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情境一

基于Hadoop汽车离线
数据分析平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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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项目背景

一直以来,汽车逐渐成为国民日常生活的必备品。而随着越来越庞大的销售数据,传统

方式的统计无疑是不可行的。为方便分析不同车型、车系的受欢迎程度,以及理解普通消费

者的购车观念,同时给汽车厂商提供生产相关意见,给消费者提供购车指导意见,我们研发

了汽车大数据分析平台。

1.2 具体需求

汽车大数据分析平台的功能需求,如表1-1至表1-12所示:

表1-1 价格区间销量分布

功能编号 1 功能名称 getCarPriceSale() 所属部门

调查者 调查时间 审核人

功能描述 价格区间的销量分布

输入项 全国各月汽车销售、各个汽车的详情数据

处理描述 使用hadoop、sqoop进行求和运算并添加到数据库

输出项 car_price

界面要求 饼状图

由表1-1可见,输入全国各月汽车销售、各个汽车的详情数据,经过处理分析,输出各种

汽车价格的区间分布情况,并以饼状图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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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2 月价格区间销量占比

功能编号 2 功能名称 getCarPriceSalePercent() 所属部门

调查者 调查时间 审核人

功能描述 各月价格区间的销量占比

输入项 全国各月汽车销售、各个汽车的详情数据

处理描述 使用hadoop、sqoop进行求和运算并添加到数据库

输出项 car_age_range_percent

界面要求 饼状图

由表1-2可见,输入全国各月汽车销售、各个汽车的详情数据,经过处理分析,输出各种

汽车价格的月区间占比情况,并以饼状图显示。

表1-3 价格区间销量占比

功能编号 3 功能名称 getCarSaleMonth() 所属部门

调查者 调查时间 审核人

功能描述 各个价格区间的销量占比图

输入项 全国各月汽车销售、各个汽车的详情数据

处理描述 使用hadoop、sqoop进行求和运算并添加到数据库

输出项 car_sale_month

界面要求 折线图

由表1-3可见,输入全国各月汽车销售、各个汽车的详情数据,经过处理分析,输出各个

价格区间汽车的销量占有比情况,并以折线图显示。
表1-4 汽车品牌月销量

功能编号 4 功能名称 getCarBrandTop() 所属部门

调查者 调查时间 审核人

功能描述 汽车品牌月销量

输入项 全国各月汽车销售、各个汽车的详情数据

处理描述 使用hadoop、sqoop进行求和运算并添加到数据库

输出项 Total_sale

界面要求 柱状图

由表1-4可见,输入全国各月汽车销售、各个汽车的详情数据,经过处理分析,输出各种

品牌汽车月销售量情况,并以柱状图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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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工作环节1  分析项目需求 5    

  表1-5 汽车品牌年销量TOP10

功能编号 5 功能名称 getCarCountrySale() 所属部门

调查者 调查时间 审核人

功能描述 汽车品牌年销量TOP10

输入项 全国各月汽车销售、各个汽车的详情数据

处理描述 使用hadoop、sqoop进行求和运算并添加到数据库

输出项 car_sale_phb

界面要求 柱状图

由表1-5可见,输入全国各月汽车销售、各个汽车的详情数据,经过处理分析,输出品牌

汽车月销售量TOP10情况,并以柱状图显示。

表1-6 各系轿车年销量占比

功能编号 6 功能名称 getCarBrandMonthTop() 所属部门

调查者 调查时间 审核人

功能描述 各系轿车年销量占比

输入项 全国各月汽车销售、各个汽车的详情数据

处理描述 使用hadoop、sqoop进行求和运算并添加到数据库

输出项 car_country_totalsale

界面要求 柱状图

由表1-6可见,输入全国各月汽车销售、各个汽车的详情数据,经过处理分析,输出各系

轿车的年销量占比,并以柱状图显示。

表1-7 各系轿车每月销量走势

功能编号 7 功能名称 getCarCountrySaleMonth() 所属部门

调查者 调查时间 审核人

功能描述 各系轿车每月销量走势

输入项 全国各月汽车销售、各个汽车的详情数据

处理描述 使用hadoop、sqoop进行求和运算并添加到数据库

输出项 car_series_month_total

界面要求 折状图

由表1-7可见,输入全国各月汽车销售、各个汽车的详情数据,经过处理分析,输出各系

轿车每月销量走势情况,并以折线图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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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8 各年油耗分布销售占比

功能编号 8 功能名称 getCarCountrySaleMonth() 所属部门

调查者 调查时间 审核人

功能描述 各年各油耗分部销售占比

输入项 每年油耗数据

处理描述 使用hadoop、sqoop进行求和运算并添加到数据库

输出项 car_feature_importance

界面要求 折状图

由表1-8可见,输入每年油耗数据,经过处理分析,输出各年各油耗分布销售占比情况,
并以折状图显示。

表1-9 MPV各国系车年销量占比

功能编号 9 功能名称 getMPVCountrySale() 所属部门

调查者 调查时间 审核人

功能描述 MPV各国系的年销量占比

输入项 各国系 mpv销量txt

处理描述 使用pysparksql按sale_amount列进行求和运算并添加到数据库

输出项 mpv_country_totalsale

界面要求 饼状图

由表1-9可见,输入各国系mpv销量,经过处理分析,输出 MPV各国系车年销量占比情

况,并以饼状图显示。
表1-10 MPV各系车每月销量走势

功能编号 10 功能名称 getMPVCountrySaleMonth() 所属部门

调查者 调查时间 审核人

功能描述 MPV各系车每月销量走势

输入项 各国系 mpv销量txt

处理描述 使用pysparksql按sale_amount列进行求和运算并添加到数据库

输出项 mpv_country_sale_month

界面要求 折线图

由表1-10可见,输入各国系mpv销量,经过处理分析,输出 MPV各系车每月销量走势,
并以折线图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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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工作环节1  分析项目需求 7    

  表1-11 SUV各国系车年销量占比

功能编号 11 功能名称 getSUVCountrySale() 所属部门

调查者 调查时间 审核人

功能描述 SUV各国系车年销量占比

输入项 各国系suv销量txt

处理描述 使用pysparksql按sale_amount列进行求和运算并添加到数据库

输出项 suv_country_totalsale

界面要求 饼状图

由表1-11可见,输入各国系SUV销量,经过处理分析,输出SUV各国系车年销量占比

情况,并以饼状图显示。

表1-12 SUV各系车每月销量走势

功能编号 12 功能名称 getSUVCountrySaleMonth() 所属部门

调查者 调查时间 审核人

功能描述 SUV各系车每月销量走势

输入项 各国系suv销量txt

处理描述 使用pysparksql按sale_amount列进行求和运算并添加到数据库

输出项 suv_series_month_total

界面要求 折线图

由表1-12可见,输入各国系SUV销量,经过处理分析,输出SUV各系车每月销量走势

情况,并以折线图显示。

1.3 项目架构与关键技术

建设大数据平台是一个复杂工程,首先需要理清整个项目的轮廓,因此我们绘制了概念

图和总体架构图。同时,还介绍了项目涉及的关键技术。

1.3.1 概念图

如图1-1所示,hadoop处理数据的流程:先从数据库收集数据;然后存储数据并做处

理;之后可视化呈现给用户,呈现方式很多,可选择报告、大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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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概念图

