大数据已经远远超

化需求。具体而言，弹性等价替代可以进一步细分

出了单台物理机器的计算能力，分布式的计算架构

为三种情况：（ａ）顶点间的弹性等价替代，当数据

成为了必然的选择；（ｂ）新产生的流式大数据必须

流ＤＡＧ中的任意一顶点ｖ出现故障不能正常工作时，

在极短的时间延迟内，经过相关任务拓扑进行计算

系统会启动一个具有相同功能的顶点

后，产生出能反映该输入数据特征的计算结果。

点ｖ的工作；（ｂ）数据流子图ｓｕｂ－ＤＡＧ与顶点间的

，并接管顶

（１）任务拓扑结构

弹性等价替代，如图２２所示，当整个系统的负载过

ＴｉｍｅＳｔｒｅａｍ中的数据计算逻辑是基于数据流

轻时，为了节省系统的资源，可以通过一个新的顶

ＤＡＧ实现的，如图２１所示，在数据流ＤＡＧ中的每

点ｖ代替由顶点ｖ２、ｖ３、ｖ４和ｖ５所组成的数据流子图

个顶点ｖ在获取输入数据流ｉ后，触发相关操作ｆｖ，

ｓｕｂ－ＤＡＧ，该新顶点ｖ将实现数据流子图ｓｕｂ－ＤＡＧ的

产生新数据流ｏ，并更新顶点ｖ的状态从ｔ到ｔ＇，即

全部功能。反之，当系统的负载过重时，也可以用

。

一个数据流子图ｓｕｂ－ＤＡＧ代替任意一个顶点ｖ，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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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分解和任务的分担；（ｃ）数据流子图ｓｕｂ－

源的管理和任务的分配，位于计算节点（Ｃｏｍｐｕｔｅ

ＤＡＧ间的弹性等价替代，如图２３所示，右侧由顶点

Ｎｏｄｅ）的节点服务器（Ｎｏｄ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ＮＳ）实现了对

ｖ２、ｖ３、ｖ４和ｖ５所组成的数据流子图ｓｕｂ－ＤＡＧ实现了

计算节点的管理和维护。当一个新的数据流任务进

Ｈａｓｈ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和Ｕｎｉｏｎ三个功能，但当系

入系统被计算时，首先，系统为该任务分配一个全

统的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功能的计算量突然持续增大后，用

局唯一的查询协调器（Ｑｕｅｒｙ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ｏｒ， ＱＣ），查询

左侧由顶点ｖ８、ｖ９、ｖ１０、ｖ１０、ｖ１２和ｖ１３所组成的数

协调器ＱＣ向集群管理器ＣＭ请求资源运行任务的数据

据流子图ｓｕｂ－ＤＡＧ弹性等价替代右侧的子图，实现

流ＤＡＧ；其次，向节点服务器ＮＳ请求调度顶点处理

了将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计算节点由２个增加到４个，提高了

器（Ｖｅｒｔｅｘ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ＶＰ），并实现数据流ＤＡＧ的构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计算能力。

建；再次，实施数据计算；最后，查询协调器ＱＣ和
顶点处理器ＶＰ均会实时的跟踪系统的运行情况，并
定期的将相关元数据信息保持到数据库中，在出现
系统故障或负载剧烈持续变化的情况时，可以通过
这些被永久保存的元数据进行系统状态的恢复和实
时动态的调整。

图２３ 数据流子图ｓｕｂ－ＤＡＧ弹性等价替代

通过弹性等价替代机制可以有效的适应系统因
故障和负载的变化对系统性能的影响，保证系统性
能的稳定性，但在弹性等价替代的过程中，一定要
实现替代子图或顶点间的等价，并尽可能的进行状

