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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 Hadoop 虛擬模版電腦 

 

在面對大量資料的處理，尤其是所謂的 Big Data 的時候，若是使用單一機器來進行資料的

處理與運算，資料跑不跑的動是一個問題，而最大的問題，則是運算分析所需的時間，能不

能接受。 

 

而要處理單一機器運算量不足的問題，最直接的辦法，就是將許多電腦給 cluster 在一起，

也就是所謂的叢集電腦，集中整合眾多機器的運算資源，利用平行或分散運算的方式，來快

速處理複雜且需要高度運算量的資料。 

 

然而，架設叢集電腦（Cluster）有一定的難度，即使突破架設的難關，要如何驅動（使用）

叢集電腦，也不隨便任何一個程式語言都可以駕馭，如果剛好你熟悉的語言無法使用在叢集

電腦上，那麼，這組叢集電腦，對你而言，只是一組價格昂貴的機器群。 

 

難道，沒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在不架設叢集電腦的狀況下，分析 Big Data 嗎？當是有辦法，

就是使用 Hadoop 來處理 Big Data。 

 

至於 Hadoop 完整的專案全貌（在 apache.org 內，Hadoop 是一個頂級的專案喔），在這邊

就不再跟大家贅述，以下則著重在讓大家知道如何在 LXC 虛擬電腦的架構內，建置與使用 

Hadoop。 

 

 

Hadoop 相關套件的準備與設置 

 

Hadoop 本身是由 Java 所架構而成，也因此，要運行 Hadoop 的電腦（不管實體或虛擬電

腦），都需要安裝 Java 的 JDK，才能正常使用 Hadoop，而這邊的 Java，指的是 Oracle 

Java，而不是 Open Java，然而現在若是在 Linux 系統上採用線上安裝套件的方式（如 

Ubuntu 的 apt-get ）來安裝 Java，則安裝進來的套件會是 Open Java，所以必須利用手動

安裝自行下載套件的方式，才能安裝我們所需要的 Java（Oracle Java）。 

 

這邊需要的是 Oracle Java 的 JDK，但不需要真的透過 Ubuntu 標準的安裝程序來安裝

（apt-get），只需要下載指定的套件，解壓縮之後，再設定 PATH 環境變數即可，首先利用

以下的連結，連結到  JDK 下載的網頁：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javase/download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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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開啟之後，往下移動網頁，找到 JDK Download 的位置，並按下連結： 

 

 
 

進入下載頁面之後，記得要先點選「Accept License Agreement」之後，才能點選下載的連

結，而因為筆者的測試系統為 64 位元的作業系統，所以選擇「jdk-7u17-linux-

x64.tar.gz」 來下載。 

 

下載好 JDK 套件之後，接著再連結到以下的網頁，來下載 Hadoop 套件： 

 

http://ftp.twaren.net/Unix/Web/apache/hadoop/common/ 

 

筆者這邊是直接選擇官方網站的下載點，而在官網上還有其他下載點可以選擇，若有需要的

話，可以直接上官網查詢，另外，目前 Hadoop 的最新穩定版本為 1.2.x 版，筆者在這邊就

選擇 1.2.x 的版本來做說明， 

 

進入下載頁面之後，請選擇下載「hadoop-1.2.x-bin.tar.gz」的套件，而這個套件是編譯好

的套件，只需要解壓縮就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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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邊需要留意的地方，在於 Ubuntu Desktop 內的 Firefox 瀏覽器，若沒有任何設定，預設

下載的檔案，會放在使用者家目錄內「下載」的資料夾內，套件下載完成之後，記得進入

「下載」的資料夾內，將剛剛下載的兩個套件直接移動到家目錄內，以利後續的操作。 

 

套件準備好之後，開啟終端機，利用以下指令，來將套件解壓縮到 /opt 的目錄內： 

 

$ sudo tar zxf jdk-7u17-linux-x64.tar.gz -C /opt 

$ sudo tar zxf hadoop-1.2.x-bin.tar.gz -C /opt 

 

不過，解壓縮之後，若利用〝ll /opt/〞的指令來檢視剛剛解壓縮的資料時，會發現到

「jdk1.7.0_17」資料夾的使用者與群組卻都不是 roo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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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有可能是當初此檔案在壓縮時，有保留當時使用者與群組的資訊，而因為此使用者與群組

並不存在我們電腦難，才會出現這樣的資訊，為了避免後續操作上的問題，記得，若有發現

這樣的現象，要使用以下的指令來將此資料夾的群組與使用者都轉換為 root： 

 

$ sudo chown -R root.root /opt/jdk1.7.0_17 

 