1.3.2 总体架构图

如图1-2所示,总体架构图分为数据采集层、底层存储层、资源调度层、底层计算框架、
分析应用层和应用层。其中,数据采集主要通过Request、Scrapy进行数据采集;底层存储

层主要是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存储;Yarn是hadoop集群资源管理器系统,对 Hadoop的节点

和资源进行管理和调度;底层计算框架主要是 MapReduce、Spark,它们用来对数据进行处理

分析。

图1-2 总体架构图

1.3.3 关键技术

1.Python爬虫技术(数据采集)

Scrapy是用纯Python实现一个为了爬取网站数据、提取结构性数据而编写的应用框

架,Scrapy使用了 Twisted异步网络框架来处理网络通讯,可以加快我们的下载速度,不用

自己去实现异步框架,并且包含了各种中间件接口,可以灵活地完成各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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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工作环节1  分析项目需求 9    

  架构图如图1-3所示,Scrapy架构包含ScrapyEngine(引擎)、Scheduler(调度器)、

Downloader(下载器)、Spider(爬虫)、ItemPipeline(管道)、DownloaderMiddlewares(下载

中间件)、Spider Middlewares(Spider中 间 件)。ScrapyEngine(引 擎):负 责 Spider、

ItemPipeline、Downloader、Scheduler中间通讯,数据传递等;Scheduler负责接受引擎发送

的Request请求,并把Request请求放入队列,当引擎需要时,交还给引擎;Downloader负责

下载ScrapyEngine发送的Requests请求,并将获取的Responses交还给ScrapyEngine,由
引擎交给Spider来处理;Spider负责处理所有Responses,从中分析提取数据,并将需要跟

进的URL提交给引擎,再次进入Scheduler;ItemPipeline负责处理Spider中获取到的

Item,并进行分析、过滤、存储等。

图1-3 Scrapy架构图

2.Hadoop技术以及生态(数据处理)

Hadoop是一个由Apache基金会所开发的分布式系统基础架构。
用户可以在不了解分布式底层细节的情况下,开发分布式程序。充分利用集群的威力

进行高速运算和存储。
具有可靠、高效、可伸缩的特点。

Hadoop的核心是YARN、HDFS和 Mapreduce。
图1-4是hadoop生态系统,集成spark生态圈。在未来一段时间内,hadoop将与spark

共存,hadoop与spark都能部署在yarn、mesos的资源管理系统之上。
如图1-4所示,HDFS(Hadoop分布式文件系统):源自于Google的GFS论文,发表于

2003年10月,HDFS是GFS克隆版。HDFS是 Hadoop体系中数据存储管理的基础。它

是一个高度容错的系统,能检测和应对硬件故障,用于在低成本的通用硬件上运行。HD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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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了文件的一致性模型,通过流式数据访问,提供高吞吐量应用程序数据访问功能,适合

带有大型数据集的应用程序。它提供了一次写入多次读取的机制,数据以块的形式,同时分

布在集群不同物理机器上。

图1-4 hadoop生态系统(部分重要组件)

MapReduce(分布式计算框架):源自于google的 MapReduce论文,发表于2004年12
月,HadoopMapReduce是googleMapReduce克隆版。MapReduce是一种分布式计算模

型,用以进行大数据量的计算。它屏蔽了分布式计算框架细节,将计算抽象成 Map和

Reduce两部分,其中 Map对数据集上的独立元素进行指定的操作,生成键-值对形成中间结

果。Reduce则对中间结果中相同“键”的所有“值”进行规约,以得到最终结果。MapReduce
非常适合在大量计算机组成的分布式并行环境里进行数据处理。

HBASE(分布式列存数据库):源自 Google的Bigtable论文,发表于2006年11月,

HBase是GoogleBigtable克隆版。HBase是一个建立在HDFS之上,面向列的针对结构化

数据的可伸缩、高可靠、高性能、分布式和面向列的动态模式数据库。HBase采用了

BigTable的数据模型:增强的稀疏排序映射表(Key/Value),其中,键由行关键字、列关键字

和时间戳构成。HBase提供了对大规模数据的随机、实时读写访问,同时,HBase中保存的

数据可以使用 MapReduce来处理,它将数据存储和并行计算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Zookeeper(分布式协作服务):源自 Google的 Chubby论文,发表于2006年11月,

Zookeeper是Chubby克隆版。解决分布式环境下的数据管理问题:统一命名,状态同步,集
群管理,配置同步等。Hadoop的许多组件依赖于Zookeeper,它运行在计算机集群上面,用
于管理Hadoop操作。

HIVE(数据仓库):由facebook开源,最初用于解决海量结构化的日志数据统计问题。
其定义了一种类似SQL的查询语言(HQL),将SQL转化为 MapReduce任务在 Hadoop上

执行。通常用于离线分析。HQL用于运行存储在 Hadoop上的查询语句,Hive让不熟悉

MapReduce开发人员也能编写数据查询语句,然后这些语句被翻译为 Hadoop上面的

MapReduce任务。

Sqoop(数据ETL/同步工具):Sqoop是SQL-to-Hadoop的缩写,主要用于传统数据库

和Hadoop之间传输数据。数据的导入和导出本质上是 MapReduce程序,充分利用了 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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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工作环节1  分析项目需求 11   

的并行化和容错性。Sqoop利用数据库技术描述数据架构,用于在关系数据库、数据仓库和

Hadoop之间转移数据。

Yarn(分 布 式 资 源 管 理 器):YARN 是 下 一 代 MapReduce,即 MRv2,是 在 第 一 代

MapReduce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原始Hadoop扩展性较差,不支持多计算框

架而提出的。Yarn是下一代 Hadoop计算平台,yarn是一个通用的运行时框架,用户可以

编写自己的计算框架,在该运行环境中运行。用于自己编写的框架作为客户端的一个lib,
在运用提交作业时打包即可。该框架提供了以下几个组件:

(1)资源管理:包括应用程序管理和机器资源管理

(2)资源双层调度

(3)容错性:各个组件均有考虑容错性

(4)扩展性:可扩展到上万个节点

3.Flask技术(数据展示)