图２４ ＴｉｍｅＳｔｒｅａｍ系统架构

态的恢复。所谓的等价，即对于相同的输入，子图

（４）存在不足

或顶点可以在功能上产生相同的输出，唯一存在的

ＴｉｍｅＳｔｒｅａｍ系统存在的不足主要包括：数据延迟

区别在于其性能的不同。状态的恢复是通过对数据

在秒级，无法满足毫秒级的应用需求。基于依赖关

流ＤＡＧ中的依赖关系跟踪机制 实现，并尽可能全面

系跟踪的容错机制降低了系统性能，当系统规模为

的进行系统状态的恢复。

１６个节点时，系统吞吐量下降了１０％左右。

［５２］

（３）系统架构
在ＴｉｍｅＳｔｒｅａｍ的系统结构中，实现了资源分配、
节点调度、故障检测等功能。
如图２４所示，位于头节点（Ｈｅａｄ

４．６ 对比分析
表５从１３个主要方面对Ｓｔｏｒｍ系统、Ｓ４系统、Ｄａｔａ

Ｎｏｄｅ）中的

集群管理器（Ｃｌｕｓ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ｒ， ＣＭ）实现了对系统资

Ｆｒｅｅｗａｙ ａｎｄ Ｐｕｍａ系统、Ｋａｆｋａ系统和ＴｉｍｅＳｔｒｅａｍ系统
进行了对比分析。

表５ 数据流系统对比
性能指标

Ｓｔｏｒｍ系统

Ｓ４系统

Ｄａｔａ Ｆｒｅｅｗａｙ ａｎｄ Ｐｕｍａ系统

Ｋａｆｋａ系统

ＴｉｍｅＳｔｒｅａｍ系统

系统架构

主 从

对 称

对 称

主 从

主 从

数据传输

拉 取

推 送

推 送

推送 拉取

拉 取

应用接口

ＭＲ接口

ＭＲ接口

ＭＲ接口

ＭＲ接口

ＳＱＬ接口

高可用性

上游备份策略

被动等待策略

主动等待策略

被动等待策略

上游备份策略

开发语言

Ｃｌｏｊｕｒｅ， Ｊａｖａ

Ｊａｖａ

Ｊａｖａ

Ｓｃａｌａ

Ｃ＃．ＮＥＴ．

容错机制

作业级容错

部分容错

部分容错

部分容错

依赖关系跟踪

精确恢复

否

否

否

否

是

资源利用率

高

低

低

低

高

大数据技术

状态持久化

否

是

是

否

是

数据去重

否

否

是

否

否

编程模型

纯编程

编程＋ＸＭＬ

纯编程

纯编程

纯编程

负载均衡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部分支持

支持

典型应用

社交网络

广告投放

站点统计

好友动态

微博情感分析

可以看到，在体系结构方面，Ｓｔｏｒｍ、Ｋａｆｋａ、

且，数据吞吐量应该提高到ＰＢ级及其以上水平。

ＴｉｍｅＳｔｒｅａｍ选择了主从式体系结构，Ｓ４和Ｄａｔａ
Ｆｒｅｅｗａｙ ａｎｄ Ｐｕｍａ均选择了对称式体系结构；在应用

５． 面临的技术挑战

接口方面，Ｓｔｏｒｍ、Ｓ４、Ｐｕｍａ、Ｋａｆｋａ均选择了类

流式大数据在实时性、无序性、无限性、易失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接口，简化了用户的编程，ＴｉｍｅＳｔｒｅａｍ

