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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问题

• 调度： 

即将特定的活动按照⼀一定的优化⽬目标的要求分配到资源上执
⾏行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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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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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问题

• 离线调度 

已知任务（如运⾏行行时间等）及系统（如性能、可靠性、
通信速度等）的所有信息，通过算法求得最优调度解。 

• 在线调度 

任务在到达系统之前是完全未知的，在未知任务信息的
前提下，设计调度规则，优化调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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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FO调度器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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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问题

• 调度问题: 

活动: Maps, Reduces 

资源: tasktracker 

• Hadoop版本1中，资源以CPU核为基本组织单位，⼀一个CPU内核
可以处理理⼀一个Map或Reduce，称⼀一个核为⼀一个插槽（Slot）。 

• 优化⽬目标：时间 

• 调度器器: (位于jobtracker) 

• Hadoop的默认调度算法：FI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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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FO调度器器
• Hadoop FIFO ⽀支持5个优先级等级 

• 任务按照优先级和提交时间顺序排序: 

第1步: 选择最⾼高优先级任务列列表; 

第2步: 选择该列列表下最早提交的任务. 

• 选择任务之后,  

将map任务调度到离⽬目标数据最近的Datanode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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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FO调度器器

• 任务调度的⽬目标位置： 

提⾼高数据本地性以减少

通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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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FO调度器器
• 缺点: 

当出现⼤大任务时候，部分短任务的响应时间过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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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调度器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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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b Scheduling for Multi-User MapReduce Clusters, 2009. 
• Delay Scheduling : A Simple Technique for Achieving Locality and Fairness in Cluster Scheduling, 

M. Zaharia et al. Eurosys2010



设计动机

• 在多⽤用户共享的Hadoop环境下，使得短任务也可以
获得较快的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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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使⽤用Hadoop： 

数据中⼼心（运⾏行行Hive） 

600 PC, 4800 CPU核, 2.4 PB 硬盘 

每天3200个任务 

50+ ⼯工程师使⽤用Had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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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oop的使⽤用情况



Hadoop的使⽤用情况
• Facebook数据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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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的任务类型
• 常规⽣生产性任务： 

数据加载 

统计分析 

垃圾邮件检测等。 

• ⻓长期性实验:  

机器器学习等。 

• ⼩小型⾃自主性任务:  

Hive任务, 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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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调度器器
• 任务分组，形成 “pools” (通常，⼀一个⽤用户对应⼀一个 pool)。 

• 每个pool被分配⼀一个最低资源分配量量minimum share (这些资源按照⼀一定策略略分配
给该⽤用户的不不同任务)。 

• 多余的资源被平均分配到各个资源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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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ol1的最低资源分配量量：60 ，Pool3 
的最低资源分配量量：10 slots。 

• Pool 3并没有资源请求，它的资源量量被
共享给Pool 2。 

• 每个Pool内部可使⽤用⾃自⼰己指定的调度策
略略(FIFO或fair sharing) 将Slots分配给各
个内部任务。



Fair调度器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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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调度器器
• 新任务提交时，新到任务被调度到空闲机器器上。 

• 为保证每个任务都得到相应的资源，Fair调度器器使⽤用两个计时器器： 

Tmin :⽤用于保证得到最低资源分配量量(minimum share). 

Tfair :⽤用于保证得到公平资源分配量量. (Tmin<Tfair) 

如果在时间Tmin到期之前不不能得到最低资源分配量量，则强制停⽌止其他

Pool中的某任务，重新分配资源给任务。 

如果在时间Tfair到期之前不不能得到公平资源分配量量，则强制停⽌止更更多任
务，重新分配资源。 

强制停⽌止任务时，⼀一般选择超过资源配额的pool最后被提交执⾏行行的任
务，以减少计算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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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调度器器的问题
• Fair调度器器对Mapreduce性能存在两个负⾯面的影响： 

数据本地性：Data Locality 

严格的Fair调度器器的实现会降低数据本地性。 

Reduce/Map的内部依赖性： 

因为Reduce任务需要等待Map任务的输出结果才能开始运
⾏行行，⻓长时间的等待会导致资源的空闲，因此导致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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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本地性