Flask是一个轻量级的框架,其设计目的是用来简化 Web项目应用开发过程。默认情

况下,Flask不包含数据库抽象层、表单验证,或是其他任何已有多种库可以胜任的功能。然

而,Flask支持用扩展来给应用添加这些功能,如同是Flask本身实现的一样。众多的扩展

提供了数据库集成、表单验证、上传处理、各种各样的开放认证技术等功能。

1.4 项目效果展示

如图1-5所示,展示了销量排名前10的汽车品牌、价格区间的销量分布和各价格区间

的销量占比等。

图1-5 项目效果展示图1

如图1-6所示,展示了 MPV各车系占比情况。
如图1-7所示,展示了 MPV各车系销量情况,销量最高为47.7万辆,最低不足1万辆。
如图1-8所示,展示了 MPV各车系每月销售走势,其中国产车走势较好,月均值为9.1

万辆,国外系车普遍走势不好,月均值都低于1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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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项目效果展示图2

图1-7 项目效果展示图3

图1-8 项目效果展示图4

如图1-9所示,展示了SUV各车系销量前3名情况,有美系、英系、法系、德系、日系、韩
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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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工作环节1  分析项目需求 13   

图1-9 项目效果展示图5
如图1-10所示,展示了SUV各车系占比情况,其中,自主车占比近60%,英系车占比不

足0.5%。

图1-10 项目效果展示图6
如图1-11所示,展示了SUV各车系每月销售走势,其中自主车走势较好,月均值为

43.6万辆,国外系车普遍走势不好,月均值都低于14万辆。

图1-11 项目效果展示图7
如图1-12所示,展示了轿车各车系销量前3名情况,有自主、美系、法系、德系、日系、韩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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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图1-12 项目效果展示图8
如图1-13所示,展示了轿车各车系占比情况,其中,德系占比近33.53%,英系占比最

少,只有0.1%。

图1-13 项目效果展示图9
如图1-14所示,展示了轿车各车系每月销售走势,其中德系轿车走势较好,月均值为23

万辆,意系轿车普遍走势不好,月均值为0万辆。

图1-14 项目效果展示图10
如图1-15所示,展示了各个年龄的买车人所买传统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占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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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工作环节1  分析项目需求 15   

况,其中25~34岁年龄段的人对传统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的需求量较大。

图1-15 项目效果展示图11
如图1-16所示,展示了不同性别的人所买传统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占比情况,其中男性

购买传统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的占比较大。

图1-16 项目效果展示图12
如图1-17所示,展示了影响汽车销量的多种因素,其中,在所有因素中,外观占比最高

为22.57%,性价比占比最低为8.87%。

图1-17 项目效果展示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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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18所示,展示了全国汽车堆积销量情况,其中包括轿车销量、SUV销量、MPV销

量。其中,轿车销量最高为1157万,SUV销量为998万辆,MPV销量为168万辆。

图1-18 项目效果展示图14
如图1-19所示,展示了轿车销量、SUV、MPV各月销量的走势情况,并用柱状图呈现。

图1-19 项目效果展示图15
如图1-20所示,展示了轿车销量、SUV、MPV各月销量的走势情况,并用折线图呈现。

图1-20 项目效果展示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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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开发环境概述

搭建一个高效完整的hadoop环境是进行后续大数据开发的基础,本典型环节介绍开发

环境基础搭建方式,工具的使用和安装,介绍使用不同方式完成hadoop环境的架设以及

hadoop生态环境安装,并使用zookeeper做进一步完善,以创建一个高效可靠的系统。

Hadoop是一个由Apache开发的分布式系统基础架构。编程人员可以在不需要了解

分布式底层的情况下,开发分布式程序。充分利用集群来进行高效快速运算以及存储。本

工作环节主要是记录大数据平台与大数据开发平台搭建情况,其中包括虚拟机安装,

CentOS系统安装,安装数据库和中间件,安装和使用操作工具,开发环境搭建,搭建 Hadoop
单机、伪分布环境和完全分布式环境,使用Zookeeper搭建 Hadoop高可用环境。最后搭建

Hadoop相关生态Hive、HBase、Sqoop等。
此外,本环节会涉及到以下软件:VMwareWorkstion、CentOS7、putty、xshell、winscp、

mysql、Tomcat、IDEA、PyCharm、Hadoop、Zookeeper、HBase、Hive、Sqoop、Spark。

2.2 目标分析

本典型环节目标是搭建开发与运行环境,如下:
(1)通过实验让学生掌握安装虚拟机软件。
(2)通过实验让学生掌握安装CentOS操作系统。
(3)通过实验让学生掌握安装 Mysql数据库。
(4)通过实验让学生掌握安装Tomcat中间件。
(5)通过实验让学生掌握安装和使用工具,其中包括Putty、Xshell、WinSCP。
(6)通过实验让学生搭建起Java开发环境。
(7)通过实验让学生搭建起Python开发环境。
(8)通过实验让学生搭建起Hadoop平台,单机、伪分布环境和完全分布式环境。
(9)通过实验让学生掌握使用ZooKeeper搭建Hadoop高可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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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通过实验让学生掌握安装HBase环境。
(11)通过实验让学生掌握安装Hive环境。
(12)通过实验让学生掌握安装Sqoop环境。
(13)通过实验让学生掌握安装Spark环境。
结合学习目标,按照步骤完成大数据开发与运行环境搭建。步骤如下:
(1)安装虚拟机软件,使电脑能够使用多个操作系统。
(2)安装CentOS操作系统,Linux系统,基础运行平台。
(3)安装 Mysql数据库,传统RDBMS,用于存储最终数据和Hive元数据。
(4)安装Tomcat中间件,运行JavaEE程序服务器。
(5)安装和使用工具,其中包括Putty、Xshell、WinSCP,主要方便操作远程Linux系统。
(6)搭建JAVA开发环境,为后面前台展示开发做准备。
(7)搭建Python开发环境,为数据采集开发做准备。
(8)搭建Hadoop平台、单机、伪分布环境和完全分布式环境。
(9)使用ZooKeeper搭建Hadoop高可用环境。
(10)安装HBase环境,NoSql型数据库,apache开源的分布式数据库。
(11)安装Hive环境,数据仓库,开源用于解决海量结构化日志的数据统计。
(12)安装Sqoop环境,导入和导出数据,数据转换。
(13)安装Spark环境,基于内存的分布式计算框架。