性、突发性等方面呈现出了诸多新的鲜明特征，因

选择了用户更为熟悉的类ＳＱＬ接口，此外，

此，传统的先存储后计算的批量数据计算理念不适

Ｈ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已为用户提供了更为方便的基于拖拽的

用于大数据流式计算的环境中，使得大数据流式环

可视化接口；在开发语言方面，Ｓ４和Ｐｕｍａ均选择

境中的数据计算在系统的可伸缩性、系统容错、状

了Ｊａｖａ语言，Ｓｔｏｒｍ的核心代码虽然选择了Ｃｌｏｊｕｒｅ语

态一致性、负载均衡、数据吞吐量等方面［６１－６５］均面临

言，但也支持Ｊａｖａ语言；在高可用策略方面，Ｓ４和

着前所未有的新的挑战。

Ｋａｆｋａ均选择了被动等待策略，因此其资源利用率比
较低，Ｄａｔａ Ｆｒｅｅｗａｙ ａｎｄ Ｐｕｍａ选择了主动等待策略，

５．１ 可伸缩性

Ｓｔｏｒｍ、ＴｉｍｅＳｔｒｅａｍ选择了上游备份策略，相应的资源

在大数据流式计算环境中，系统的可伸缩性

利用率比较高；Ｓｔｏｒｍ、Ｓ４、Ｄａｔａ Ｆｒｅｅｗａｙ ａｎｄ Ｐｕｍａ和

是制约大数据流式计算系统广泛应用的一个重要

Ｋａｆｋａ目前均不支持数据的精确恢复、负载均衡等功

因素。Ｓｔｏｒｍ、Ｋａｆｋａ、ＴｉｍｅＳｔｒｅａｍ等系统没有实现

能，但面向金融领域的ＳｔｒｅａｍＢａｓｅ支持数据的精确恢

对系统可伸缩性的良好支持。一方面，流式数据的

复。

产生速率在高峰时期，会不断增加且数据量巨大，
持续时间往往很长，则需要大数据流式系统具有很
好的“可伸”的特征，可以实时适应数据增长的需
求，实现对系统资源进行动态调整和快速部署，并
保证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当流式数据的
产生速率持续减少时，需要及时回收在高峰时期所
分配的但目前已处于闲置或低效利用的资源，实现
整个系统“可缩”的友好特征，并保障对用户是透
明的。因此，系统中资源动态的配置、高效的组
织、合理的布局、科学的架构和有效的分配是保障
整个系统可伸缩性的基础，同时，又尽可能的减少
不必要的资源和能源的浪费。

图２５ 流式系统和批量计算系统在吞吐量、响应时间方
面的对比

大数据流式计算环境中的可伸缩性问题的解
决，需要实现对系统架构的合理布局，系统资源的

如图２５所示，批量计算相关的大数据系统，如

有序组织、高效管理和灵活调度，在保证系统完成

批量处理系统（如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大规模并行数据库

计算的前提下，尽可能少的太久、太多的占用系统

等，在数据吞吐量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在系统响

资源，通过虚拟化机制实现软硬件间的低耦合，实

应时间方面往往在秒级以上。而当前的流式计算相

现资源的在线迁移，并最终解决大数据流式计算环

关的大数据系统，如流式处理系统、内存数据库、

境中的可伸缩性问题。

ＣＥＰ（复杂事件处理）等，在系统响应时间方面虽

５．２ 系统容错

然维持在毫秒级的水平，但数据吞吐量往往在ＧＢ级

在大数据流式计算环境中，系统容错机制是

别，远远满足不了大数据流式计算系统对数据吞吐

进一步改善整个系统性能、提高计算结果的满意

量的要求。通常情况下，一个理想的大数据流式计

度、保证系统可靠持续运行的一个重要措施，也是

算系统在响应时间方面应维持在毫秒级的水平，并

当前大多数大数据流式计算系统所缺失的。如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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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ｕｍａ、Ｋａｆｋａ等系统实现了对部分容错的支持，

那么复杂。批量计算环境中的很多策略将具有很好

Ｓｔｏｒｍ系统实现了对作业级容错的支持，ＴｉｍｅＳｔｒｅａｍ系

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统通过依赖关系跟踪实现了对容错的部分支持。大
数据流式计算环境对容错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一