解壓縮完成之後，接著要確認實體電腦內有安裝 LXC ，並且也已經擁有一台 LXC 虛擬電腦，

而若未安裝 LXC ，請利用以下另來安裝： 

 

$ sudo apt-get install lxc 

 

若是已經有安裝 LXC ，但未產生 LXC 虛擬電腦，也請利用以下指令來產生 LXC 虛擬電腦： 

 

$ sudo lxc-create -t ubuntu -n us1204（us1204 為 LXC 虛擬電腦的電腦名稱，名稱可自定） 

 

 LXC 虛擬電腦準備好之後，在啟動 LXC 虛擬電腦之前，我們必須讓虛擬電腦可以使用（看

到）JDK 與 Hadoop，簡單來說，就是需要將剛剛解壓縮的資料夾給〝掛載〞到 LXC 虛擬

電腦之上，而要掛載這兩個目錄，就需要異動 LXC 虛擬電腦的〝fstab〞的檔案，利用任一

編輯器在實體電腦上的終端機開啟 LXC 虛擬電腦的 fstab 檔案： 

 

$ sudo vim /var/lib/lxc/us1204/fstab 

 

檔案開啟之後，請直接在檔案最後加入以下兩行資訊： 

 

/opt/jdk1.7.0_17 /var/lib/lxc/us1204/rootfs/opt/jdk none bind 0 0 
/opt/hadoop-1.0.4 /var/lib/lxc/us1204/rootfs/opt/hadoop none bind 0 0 

 

 
 

其中，〝jdk〞與〝hadoop〞就是在 LXC 虛擬電腦內，實際的掛載點，當然，這兩個掛載點

預設也是不存在 LXC 虛擬電腦內的，所以需要利用以下指令，在 LXC 虛擬電腦內建立這兩

個掛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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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do mkdir /var/lib/lxc/us1204/rootfs/opt/jdk 

$ sudo mkdir /var/lib/lxc/us1204/rootfs/opt/hadoop 

 

掛載點與 fstab 都設定好之後，就可以啟動 LXC 虛擬電腦： 

 

$ sudo lxc-start -n us1204 

 

登入 LXC 虛擬電腦之後，先切換到 /opt 的目錄區內，看看有沒有存在〝jdk〞與〝hadoop〞

這兩個資料夾，還有，資料夾內有沒有看到檔案： 

 

 
 

確認掛載點內有資料之後，接著就要修改 LXC 虛擬電腦內的 PATH，讓 LXC 虛擬電腦可以

使用 JDK 與 Hadoop，直接在終端內用任一編輯器開啟以下檔案： 

 

$ sudo vim /etc/profile 

 

檔案開啟之後，直接在檔案最末寫入以下資訊： 

 

export JAVA_HOME=/opt/jdk 
export PATH=$PATH:$JAVA_HOME/bin 
 
export PATH=$PATH:/opt/hadoop/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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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寫入的資訊無誤之後，就可以重新啟動 LXC 虛擬電腦，或者登出再登入 LXC 虛擬電腦

也可以，讓新的 PATH 可以套用到使用者之上。 

 

重新啟動 LXC 虛擬電腦（或重新登入）之後，在終端機內直接輸入以下指令，已確定 

PATH 設定是否正確，以及 JDK 與 Hadoop 是否可以連結使用： 

 

$ java -version 

$ hadoop version 

 

若系統回應訊息如下圖，就表示可以正常使用 Java 與 Hadoop 的相關指令： 

 

 
 



第五章 : 製作 Hadoop 虛擬模版電腦                                       5-7 

 

 

經過以上的設定與操作，就算完成了後續建置 Hadoop 系統所需要的〝模版電腦〞，而後續

不管是建置單一節點 Hadoop ，或是多節點的 Hadoop，基礎系統就可以利用 LXC 系統複

製的功能，來大量產生所需的虛擬電腦，以加速後續 Hadoop 的建置速度。 

 

設定自動登入 

 

登入 LXC 虛擬電腦後, 修改  /etc/init/tty1.conf 設定的最後一行, 如下 : 

 

$ sudo nano /etc/init/tty1.conf 

# tty1 - getty 

# 

# This service maintains a getty on tty1 from the point the system is 

# started until it is shut down again. 

 

start on stopped rc RUNLEVEL=[2345] and ( 

            not-container or 

            container CONTAINER=lxc or 

            container CONTAINER=lxc-libvirt) 

 

stop on runlevel [!2345] 

 

respawn 

#exec /sbin/getty -8 38400 tty1 

exec /bin/login -f ubuntu < /dev/tty1 > /dev/tty1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