2.3 安装系统

2.3.1 安装虚拟机软件

在开始架设hadoop环境之前,需要准备一定的运行环境,hadoop可以运行在多种不同

环境中,常见的环境可以是安装运行在多个物理机器上,也可以在虚拟化环境中运行,还可

以运行在云环境中,包括公有云和私有云。
物理机和虚拟化环境中运行hadoop各有优缺点,两者选择要根据实际使用场景来进行

判断。一般来说使用hadoop是因为单机资源不够,想使用分布式环境来利用更多的资源快

速解决问题,而虚拟机环境则是因为单机资源充足,有多余资源未能充分利用,为提高使用

效率而发展起来的技术。随着硬件技术的发展,资源未能充分利用的情况越来越多,所以现

在虚拟环境的使用也越来越普遍,随着虚拟化技术的发展,使用虚拟化环境对计算资源的管

理也越来越方便,同时还提供了更多的其他特性,比如高可靠性,节约资源等等。
使用物理机(有时又称为祼机)环境能够避免因虚拟软件的故障问题和虚拟化带来的性

能损失,如果是一个需要长期高负荷运行的hadoop环境,建议考虑物理机环境,这样可以提

供更多的资源给使用者,物理环境的部署与虚拟环境的部署基本相同,只是少了虚拟化环境

的部署过程。如果部署的hadoop系统较少进行高负载的运行,则可以考虑部署在虚拟化环

境中,平常可将资源分配给其他业务使用,在需要进行hadoop高强度运算时再灵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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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工作环节2  搭建项目开发环境 19   

hadoop分配足够资源即可,这样可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率。
虚拟化环境在这里我们简单分为桌面级虚拟化和企业级虚拟化,两者基本原理相差不

多,企业级虚拟化软件提供了更加高效的运行和管理支持。为方便学习,我们将在虚拟环境

中安装hadoop环境。
在个人电脑上,我们可以利用桌面虚拟化软件进行虚拟化操作,常见的桌面虚拟化软件

有开源的virtualbox,非开源的有 VMwareWorkstation(收费软件)和 VMwarePlayer(免
费),这三款软件 都有 Windows,Linux,MacOS平台的对应版本。Windows环境下,还可使

用微软的Hyper-V技术进行虚拟化(桌面系统建议使用 Win10)。企业级虚拟化在x86架

构上目前主要的虚拟化软件有VMwarevsphere、MicrosoftHyper-V、CitrixXenserver以及

基本linux发行版的kvm虚拟化(比如REDHAT的RHEV)。
企业级虚拟平台安装部署相对比较复杂,这里我们仅以VmwareWorkstation试用版为

例进行介绍,VMwareWorkstion试用版提供了跟正式版相同的功能,只是有60天的使用

期限。
首先下载VmwareWorkstation安装文件,可到Vmware官方申请下载最新版本,网址

为www.vmware.com。安装过程如下: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安装文件,如图2-1所示:

图2-1 运行虚拟机安装软件

点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进入VmwareWorkstation的安装界面,如图2-2所示:

图2-2 安装向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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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基本一直点击下一步,即可正常安装好软件。
在安装过程中,需要进入序列号输入界面,如图2-3所示:

图2-3 序列号输入

点击“许可证”按钮,进入许可密钥验证界面,如图2-4所示:

图2-4 许可密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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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要启动虚拟化软件,如图2-5所示:

图2-5 运行虚拟化软件

建议设置虚拟机默认存放位置,将后续创建的虚拟机存放到指定位置。如图2-6和图

2-7所示:

图2-6 配置首选项

图2-7 配置虚拟机默认路径

到这里虚拟机软件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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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安装CentOS
Hadoop是一个开源软件,一般情况下会将其部署到Linux系统上,但它也可以运行于

多种不同操作系统上,比如freebsd、aix等系统,甚至可以运行在 Windows的cygwin环境。

由于Linux发行版众多,可根据各自偏好选择相应的Linux发行版,这里我们选择红帽

体系下的免费操作系统CentOS7.6作为hadoop运行平台。

CentOS支持多种安装方式,使用较多的是用光盘进行本地安装和通过PXE网络启动

进行部署,偶尔还会使用VNC或SSH进行远程安装部署,在这里由于我们使用桌面虚拟机

环境,最简单的方式是使用ISO文件进行本地安装。

1.下载镜像

首先下载CentOS系统x86架构平台的ISO文件,从7.0开始,CentOS在x86平台上

仅提供64位版本,CentOS官方下载网站为:https://www.centos.org/download/,由于国

外网站下载速度较慢,建议选择国内镜像网站进行下载,下载ISO文件后请选择对应的方法

计算文件校验值与官网校验值对比,以确认文件下载是否完整。

国内常用centos镜像有:
(1)阿里开源镜像。
(2)网易开源镜像。
(3)华为开源镜像。

CentosISO镜像文件主要有以下几种:
(1)Minimal     可进行引导安装,仅满足最小模式安装。
(2)DVD    包含大部分软件,可满足常见方式的安装。
(3)Everything 包含所有Centos软件名,满足各种模式安装,可做仓库源使用。
(4)LiveGNOME  Live光盘,可直接从光盘启动系统,桌面使用GNOME环境。

其中 Minimal、DVD、Everything都可进行系统安装,DVD使用居多,本次安装我们可

选择 Minimal进行最小安装,其他软件可以在后续使用中按需安装。

2.创建虚拟机

打开VmwareWorkstation虚拟机,点击创建新的虚拟机,选择典型即可,如图2-8
所示。

选择安装源,如果有安装光盘并且本机有光盘驱动器,可将安装光盘放入光驱,然后选

择物理驱动器,在这里我们已有下载的安装光盘镜像文件,VWMARE软件可以直接从镜像

文件读取进行安装,可以省掉高刻录光盘的过程,如图2-9所示。

这里我们请选择第三项“稍后安装操作系统”,不要直接选择第二项,第二项的安装模式

类似于无人值守的自动安装模式,它会自动判断所选择光盘镜像的操作系统类型,这种方式

与在物理机或真机上的安装方式有所不同,并且后续的向导内容也会改变。

选择操作系统类型,这里我们选择Linux操作系统,然后再选择CentOS764位发行版。

如图2-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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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新建虚拟机

图2-9 安装源选择

图2-10 操作系统类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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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虚拟机名称及存放位置,这里请注意,默认每个虚拟机会生成一个以虚拟机名称的

目录来存放虚拟机相关文件,如图2-11所示。
注意:不要将多个虚拟机文件直接放到一个目录中,即使虚拟机使用了不同名称,也会

有几个文件可能会用到相同文件名,否则在创建快照后有可能虚拟机就不可使用了。

图2-11 虚拟机名称及位置

设置虚拟机磁盘大小,这里可根据项目需求来设置相应的磁盘空间。如图2-12所示。

图2-12 指定磁盘大小

说明:图2-12中选择了将虚拟磁盘文件存储为单个文件,此时这个文件大小最大可达

50G,这种方式在目前的 Windows系统上一般没有问题。至于到底是选择存储为单个文件

还是多个文件,准确的设置要针对所在磁盘分区的文件系统来判断,此处设置两个选项的目

的主要就是为了应对不同格式的文件系统,如果设置不当,可能造成虚拟机损坏。表2-1所

示为常见文件系统支持单个文件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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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常见文件系统支持单个文件的最大值:

文件系统格式 单个文件最大值 默认使用的操作系统

FAT16 2G Dos/Win95

FAT32 4G Win98/ME

exFAT 16EB -

NTFS 64G WinNT

NTFS5.X 2TB WinXP/Win7/Win2000/2003/…

Ext2 16GB~2TB* Linux

Ext3 16GB~2TB* Linux

Ext4 16GB~256TB* Linux

XFS 16TB Linux

  *Ext2/Ext3/Ext4文件系统支持单个文件大小跟block大小有关。
如果选择将磁盘文件存储为多个文件,虚拟软件将会根据虚拟机磁盘空间大小生成多

个文件,在使用过程中,当单个文件大小达到2G时,将会把数据写入下一个文件,保证每个

文件不大于2G,以适应多种不同文件系统。
修改虚拟机硬件设置如图2-13所示。

图2-13 选择修改硬件

调整虚拟机内存大小,CPU 数量,选择下载的ISO 安装镜像文件,设置网络模式为

NAT,如图2-14~图2-16所示。
完成虚拟机设置并启动虚拟机,如图2-17所示。
由于后续安装好系统后,需要进行网络通讯,在这里先记录下选择的网络模式的相关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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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 虚拟机硬件修改

图2-15 CPU数量修改

图2-16 选择光盘镜像

图2-17 虚拟机创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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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8 NAT网络环境

根据图2-18中的信息可记录下以下信息:
(1)网络地址:192.168.74.0/24
(2)网关:192.168.74.2
(3)DHCP分配地址范围:192.168.74.128~192.168.74.254
3.安装CentOS
(1)启动虚拟机并引导安装程序

启动虚拟机,开始进行系统安装,在这里前两项都可进行系统安装,第二项增加了一个

安装介质检查校验过程,以验证安装介质正确无误,因为这里是使用镜像文件进行安装,如
果之前有验证过镜像没有问题,可以选择第一项直接进行安装,跳过验证过程。如图2-19
所示。

图2-19 CentOS安装菜单

(2)欢迎及选择安装语言

这里选择的语言也会作为系统安装完成后的默认语言,在安装服务器系统时一般直接

选择英语即可。如图2-2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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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0 语言和键盘选择

(3)安装选项及参数设置主页面

这里的安装设置是并行处理的,可以不分先后,其中需要说明的是,如果需要在这里设

置NTP服务同步时钟,则需要先配置网络。如图2-21所示。

图2-21 安装主页面

(4)主机名及网络参数设置

在这里可设置主机名称并可立即生效。在列表框中安装程序会将识别到的所有网卡标

识在清单中,此时可以选择需要进行配置的网卡,然后点击Configure进行网络参数的设置。
如图2-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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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2 主机名配置

进入Configure后,依次配置IP地址为静态配置,输入对应的IP地址、掩码、网关、DNS
等参数,并将网卡设置为开机自动激活。如图2-23所示。

图2-23 网络参数设置

配置IP地址时,因为没有关闭VMWARE的DHCP服务,为避免IP冲突,将虚拟机的

IP设置为192.168.74.10/24并正确输入网关、DNS等信息。如图2-24所示。

ht
tp

://
www.ne

ub
ooks

.co
m



30   

图2-24 IP地址设置

勾选“Automaticallyconnecttothisnetworkwhenitisavailable”,设置网卡为开机启

动,其他参数按默认设置即可,最后点击Save保存。如图2-25所示。

图2-25 保存网卡参数

最终的网络情况,此时网络连接没有问题的话,应该已经正常工作了,此时点击左上方

的Done即可完成网络设置,返回到主配置画面。如图2-2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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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6 完成网络设置

(5)设置时区及NTP配置

进行时区及NTP设置,因为在搭建hadoop集群环境时,对集群主机的时钟要求很严

格,所以需要各主机时钟一致,这里我们可让主机直接与互联网上的时钟服务器进行同步,
以保证时钟的一致性。如图2-27和图2-28所示。

图2-27 时区选择

图2-28 NTP设置

ht
tp

://
www.ne

ub
ooks

.co
m



32   

  此画面中因为我们已经配置好网络,并能与互联网通讯,所以看到NTP服务已经打开,

点击右上方NTP这边的 即可看到时钟服务器的状态。

此处还可根据自己环境增加或选择使用的时钟服务器,设置完成后,依次点OK和左上

方的Done返回到主配置画面。

(6)Localization本地化配置

即配置键盘和语言,在这里我们可按默认的设置使用美式英语键盘和英文环境即可。

(7)Software软件配置

在本次安装中可使用默认值进行最小化安装,安装源直接使用本地光盘进行安装,如需

要从其他安装源安装,则需要进入INSTALLTIOMSOURCE进行配置,以使用HTTP(s)/

FTP(s)/NFS等安装源进行安装。如图2-29所示。

图2-29 基本设置

(8)系统配置-磁盘分区设置

选择硬盘,并进行自定义分区,默认情况下会选择第一块硬盘,此处目前为当前虚拟机

中唯一的50G磁盘。如图2-30所示。

分区并选择适当的文件系统格式,系统默认会选择LVM(逻辑卷管理技术)进行分区,

不同的文件系统有各自特点,根据应用环境选择不同文件系统格式可达到一定的优化效果。

建议创建以下分区:/boot分区、swap交换分区、/根分区、/home分区及/data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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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0 硬盘及分区方式选择

①分区介绍:

a./boot分区:建议分配500M大小空间,该分区存放操作系统内核。

b./根分区:这里的根指的是“/”,这是文件系统的顶端,默认情况下所有文件都写入这

个分区,除非要写入的路径中挂载了不同分区,该分区建议不小于10G。

c./home分区:为将用户数据与系统数据分开保存,请在系统中为/home目录创建专

用分区。这个分区的大小取决于本地保存数据量、用户数量等等,默认情况下创建用户时不

单独指明用户home目录的话,会将用户的home目录指定到/home/<用户名>的目录下。
此分区大小根据用户数量的多少灵活设置,在这里因为用户不多,为其分配5G磁盘空间

足够。

d./data分区:此分区为非必要分区,分区名称可根据情况取不同名称,这里主要用于存

放hadoop数据使用,大小为操作系统使用后剩余的所有磁盘空间。

e.Swap分区:该分区类似于 Windows系统的虚拟内存文件(一般情况下存放于c:\
pagefile.sys),建议不小于1G。如表2-2所示。

表2-2 关于交换分区大小可参考红帽官方文档推荐值

系统 RAM 容量 建议swap空间大小 允许休眠的建议swap空间大小

低于 2GB RAM容量的两倍 RAM容量的三倍

2GB~8GB 与 RAM 容量相等 RAM容量的两倍

8GB~64GB 4GB到 RAM 容量的0.5倍 RAM容量的1.5倍

超过64GB 独立负载(至少4GB) 不建议使用休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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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区时请选择相应的文件系统,在这里文件系统格式选用XFS。