５．４ 负载均衡

方面，数据流是实时、持续的到来，呈现出时间上

在大数据流式计算环境中，系统的负载均衡机

不可逆的特征，一旦数据流流过，再次重放数据流

制是制约系统稳定运行、高吞吐量计算、快速响应

的成本是很大的，甚至是不现实的。由于数据流所

的一个关键因素。然而，当前多数系统不能够有效

呈现出的持续性和无限性，也无法预测未来流量的

的支持系统的负载均衡，如Ｓｔｏｒｍ、Ｓ４等系统均不支

变化趋势。另一方面，在流式大数据的计算过程

持负载均衡机制，Ｋａｆｋａ系统实现了对负载均衡机制

中，大部分“无用”的数据将被直接丢弃，所被永

的部分支持。一方面，在大数据流式计算环境中，

久保存下来的数据量是极少的，当需要进行系统容

系统的数据速率具有明显的突变性，并且持续时间

错时，其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个时间段内数据的

往往无法有效预测，这就导致在传统环境中具有很

不完整。再则，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应用，从系统

好的理论和实践效果的负载均衡策略在大数据流式

层面上设计符合其应用特征的数据容错级别和容错

计算环境中将不再适用。另一方面，当前大多数开

策略，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及应用需求的不吻合。

源的大数据流式计算系统在架构的设计上尚未充分

大数据流式计算环境中的容错策略的确定需要

的、全面的考虑整个系统的负载均衡问题，在实践

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进行系统的设计和权衡，并且

应用中相关经验的积累又相对缺乏。因此，给大数

需要充分考虑到流式大数据的持续性、无限性、不

据流式计算环境中的负载均衡问题的研究带来了诸

可恢复性等关键特征。但是没有任何数据丢失的容

多实践中的困难和挑战。

错策略也未必是最佳的，需要综合统筹容错级别和

大数据流式计算环境中的负载均衡问题的解

资源利用、维护代价等要素间的关系。但在对系统

决，需要结合具体的应用场景，系统的分析和总结

资源占用合理、对系统性能影响可接受的情况下，

隐藏在大数据流式计算中的数据流变化的基本特征

容错的精度越高必将越好。

和内在规律，结合传统系统负载均衡的经验，根据
实践检验情况不断进行相关机制的持续优化和逐步

５．３ 状态一致性

完善。

在大数据流式计算环境中，维持系统中各节点
间状态的一致性对于系统的稳定、高效运行、故障

５．５ 数据吞吐量

恢复都至关重要。然而，当前多数系统不能够有效

在大数据流式计算环境中，数据吞吐量呈现

的支持系统状态的一致性，如Ｓｔｏｒｍ、Ｋａｆｋａ等系统尚

出了根本性的增加。在传统的流式数据环境中，如

不能支持维护系统状态的一致性，Ｓ４、ＴｉｍｅＳｔｒｅａｍ等

ＣＥＰ，所处理的数据吞吐量往往在ＧＢ级别，满足不

系统也仅实现了在一定程度上对状态一致性的支

了大数据流式计算环境对数据的吞吐量的要求。在

持。大数据流式计算环境对状态一致性提出了新的

大数据流式计算环境中，数据的吞吐量往往在ＴＢ级

挑战，一方面，在系统实时性要求极高、数据速率

别以上，并且其增长的趋势是显著的。然而，当前

动态变化的环境中，维护哪些数据的状态一致性，

流式数据处理系统，如Ｓｔｏｒｍ、Ｓ４等，均无法满足

如何从高速、海量的数据流中识别这些数据是一个

ＴＢ级别的应用需求。

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在大规模分布式环境中，

大数据流式计算环境中的数据吞吐量问题的解

如何组织和管理实现系统状态一致性的相关数据，

决，一方面，需要从硬件的角度进行系统的优化，

满足系统对数据的高效组织和精准管理的要求也是

设计出更符合大数据流式计算环境的硬件产品，在

一个巨大的挑战。

数据的计算能力上实现大幅提升。另一方面，更为

大数据流式计算环境中的状态一致性问题的

重要的是从系统架构的设计中进行优化和提升，设

解决，需要从系统架构的设计层面上着手。存在全

计出更加符合大数据流式计算特征的数据计算逻辑。

局唯一的中心节点的主从式架构方案无疑是实现系
统状态一致性的最佳解决方案，但需要有效避免单

６． 结论

点故障问题。通常情况下，在大数据流式计算环境

流式大数据作为大数据的一种重要形态，在

中，程序和数据一旦启动后，将会常驻内容，对系

商业智能、市场营销和公共服务等诸多领域有着广

统的资源占用也往往相对稳定。因此，单点故障问

泛的应用前景，并已经在金融银行业、互联网、物

题在大数据流式计算环境中并没有批量计算环境中

联网等场景的应用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流式大