• Facebook 下58%的任务含1-25个maps： 

只有5%节点级数据本地性，和59%机架级数据本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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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 

任意时间下，已分配资源
低于平均配额的任务被优
先调度到可⽤用slot上该slot
上很可能没有⽬目标数据。



延迟调度

• 延迟调度（Delay Scheduling）: 

如果数据本地性得不不到满⾜足，则暂时忽略略该任务，转⽽而调度下⼀一个
任务： 

T1: 如果等待T1时间后仍⽆无法满⾜足数据本地性，则将其调度到同Rack内的
机器器。 

T2: 如果同Rack内也⽆无空闲机器器供调度使⽤用，则在等待T2时间后，转⽽而调
度不不同rack的机器器.  

T1 和T2设置实验结果: 

在Facebook的workload下，设置T1 = T2  =15s，可将数据本地性由2%提
⾼高到80%以上。 

• 平均每秒钟有27个Map slot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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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评测

• 延迟调度（Delay Scheduling）的运⾏行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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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评测

• 延迟调度（Delay Scheduling）的数据本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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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评测

• 平均和最佳响应时间收益： 
FIFO + Copy-compute splitting 
Fair sharing + Copy-compute splitting 

响应时间收益 (如：2) 指某任务的运⾏行行速度是FIFO调度器器下的 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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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态优先级调度器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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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动机

• FIFO 
存在⼩小任务的响应时间过慢问题。 

公平调度器器 

同⼀一⽤用户⽆无法根据⾃自身需求动态设置任务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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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优先级调度器器

• 设计：利利⽤用经济学中的竞标原理理，通过竞标价的变化
动态设定任务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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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优先级调度器器

•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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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评测

• ⽤用户1的优先级设置
⾼高于⽤用户2两倍。 

• 余额定期刷新恢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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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评测

• ⽤用户1完成时间的上升因
为其余额⽤用完。 

• 重新获得余额后，⽤用户1
任务的完成时间是⽤用户2
的约⼀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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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优先级调度器器

• 缺点： 

分配给某个任务的资源量量存在很⼤大的变化性。 

对预算的设置缺乏实际⽀支付系统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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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错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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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错技术

• 主副副本技术（Primary/Backup） 

每个任务都被复制⼀一个副本，副本并不不主动执⾏行行，当主任务出错时，副本才开
始⼯工作。 

• 重调度 

失败的任务被重新调度到新节点从头重新执⾏行行。 

• 检查点 

以⼀一定频率保存程序运⾏行行的状态，每当错误发⽣生时，程序返回到最近保存点开
始执⾏行行。 

• 动态副本 

同时给任务安排多个副本，并主动执⾏行行。当⼀一个副本失败时，不不影响其他副本
输出正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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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错技术

•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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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oop容错
• HDFS容错 

Namenode容错 

• ⼆二级Namenode节点热备份 

Datanode容错 

⽂文件副本 （默认为3个） 

副本⼀一致性和副本放置策略略 

• MapReduce容错 

重调度 

中间数据的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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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oop容错
• 任务的重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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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oop容错
• Hadoop的默认容错⽅方法 

Map的结果（中间数据）保存在本地，不不进⼊入HDFS 

⽆无副本，⽆无容错 

Reduce的结果进⼊入HDFS 

有副本，有容错。 

• 为什什么要做中间数据的容错？ 

中间数据的特点？ 

故障下，中间数据的丢失对任务完成时间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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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阶段⼯工作流任务

• 多个Mapreduce阶段 

⼀一个mapreduce的输出是下⼀一个mapreduce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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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数据的特点

• 数据⼤大⼩小和位置分布 

数据块多 

⼀一个Map对应⼀一个甚⾄至多个中间数据块。 

数据量量⼤大 

分布在多个节点上 

• Write Once-Read Once 
⼀一次写，⼀一次读 

• ⽣生命周期短及数据产⽣生后即刻被⽤用 

⼀一旦数据被写出，即刻被传输到下⼀一阶段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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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产⽣生的影响