②XFS文件系统介绍:

XFS是由SGI开发的高级日志文件系统,具有高度灵活性,是一个64位高性能文件系

统,分区大小最大可支持16EB。XFS支持元数据日志,它可提高崩溃恢复速度,XFS文件

系统还可在挂载和激活的情况下清除磁盘碎片并重新定义大小。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分区

需要动态调整大小,XFS文件系统仅支持动态扩大,不支持收缩。
分区过程及完成后的情况如图2-31所示。

图2-31 分区类型选择

创建/boot分区,大小500M,/boot分区主要存放Linux启动的内核文件。如图2-32
所示。

图2-32 创建boot分区

参照/boot分区操作模式,创建交换分区4G、根分区10G、/home分区5G,剩余空间分

配给/data分区,注意默认的文件系统格式为XFS,如图2-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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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3 分区创建清单

确认无误后,进行格式化操作,如图2-34所示。

图2-34 分区格式化

(9)Kdump和Security安全设置,在这里可按默认值,不用进行修改。
(10)点击右下角的“BeginInstallation”文本开始安装。
(11)设置根用户密码和创建普通账号。
在系统安装过程中需要对Linux系统的超级用户root设置密码,同时在这里可创建一

个普通用户以便日常操作。设置的root账号密码请牢记,如果设置的密码不满足长度和复

杂要求,但又一定要使用此密码,则需要确认两次方可通过。如图2-35所示。
虽然设置root账号密码后,可用root账号直接登录系统,但因为安全原因,不建议这种

使用方式。
创建普通账号,在这里也可将此账号设置为管理员,此时该用户将加入系统管理员组

wheel。如图2-3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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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5 设置管理员密码

图2-36 创建账号

(12)完成安装,并重启系统。安装进度完成后,点击右下角“Reboot”文本即可重启系

统,如图2-37所示。

图2-37 CentOS7登录画面

2.3.3 更新系统和安装vm-tools
由于安装光盘镜像创建后,软件仓库中已经有很多软件有更新,为保证系统工作在最佳

状态,可对系统进行更新操作。首先登录系统,然后修改CentOS仓库源为国内镜像站点,
以加快更新速度。

登录系统并使用以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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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do vi /etc/yum.repos.d/CentOS-Base.repo

  按回车键后输入hadoop账号的密码,即可以特权方式编辑系统配置文件。如图2-38所示。

图2-38 修改在线仓库源

由于系统是以 Minimal方式进行安装,此时系统的vi命令只具有基本功能,虽然也能

满足使用,但方便性上稍微有些不尽意,故我们把vim的增强版本安装上。

  sudoyum install vim-enhanced.x86_64-y

  设置别名,以后输入vi命令时直接调用vim进行编辑:

  alias vi=vim

  为保证以后每次登录都可使用别名,将别名设置写入用户登录脚本:

  echo“aliasvi=vim” >> $HOME/.bash_profile

  在vi中,使用以下查找替换命令选择指定镜像站点,这里使用阿里云镜像站点进行更新。
具体操作如图2-39所示。

  :1,$s/mirrorlist=http:/#mirrorlist=http:/g
:1,$s/#baseurl=http:\/\/mirror.centos.org/baseurl=http:\/\/mirrors.aliyun.com/g

图2-39 仓库源最终设置

ht
tp

://
www.ne

ub
ooks

.co
m



38   

确认无误后,输入:wq保存退出,退回到命令行界面。
此时可以使用sudoyumupdate-y进行系统更新。如图2-40所示。

图2-40 更新系统

等待系统更新完成后,使用以下命令安装vmware-tools以优化虚拟机性能。

  sudo yum installopen-vm-tools-y

  CentOS7系统安装好后,默认开启了selinux和防火墙功能,对两者需要进行细心调整

才可能达到理想的安全要求,在这里为方便后续hadoop环境的使用,将两者关闭。

彻底关闭防火墙:

  sudosystemctl disable firewalld
sudosystemctl stop firewalld

  将selinux彻底关闭

  vi /etc/sysconfig/selinux

  将SELINUX=enforcing修改为SELINUX=disabled。

安装设置完成后关闭系统。

  shutdown-hnow

2.3.4 创建虚拟机快照

对安装完成的虚拟机创建快照,以便后续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快速恢复,或需要以此虚

拟机克隆为其他虚拟机副本时使用。

点击虚拟软件上方工具条上的创建快照图标 开始创建快照,如图2-41所示。

图2-41 创建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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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快照名称,如图2-42所示。

图2-42 快照命名

同时,对快照也可进行管理,如图2-43所示。

图2-43 快照管理

2.3.5 克隆虚拟机

如果部署一个运行环境时需要用到多个机器,在虚拟环境中安装客户机操作系统和应

用程序需要耗费较多时间,采用虚拟机克隆技术可以对之前安装好的系统创建多个副本,这
种方法快速简单,广泛应用于企业虚拟化和个人桌面虚拟化场景。

使用已有虚拟机在同一台机器上进行克隆,可以有完整克隆和链接克隆两种方法,而如

果需要跨机器克隆,则可以将一台机器上的虚拟机导出为ovf或ova格式文件,然后在其他

机器上导入虚拟机即可。
已有虚拟机被称为父虚拟机,克隆操作完成后,克隆产生的新虚拟机会成为一个单独的

虚拟机系统,对克隆所做的更改不会影响父虚拟机,对父虚拟机的更改也不会出现在克

隆中。
在 WMwareWorkstation中按以下操作进行虚拟机克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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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选择虚拟机开始进行克隆,如图2-44所示。

图2-44 克隆虚拟机

(2)选择克隆位置,在这里可以选择父虚拟机当前状态进行克隆,也可以选择父虚拟机

之前创建的某个快照进行克隆。如图2-45所示。

图2-45 选择克隆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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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选择克隆方式,在这里可以有完全克隆和链接克隆两种方式可供选择,这里为提高

克隆速度,我们选择创建链接克隆方式。如图2-46所示。

图2-46 克隆方式选择

虚拟机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虚拟机硬盘中的内容,所以克隆时最关键的就是虚拟机磁盘