大数据技术

数据以其实时性、无序性、无限性、易失性、突发

态一致性、负载均衡、数据吞吐量等方面所面临的

性等显著特征，使得其与传统批量大数据在数据计

新的挑战。实现了对流式大数据环境中数据计算架

算的要求、方式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也使得当

构、关键问题及其技术挑战的深入研究。

前诸多数据计算系统无法进一步更好的适应流式大

可以看出，大数据流式计算的研究和应用仍处

数据在系统可伸缩性、容错、状态一致性、负载均

于很不成熟的阶段，这与其广泛的市场需求和应用

衡、数据吞吐量等方面的带来的诸多新的技术挑战。

前景很不吻合。为了促进大数据流式计算的成熟、

本文从大数据环境中流式数据的特征切入，以

稳健发展，亟待全面、系统、深入的开展相关理

大数据流式计算架构的设计、优化和挑战为核心，

论和实践的研究工作。在未来的研究工作中，将进

系统的梳理和分析了当前大数据环境中的关于大数

一步深化对大数据流式计算架构及其关键技术的研

据流式计算系统的研究和发展现状，从系统架构的

究，并结合详细的应用需求，开发、部署、测试并

角度分析了一个设计优良的大数据流式计算系统应

优化面向特定应用领域的大数据流式计算系统，进

该在系统结构、数据传输、应用接口、高可用技术

一步推动大数据流式计算理论、方法、技术与系统

等诸多关键技术上进行优化。同时，本文详细的分

的研究与发展。

析和对比了当前在实践中具有很好的应用基础、较
为典型的五款大数据流式计算系统。并具体阐述了
大数据流式计算在系统的可伸缩性、系统容错、状

致谢 在此，我们向对本文的工作给予支持和建议
的老师和同学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１］ Ｌｙｎｃｈ， Ｃ．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Ｈｏｗ ｄｏ ｙｏｕｒ ｄａｔａ ｇｒｏｗ？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０８， ４５５（７２０９）： ２８－２９．
［２］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ｔｒｅａｍ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ｉｎ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 ［２０１３．０７．１６］． ｈｔｔｐ：／／ｉｂｍｄａｔａｍａｇ．ｃｏｍ／２０１３／０１／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ｓｔｒｅａｍ－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ｉｎ－ｂｉｇ－ｄａｔａ－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
［３］ Ｌｉ Ｇｕｏ－ｊｉｅ Ｃｈｅｎｇ Ｘｕｅ－ｑｉ．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２，
２７（６）： ６４７－６５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４］ Ｗａｎｇ Ｙｕａｎ－Ｚｈｏｕ， Ｊｉｎ Ｘｉａｏ－Ｌｏｎｇ， Ｃｈｅｎｇ Ｘｕｅ－Ｑｉ．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２０１３， ３６（６）： １１２５－１１３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５］ Ｆｅｎｇ Ｚｈｉ－Ｙａｎ， Ｇｕｏ Ｘｕｎ－Ｈｕａ， Ｚｅｎｇ Ｄａ－Ｊｕｎ， ｅｔ 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３， １６（１）： １－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６］ Ｍｏｒａｌｅｓ Ｇ Ｄ Ｆ． ＳＡＭＯＡ： 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ｍｉｎｉｎｇ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ｓｔｒｅａｍｓ， Ｐｒｏｃ． ２２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Ｗｉｄｅ Ｗｅｂ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ＷＷ ２０１３， Ｒｉｏ ｄｅ Ｊａｎｅｉｒｏ， Ｂｒａｚｉｌ．， ＡＣＭ Ｐｒｅｓｓ， Ｍａｙ． ２０１３， ７７７－７７８．