• 级联效应： 

因为单个故障的原因，导致多级任务的重新执⾏行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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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产⽣生的影响

• 运⾏行行时⻓长的量量化结果： 

1个Map阶段，1个reduce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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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产⽣生的影响

• ⽆无故障情况： 

Shuffle与Map部分重叠。 

Reduce在shuffle之后才开始
执⾏行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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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故障情况： 

• T=925时，部分map重新执
⾏行行。 

• Shuffle也重新执⾏行行； 

• 部分Reduce也重新执⾏行行。

• 任务的执⾏行行过程：



如何降低故障的影响？

• 中间数据存储系统的设计需求： 

数据可⽤用性 

提⾼高数据可⽤用性，降低故障导致的数据丢失给任务运⾏行行时⻓长带
来的负⾯面影响。 

对任务执⾏行行的⼲干扰最⼩小化 

不不能为了了提⾼高数据可⽤用性，给正常的任务执⾏行行带来过重负担。 

• 例例如，数据副本的制作过程对⽹网络带宽的影响会降低shuffle阶段的数
据传输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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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开销

• 看看你能做什什么？ 

HDFS副本？开销到底多⼤大？ 

i-j：i（Map结果的副本数），j（reduce结果的副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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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开销
• HDFS副本的开销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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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p：0–>2; 

• Reduce: 1–>2。 

• 结果⽐比较： 

3倍Map时⻓长； 

2倍Shuffle时⻓长； 

2倍Recuce时⻓长。



解决⽅方案

• 3项技术提⾼高副本的制作效率： 

异步副本 

同Rack级别副本 

选择性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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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步副本

• 异步副本技术： 

当决定制作副本时，写操作可在调⽤用复制函数之后，不不等复制完成就继
续后续⼯工作。 

缺点：可能出现副本的不不⼀一致性。 

优点：速度快，效率⾼高。 

• 对⽐比同步副本技术（HDFS默认） 

当决定制作副本时，写操作在调⽤用复制函数之后，需要等待复制完成后
继续后续⼯工作。 

优点：副本的强⼀一致性（所有副本⼀一定是完全相同的） 

缺点：等待过程的低效率。

49



同机架副本

• 同机架副本： 

即制作中间数据的副本时，选择将副本复制到同⼀一机架
内的物理理节点。 

优点： 

同⼀一机架内⽹网络传输速度⾼高于不不同Rack； 

缺点： 

当故障导致整个机架的丢失时，中间数据容错不不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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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副本

• 上图例例中： 

每个Map的输出结果被分为3份，分别被传输给3个不不同的
reduce。 

只针对本地传输的1/3的数据做副本备份即可。其他两份数据来⾃自
别的健康机器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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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副本

• 设计原因： 

1. 中间数据的删除⼀一般发⽣生在整个任务运⾏行行结束后： 

因此：⾮非本地的中间数据，可以随时重新获取。 

2. Shuffle将数据传输到其他节点实际上相当于⼀一次副本
的制作过程。 

• 注意：选择性副本针对Map结果的效果好于reduce
结果。因为reduce的数据⼀一般被本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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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评测

• 异步副本： 

Hadoop列列：⽆无中间数据副本； 

Rep. : 异步副本 （⽐比同步副本造成的影响⼩小） 

Read vs Read-Send: 影响来源于数据的⽹网络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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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评测

• Rack级别副本： 

Hadoop列列：⽆无中间数据副本 

HDFS列列：使⽤用普通HDFS做中间副本； 

Rack-Rep: 只进⾏行行同Rack内的副本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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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评测

• 选择性副本： 

Hadoop列列：⽆无中间数据副本； 

HDFS：使⽤用HDFS做中间数据副本； 

Local-Rep: 仅对本地执⾏行行的少部分中间数据制作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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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评测

• 2个M副本，2个R副本。 

• 1个R副本：1908秒—>1414秒 

提速26%。 

• 2个R副本：2553秒—>1414秒 

提速45%。 

• 相⽐比⽆无故障：1160秒–>1414秒 

减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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