的操作。

链接克隆是实时与父虚拟机共享虚拟磁盘的虚拟机副本,因此可以节省磁盘空间,也不

用复制父虚拟机磁盘数据,克隆时间可在数秒内完成,同时多个虚拟机可以共同使用一份操

作系统和应用软件。对父虚拟机的虚拟磁盘进行的更改不会影响链接克隆,对链接克隆磁

盘所做的更改也不会影响父虚拟机,但链接克隆必须要能够访问到父虚拟机。

完整克隆是虚拟机的完整独立副本,克隆完成后不会与父虚拟机共享任何数据,对完整

克隆执行的操作完全独立于父虚拟机。由于完整克隆不与父虚拟机共享虚拟磁盘,因此完

整克隆的表现一般要好于链接克隆。创建完整克隆所需的时间比链接克隆更长。如果虚拟

机文件较大,完整克隆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创建完成,同时由于完整克隆只复制克隆操作

时的虚拟机状态,因此无法访问父虚拟机的快照。

(4)设置新虚拟机名称及存放位置并完成新虚拟机的创建任务,如图2-4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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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7 命名虚拟机及指定存放位置

(5)检查新虚拟网卡 MAC地址是否与父虚拟机相同,如果相同请点生成按钮,生成一

个新的 MAC地址,如图2-48所示。

图2-48 修改网卡 MAC地址

MAC地址,也叫硬件地址,全球唯一,由48比特即6字节,用16进制的数字组成,以太网

在数据链路层通讯需要用 MAC地址来进行寻址以确定目标主机位置。在同一个VLAN中,
不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机的MAC地址相同,否则将造成通讯故障。

(6)克隆的虚拟机具有与父虚拟机上相同的主机名称,如果虚拟机使用的是静态IP,那
么IP也会相同,所以需启动虚拟机并修改其主机名和IP,避免产生冲突。

操作过程如下:

①启动虚拟机,并登录系统。

②编辑/etc/hostname文件,或使用hostnamectl命令修改主机名,还可以使用nmuti工

具进行向导式修改。

③运行nmtui

  [hadoop@hadoop-node01~]$sudo nmt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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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设置主机名称:
如图2-49所示。

图2-49 修改主机名

⑤设置IP信息

如图2-50和图2-51所示。

图2-50 选择网卡

图2-51 修改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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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生效新的IP设置

如图2-52所示。

图2-52 激活网卡新设置

⑦使用命令验证新配置

  [hadoop@hadoop-node01~]$ipaddrls
[hadoop@hadoop-node01~]$ hostname

  如图2-53所示。

图2-53 验证网络参数结果

2.4 安装和使用操作工具

Linux系统安装好后,为方便远程操作使用,需要安装一些远程工具。如果客户系统也

使用Linux系统,在大多数发行版中已默认安装好了openssh客户端软件,可以直接使用

ssh、scp、sftp等命令远程登录系统或对远程系统进行文件操作。而在 Windows系统下需要

安装一些第三方软件,这些软件有开源免费的,也有收费软件,这里我们以putty、xshell、

winscp为例介绍其使用方法。
对Linux系统进行远程控制,可使用ssh、telnet、vnc等典型方式进行操作。ssh/telnet

一般使用命令行方式进行操作,vnc可提供图形化的操作方式。
如果用户客户端系统也使用Linux,大多数情况下在安装系统时已经安装好openssh

client软件,可直接使用ssh、scp、sftp等客户端命令对远端服务器进行连接操作。ssh是

telnet一替代工具,最大特点是在服务器与客户端之间提供加密功能,数据经加密后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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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输,而telnet使用明文方式进行传输,在大多数环境中安全性得不到保障。
伴随着Linux应用环境的增多,Microsoft也在逐步加大对开源世界的支持,在最新版

本的 Windows10系统中已经开始提供openssh客户端,可以在不使用第三方软件的情况下

直接管理Unix/Linux系统。

2.4.1 安装和使用putty
putty是一款免费开源的远程登录工具,提供Telnet、SSH、rlogin以及串口通讯等丰富

的功能,目前putty已被移植到了多种平台。

1.下载putty安装文件

Putty提供了可安装程序版本,还可直接下载zip版本,zip版本不用安装,解压后即可

使用。目前从互联网上有很多站点提供不同版本下载,建议直接从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版即

可,需要注意的是请下载与你操作系统对应的32位或64位版本。
下载安装完成或解压zip版本文件后可看到有以下文件:

PAGEANT.EXE   用于SSH 认证代理,可以不必每次都输入密码

PLINK.EXE 在命令行上运行,用于远程执行服务器上的命令

PSCP.EXE 在命令行上运行,使用ssh传输文件

PSFTP.EXE 命令行工具,类似于ftp,使用22号端口用服务器传输文件

PUTTY.CHM 帮助文件

PUTTY.EXE  ssh/telnet/rlogin/serial客户端,可以命令行或GUI模式运行

PUTTYGEN.EXE RSA和DSA密钥生成和管理工具

2.设置putty使用环境

运行putty.exe程序,选择默认配置,点击Load加载,如图2-54所示。

图2-54 修改putty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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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支持中文(可选),如图2-55所示。

图2-55 中文支持设置

此处根据自己喜好,选择一个中文字体以及字形和字体大小,最后在脚本处一定请选择

中文GB2312编码。完成后,设置远端服务器的字符集环境,这里请一定选择与你服务器语

言环境相同的字符集编码,否则中文会显示乱码,Linux系统默认情况下使用UTF-8编码。
如图2-56所示。

图2-56 语言编码选择

如果你对putty默认的黑底白字的颜色不满意,可以点击Colours修改前景文字和背景

颜色。接下来返回到Session页面点击Save,将刚才的设置保存为默认值。
默认配置保存完成后,可以配置服务器连接设置,在Session页面将服务器IP或域名输

入,选择ssh协议,端口会使用默认值22,如果你有ssh服务器不使用默认值22作为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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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假如你是偶尔使用ssh服务器进行连接访问,可直接点下方的Open
即可,但如果你以后会经常性访问,可将此配置保存为一个友好名称,以后双击此名称即可

进行连接。如图2-57所示。

图2-57 创建新会话连接

3.用户名密码方式登录

点击Open如果与服务器间网络通讯正常,出现提示loginas:时输入用户名按回车键,
再输入账号密码即可登录系统。如图2-58所示。

图2-58 putty访问服务器

4.证书(公钥私钥)方式登录访问系统

虽然使用ssh方式访问服务器,但是在网络中传输的数据是加密的,相对比较安全,如果使

用账号密码方式访问服务器,服务器容易受到暴力破解攻击,特别是那些需要通过互联网访问

的服务器。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企业会考虑使用证书方式进行访问,服务器会关闭用户名密

码方式验证,只有证书验证通过的用户才可与服务器建立连接。如图2-59所示。

图2-59 公钥私钥ssh访问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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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公钥和私钥可由服务器生成,也可由putty生成,需要注意的是Linux下生成的私