［７］ Ｍｅｎｇ Ｘｉａｏ－Ｆｅｎｇ， Ｃｉ Ｘｉａｎｇ．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３， ５０（１）： １４６－１６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８］ Ｌｉｍ Ｌ， Ｍｉｓｒａ Ａ， Ｍｏ Ｔ Ｌ．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ｄａｔａ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ｅｎｅｒｇ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ｍａｒｔｐｈｏｎｅ－ｂａｓｅ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ｏｆ
ｓｅｎｓｏｒ ｓｔｒｅａｍ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２０１３， ３１（２）： ３２１－３５１．
［９］ Ｌｉ Ｂ Ｄ， Ｍａｚｕｒ Ｅ， Ｄｉａｏ Ｙ Ｌ． ＳＣＡＬＬＡ： 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ｓｃａｌａｂｌｅ ｏｎｅ－ｐａｓｓ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ｕｓｉｎｇ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 ＡＣＭ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１２， ３７（４）： １－４３．
［１０］ Ｙａｎｇ Ｄ， Ｒｕｎｄｅｎｓｔｅｉｎｅｒ Ｅ Ａ， Ｗａｒｄ Ｍ． Ｍｉｎｉｎｇ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ｂａｓｅ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ｄａｔａ ｓｔｒｅａｍ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１３， ３８（３）：
３３１－３５０．
［１１］ Ｔａｌｌｏｎ Ｐ Ｐ．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ｃｏｓｔ，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２０１３， ４６（６）： ３２－３８．
［１２］ Ｔａｌｉａ Ｄ． Ｃｌｏｕｄｓ ｆｏｒ ｓｃａｌａｂｌｅ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２０１３， ４６（５）： ９８－１０１．
［１３］ Ｃｈｅｎ Ｈ Ｃ， Ｃｈｉａｎｇ Ｒ Ｈ Ｌ， Ｓｔｏｒｅｙ Ｖ Ｃ．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ｆｒｏｍ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ｔｏ ｂｉｇ ｉｍｐａｃｔ， ＭＩ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１２，
３６（４）： １１６５－１１８８．
［１４］ Ｌｉ Ｊｉａｎ－Ｚｈｏｎｇ， Ｌｉｕ Ｘｉａｎ－Ｍｉｎ．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３， ５０（６）：
１１４７－１１６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１５］ Ｄｅｍｉｒｋａｎ Ｈ， Ｄｅｌｅｎ Ｄ． Ｌｅ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ｉｎ ｃｌｏｕ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１３， ５５（１）： ４１２－４２１．
［１６］ Ａｇｒａｗａｌ Ｄ， Ｄａｓ Ｓ， Ｅｌ Ａ Ａ．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ｃｌｏｕｄ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Ｐｒｏｃ． １４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63

64

《高性能计算发展与应用》

２０１７年第三期

总第六十期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ＢＴ ２０１１， Ｕｐｐｓａｌａ， Ｓｗｅｄｅｎ， ＡＣＭ Ｐｒｅｓｓ， Ｍａｒ． ２０１１， ５３０－５３３．
［１７］ Ｃｕｇｏｌａ Ｇ， Ｍａｒｇａｒａ Ａ．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ｅｖ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２０１３， ９５（２）： １２９－１５６．
［１８］ Ｚａｐｐｉａ Ｉ， Ｐａｇａｎｅｌｌｉ Ｆ， Ｐａｒｌａｎｔｉ Ｄ． Ａ ｌｉｇｈｔ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ｂｌ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Ｅｖ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ｓ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Ｅｘｐｅ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２， ３９（１２）： １０４０８－１０４１９．
［１９］ Ｑｉｎ Ｘｉｏｎｇ－Ｐａｉ， Ｗａｎｇ Ｈｕｉ－Ｊｕ， Ｄｕ Ｘｉａｏ－Ｙ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 ｏｆ ＲＤＢＭＳ ａｎｄ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２０１２， ２３（１）： ３２－４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２０］ Ｈｏｉ Ｓ Ｃ Ｈ， Ｗａｎｇ Ｊ Ｌ， Ｚｈａｏ Ｐ Ｌ， ｅｔ ａｌ． Ｏｎｌｉｎ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ｉｎｉｎｇ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ｃ． ＡＣＭ ＳＩＧＫＤ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ＩＧＫＤＤ ２０１２，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Ｍ Ｐｒｅｓｓ， Ａｕｇ． ２０１２， ９３－１００．
［２１］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 Ｍｉｌｌｅｒ Ｋ Ｗ．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ｎｅｗ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２０１３， ４６（６）： ２２－２４．
［２２］ Ｓｃａｌｏｓｕｂ Ｇ， Ｍａｒｂａｃｈ Ｐ， Ｌｉｅｂｅｈｅｒｒ Ｊ． Ｂｕｆｆ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 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ｗｉｔｈ ｐａｃｋｅｔ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１３， ２４（３）： ４３９－４４９．
［２３］ Ｍａｌｅｎｓｅｋ Ｍ， Ｐａｌｌｉｃｋａｒａ Ｓ Ｌ， Ｐａｌｌｉｃｋａｒａ Ｓ． Ｅｘｐｌｏｉｔｉｎｇ 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ｄａｔａ ｓｔｒｅａｍｓ ｔｏ ｅｎａｂｌ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１３， ２９（４）： １０４９－１０６１．
［２４］ Ｃｕｇｏｌａ Ｇ， Ｍａｒｇａｒａ 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ｆｌｏｗ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ｄａｔａ ｓｔｒｅａｍ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ｅｖ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ＣＭ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Ｓｕｒｖｅｙｓ， ２０１２， ４４（３）： １５：１－６２．
［２５］ Ｌｉｍ Ｌ， Ｍｉｓｒａ Ａ， Ｍｏ Ｔ Ｌ．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ｄａｔａ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ｅｎｅｒｇ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ｍａｒｔｐｈｏｎｅ－ｂａｓｅ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ｏｆ ｓｅｎｓｏｒ ｓｔｒｅａｍ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２０１３， ３１（２）： ３２１－３５１．
［２６］ Ｈｅ Ｊ Ｙ， Ｃｈａｉｎｔｒｅａｕ Ａ， Ｄｉｏｔ Ｃ． Ａ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ａｌａｂｌｅ ｌｉｖｅ ｖｉｄｅｏ 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ｎａｎｏ ｄａｔａ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２００９， ５３（２）： １５３－１６７．
［２７］ Ｖｉａｎｎａ Ｅ， Ｃｏｍａｒｅｌａ Ｇ， Ｐｏｎｔｅｓ Ｔ，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 ｗｏｒｋｌｏａ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２０１３， ４１（４）： ４９５－５２５．
［２８］ Ｃｈａｔｚｉａｎｔｏｎｉｏｕ Ｄ， Ｐｒａｍａｔａｒｉ Ｋ， Ｓｏｔｉｒｏｐｏｕｌｏｓ 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ＦＩＤ ｄａｔａ ｓｔｒｅａｍ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２０１１， ８４（４）： ７００－７１０．