钥格式putty不能直接使用,需要使用puttygen进行格式转换后才可以使用。
(1)服务器生成公私钥操作步骤

①使用命令生成一对公私钥,如图2-60所示。

  [hadoop@Master~]$ssh-keygen

  

图2-60 密钥对生成

②将公钥放入到$HOME/.ssh/authorized_keys文件。

  [hadoop@Master~]$cd~/.ssh
[hadoop@Master.ssh]$catid_rsa.pub>>authorized_keys
[hadoop@Master.ssh]$chmod600authorized_keys

  ③下载私钥到 Windows电脑上,如图2-61所示。

图2-61 下载私钥

④将私钥转换为ppk格式

运行puttygen并加载上一步中下载的私钥id_rsa。如图2-62所示。
如果原私钥设置有密码,则会弹出输入私钥密码进行验证的画面,如图2-63和图2-64

所示。

ht
tp

://
www.ne

ub
ooks

.co
m



典型工作环节2  搭建项目开发环境 49   

图2-62 私钥加载

图2-63 私钥密码验证

图2-64 私钥信息修改

完成后,点击“Saveprivatekey”保存私钥,即可得到putty的ppk格式私钥,如图2-6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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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5 保存后私钥文件

(2)puttygen生成公私钥操作步骤

puttygen生成公私钥后,私钥保存在本地备用,而公钥则需要上传到服务器。
操作过程如下:
运行puttygen,选择RSA类型并设置密钥长度,点击“generate”,生成一对公私钥,生成

过程中,需要在进度条下方的区域不断移动鼠标,为生成过程产生随机数,否则进度会停止

不动。最后分别将公钥和私钥保存为文件。如图2-66和图2-67所示。

图2-66 putty生成密钥对

图2-67 公私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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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公钥请将图2-67中的公钥直接复制存放到一个文本文件。不要点下方的“Save
publickey”,这种方式生成的公钥,Linux系统不能使用。如图2-68和图2-69所示。

图2-68 复制公钥

图2-69保存公钥

文本文件中的公钥为一行内容,这里显示多行是因为记事本开启了自动换行,请不要手

工增加换行。将生成的公钥上传到服务器,并追加到用户authorized.keys文件中,如图

2-70和图2-71所示。

图2-70 上传公钥文件

图2-71 公钥加入认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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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Putty使用私钥登录系统

①运行putty软件,加载之前创建的配置 Master,也可以新创建一个连接配置,如
图2-72所示。

图2-72 修改连接为私钥登录

②选择左侧Connection→Data设置自动登录名称(可以自动带入要登录的名称),如
图2-73所示。

图2-73 设置自动登录用户名

③选择左侧SSH→Auth设置对应私钥,如图2-7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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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4 指定用户私钥

选择最上方的Session,对修改进行保存,然后就可以点Open使用私钥进行连接服务器

了。如图2-75所示。

图2-75 私钥访问

2.4.2 安装和使用Xshell

Xshell是一个强大的安全终端模拟软件,类似于putty,它支持SSH1、SSH2、telnet、串

口通讯等,同时有着比较友好的用户界面。需要注意的是,Xshell是一款收费软件,但也提

供了仅用于家庭和学校环境的免费版本,请根据使用场景选择对应版本或购买。

Xshell官方网址为:https://www.netsarang.com。免费版下载地址为https://www.

netsarang.com/en/free-for-home-school/,下载时需要输入名称和一个邮件,真实下载地址

会发送到你的邮箱。

下载Xshell安装文件后,将Xshell安装到系统中,然后运行Xftp可根据需要选择进行

安装。如图2-76和图2-7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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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6 申请下载Xshell

图2-77 安装Xshell
第一次运行将进行配置和会话数据存放位置的指定,请根据需要修改,如图2-78和图

2-79所示。

图2-78 指定Xshell配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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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9 运行Xshell默认界面

Xshell的使用与putty很接近,创建一个连接会话,如图2-80所示。
选择Xshell菜单栏:文件→新建,输入名称、协议、主机和端口号,即可使用账号密码进

行连接。

图2-80 创建会话连接

以下介绍如何使用Xshell创建和使用密钥对,进行公钥登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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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图2-80中设置好相关参数后,点击“用户身份认证”,选择使用公钥验证,输入登

录系统用户名称,然后选择浏览用户私钥。如图2-81所示。

图2-81 选择使用公私钥方法

(2)因为Xshell是新安装,所以私钥列表中为空,此时可以使用已有的私钥,或重新生成

一对公私钥来使用,此处先使用已有私钥文件。点击导入,将从私钥文件中导入私钥,这里

我们选择之前从服务器下载的私钥文件。如图2-82所示。

图2-82 导入私钥

如果导入的私钥文件有密码保护,则会提示输入私钥密码方可进行导入操作。如

图2-83所示。
在图2-84中,我们可对导入的私钥进行管理,比如修改私钥名称,重设私钥密码操作。以

上操作完成后确认,此时Xshell将会保存一个主机连接参数并生成对应连接名称。如果需要

重新生成一对公私钥,则选择“生成”按钮,出现密钥创建向导。如图2-84和图2-8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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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3 私钥使用验证

图2-84 修改私钥密码

图2-85 创建新的公私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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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私钥设置密码,如果不设置密码,则可以在连接时免密登录(在终端用户上不建议使

用)。如图2-86所示。

图2-86 设置私钥名称和密码

完成后,在用户密钥清单中将会出现新创建的密钥,选择刚生成的密钥,点击属性导出

公钥。如图2-87所示。

图2-87 保存公钥

上传保存的公钥,并追加到$HOME/.ssh/authorized.keys文件中。如图2-88所示。

  cat Xshell_Master_hadoop_key.pub>> $HOME/.ssh/authorized.keys

  图2-88 公钥追加到验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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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连接使用,如图2-89和图2-90所示。

图2-89 选择私钥

图2-90 登录访问

2.4.3 安装和使用 WinSCP
当需要在 Windows与Linux之间传递文件时,putty软件包中可以使用命令行工具

pscp,但因为在命令行使用可能不太方便,所以这里介绍另一款GUI工具 WinSCP。

WinSCP是一个 Windows环境下使用的SSH 的开源图形化SFTP客户端。同时支持

SCP协议。它的主要功能是在本地与远程计算机间安全地复制文件,并且可以直接编辑

文件。

WinSCP安装文件可从其官方网站https://winscp.net/eng/download.php进行下载,
下载后按默认方式进行安装后即可开始使用。需要留意的是,WinSCP能够检测到putty中

保存的会话连接,并可根据选择导入到 WinSCP中。如图2-91和图2-9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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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1 导入putty连接信息

图2-92 选择会话连接

如需要对连接选项进行修改,比如进行协议选择,可点编辑按钮,如图2-93所示。

图2-93 编辑修改连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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