［２９］ 杨栋， Ｂｅｙｏｎｄ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谈２０１１年风靡的数据流计算系统． ［２０１３．０７．１６］．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ｒ．ｃｏｍ．ｃｎ／９６４２／．
［３０］ Ｔａｔｂｕｌ Ｎ， Ａｈｍａｄ Ｙ， Çｅｔｉｎｔｅｍｅｌ Ｕ， ｅｔ ａｌ． Ｌｏａ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ｒｅａｌｉ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ｓｔｒｅａｍ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ｅｎｇｉｎｅ， Ｐｒｏｃ． ２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ＧｅｏＳｅｎｓｏ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ＧＳＮ ２００６， Ｂｏｓｔｏｎ， ＭＡ，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ＥＥＥ Ｐｒｅｓｓ， Ｏｃｔ．
２００６， ６６－８５．
［３１］ Ｂａｌａｚｉｎｓｋａ Ｍ， Ｈｗａｎｇ Ｊ， Ｓｈａｈ Ｍ Ａ． Ｆａｕｌｔ－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Ｄａｔａ Ｓｔｒｅａ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０９， １１０９－１１１５．
［３２］ Ｚｈａｎｇ Ｚ， Ｇｕ Ｙ， Ｙｅ Ｆ， ｅｔ ａｌ． Ａ ｈｙｂｒｉ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ｈｉｇｈ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ｓｔｒｅａｍ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Ｐｒｏｃ． ３０ｔｈ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ＣＤＣＳ ２０１０， Ｇｅｎｏｖａ， Ｉｔａｌｙ， ＩＥＥＥ Ｐｒｅｓｓ， Ｊｕｎ． ２０１０， １３８－１４８．
［３３］ Ｎａｇａｎｏ Ｋ， Ｉｔｏｋａｗａ Ｔ， Ｋｉｔａｓｕｋａ Ｔ，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ｃｋｕｐ ｎｏｄ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ｃｏｓｔ ｉｎ ｈｉｇｈ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ｒｅａｍ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Ｐｒｏｃ． １４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ＩＤＥＡＳ ２０１０， 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ＱＣ，
Ｃａｎａｄａ， ＡＣＭ Ｐｒｅｓｓ， Ａｕｇ． ２０１０， ６１－６３．
［３４］ Ａｒｉｔｓｕｇｉ Ｍ， Ｎａｇａｎｏ Ｋ．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ｆｏｒ ｈｉｇｈ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ｒｅａｍ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ｌｏｃａｌ ａｒｅ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Ｐｒｏｃ． ＩＥＥＥ
Ｒｅｇｉｏｎ １０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ＥＮＣＯＮ ２０１０， Ｆｕｋｕｏｋａ， Ｊａｐａｎ， ＩＥＥＥ Ｐｒｅｓｓ， Ｎｏｖ． ２０１０， １０３６－１０４１．
［３５］ Ｓｔｏｒｍ． ［２０１３．０７．１６］． ｈｔｔｐ：／／ｓｔｏｒｍ－ｐｒｏｊｅｃｔ．ｎｅｔ／．
［３６］ Ｓｔｏｒｍ ｗｉｋｉ． ［２０１３．０７．１６］． ｈｔｔｐ：／／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Ｓｔｏｒｍ．
［３７］ Ｓｔｏｒｍ Ｔｕｔｏｒｉａｌ． ［２０１３．０７．１６］． ｈｔｔｐｓ：／／ｓｔｏｒｍ．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ｃｏｍ／Ｔｕｔｏｒｉａｌ．
［３８］ Ｎｅｕｍｅｙｅｒ Ｌ， Ｒｏｂｂｉｎｓ Ｂ， Ｎａｉｒ Ａ， ｅｔ ａｌ． Ｓ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ｓｔｒｅａｍ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Ｐｒｏｃ． １０ｔｈ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 ＩＣＤＭＷ ２０１０， Ｓｙｄｎｅｙ， ＮＳＷ，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ＩＥＥＥ Ｐｒｅｓｓ， Ｄｅｃ． ２０１０， １７０－１７７．
［３９］ Ｃｈａｕｈａｎ Ｊ， Ｃｈｏｗｄｈｕｒｙ Ｓ Ａ， Ｍａｋａｒｏｆｆ 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ａｈｏｏ！ Ｓ４： Ａ ｆｉｒｓｔ ｌｏｏｋ， Ｐｒｏｃ． ７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Ｐ２Ｐ，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Ｇｒｉｄ， Ｃｌｏｕｄ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３ＰＧＣＩＣ ２０１２，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ＢＣ， Ｃａｎａｄａ， ＩＥＥＥ Ｐｒｅｓｓ， Ｎｏｖ． ２０１２， ５８－６５．
［４０］ Ｓｉｍｏｎｃｅｌｌｉ Ｄ， Ｄｕｓｉ Ｍ， Ｇｒｉｎｇｏｌｉ Ｆ， ｅｔ ａｌ． Ｓｃａｌｉｎｇ ｏｕｔ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ＢｌｏｃｋＭｏｎ， Ｐｒｏｃ．
１４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ＰＡＭ ２０１３，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ＥＥＥ Ｐｒｅｓｓ， Ｍａｒ． ２０１３， ２５３－
２５５．
（篇幅原因，以下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