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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 Console 4.A : Console 端端端端端端端端
編譯與執行編譯與執行編譯與執行編譯與執行編譯與執行編譯與執行編譯與執行編譯與執行

4.B : 透過 Eclipse 開發與測試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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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Java 之編譯與執行之編譯與執行之編譯與執行之編譯與執行之編譯與執行之編譯與執行之編譯與執行之編譯與執行

1. 編譯

� javac
∆

-classpath
∆

hadoop-*-core.jar
∆ -d∆MyJava 

∆
javac

∆
-classpath

∆
hadoop-*-core.jar

∆ -d∆MyJava 
∆

MyCode.java

2. 封裝

� jar
∆ -cvf 

∆
MyJar.jar

∆
-C 

∆
MyJava

∆
.

3. 執行

� bin/hadoop jar MyJar.jar MyCode HDFS_Input/� bin/hadoop 
∆ jar

∆
MyJar.jar

∆
MyCode

∆
HDFS_Input/

∆
HDFS_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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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的執行目錄為Hadoop_Home

•./MyJava = 編譯後程式碼目錄

•Myjar.jar = 封裝後的編譯檔

•先放些文件檔到HDFS上的input目錄

•./input; ./ouput = hdfs的輸入、輸
出目錄



WordCount1 WordCount1 練習練習練習練習練習練習練習練習 (I)(I)

1. cd $HADOOP_HOME; mkdirinput_local
2. echo "I like NCHC Cloud Course." > input_local/input1
3. echo "I like nchcCloud Course, and we enjoy this 3. echo "I like nchcCloud Course, and we enjoy this 

crouse." > input_local/input2
4. bin/hadoop dfs -put input_local input
5. bin/hadoop dfs -lsinput

6767676767676767



WordCount1 WordCount1 練習練習練習練習練習練習練習練習 (II)(II)

1. 編輯WordCount.java 
http://trac.nchc.org.tw/cloud/attachment/wiki/jazz/Hadoop_Lab6/WordCount.java?format=raw

2. mkdir MyJava2. mkdir MyJava
3. javac -classpath hadoop-*-core.jar -d MyJava 

WordCount.java

4. jar -cvf wordcount.jar -C MyJava .
5. bin/hadoop jar wordcount.jar WordCount input/ output/

•所在的執行目錄為所在的執行目錄為所在的執行目錄為所在的執行目錄為Hadoop_HomeHadoop_HomeHadoop_HomeHadoop_Home（（（（因為因為因為因為hadoop-*-core.j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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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的執行目錄為所在的執行目錄為所在的執行目錄為所在的執行目錄為Hadoop_HomeHadoop_HomeHadoop_HomeHadoop_Home（（（（因為因為因為因為hadoop-*-core.jar））））

•javacjavacjavacjavac編譯時需要編譯時需要編譯時需要編譯時需要classpathclasspathclasspathclasspath, , , , 但但但但hadoophadoophadoophadoop jarjarjarjar時不用時不用時不用時不用

•wordcount.jar = wordcount.jar = wordcount.jar = wordcount.jar = 封裝後的編譯檔封裝後的編譯檔封裝後的編譯檔封裝後的編譯檔，，，，但執行時需告知但執行時需告知但執行時需告知但執行時需告知class nameclass nameclass nameclass name

•HadoopHadoopHadoopHadoop進行運算時進行運算時進行運算時進行運算時，，，，只有只有只有只有 input input input input 檔要放到檔要放到檔要放到檔要放到hdfshdfshdfshdfs上上上上，，，，以便以便以便以便hadoophadoophadoophadoop分析運分析運分析運分析運
算算算算；；；；執行檔執行檔執行檔執行檔（（（（wordcount.jarwordcount.jarwordcount.jarwordcount.jar））））不需上傳不需上傳不需上傳不需上傳，，，，也不需每個也不需每個也不需每個也不需每個nodenodenodenode都放都放都放都放，，，，程式的程式的程式的程式的
載入交由載入交由載入交由載入交由javajavajavajava處理處理處理處理



WordCount1 WordCount1 練習練習練習練習練習練習練習練習(III)(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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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Count1 WordCount1 練習練習練習練習練習練習練習練習(IV)(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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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W …BTW …

�雖然Hadoop框架是用Java實作，但

Map/Reduce應用程序則不一定要用 JavaMap/Reduce應用程序則不一定要用 Java
來寫

�Hadoop Streaming ：

�執行作業的工具，使用者可以用其他語言

（如：PHP）套用到Hadoop的mapper和（如：PHP）套用到Hadoop的mapper和
reducer

�Hadoop Pipes：C++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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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 Console 端編譯與執行

4.B : 4.B : 透過透過透過透過透過透過透過透過 Eclipse Eclipse 4.B : 4.B : 透過透過透過透過透過透過透過透過 Eclipse Eclipse 
開發與測試運算開發與測試運算開發與測試運算開發與測試運算開發與測試運算開發與測試運算開發與測試運算開發與測試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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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mentsRequirements

�Hadoop 0.20.0 up

�Java 1.6�Java 1.6

�Eclipse 3.3 up

�Hadoop Eclipse Plugin 0.20.0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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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安裝安裝安裝安裝安裝安裝安裝Hadoop Eclipse PluginHadoop Eclipse Plugin

�Hadoop Eclipse Plugin 0.20.0
�From 

$Hadoop_0.20.0_home/contrib/eclipse-
From 
$Hadoop_0.20.0_home/contrib/eclipse-
plugin/hadoop-0.20.0-eclipse-plugin.jar

�Hadoop Eclipse Plugin 0.20.1
� Compiler needed
� Or download from 

http://hadoop-eclipse-http://hadoop-eclipse-
plugin.googlecode.com/files/hadoop-0.20.1-eclipse-
plugin.jar

�copy to $Eclipse_home/plug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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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打開打開打開打開打開打開打開打開Eclipse, Eclipse, 設定專案目錄設定專案目錄設定專案目錄設定專案目錄設定專案目錄設定專案目錄設定專案目錄設定專案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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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Hadoop modeHadoop mode視野視野視野視野視野視野視野視野
1. Window 
2. Open Perspective 
3. Other

若有看到
MapReduce的大象
圖示代表Had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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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代表Hadoop 
Eclipse plugin 
有安裝成功， 若
沒有請檢查是否有
安之裝正確



3. 3.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HadoopHadoop視野視野視野視野，，，，主畫面將出主畫面將出主畫面將出主畫面將出視野視野視野視野，，，，主畫面將出主畫面將出主畫面將出主畫面將出
現三個功能現三個功能現三個功能現三個功能現三個功能現三個功能現三個功能現三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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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建建建建建建建建立一個立一個立一個立一個立一個立一個立一個立一個HadoopHadoop專案專案專案專案專案專案專案專案

開出新專案

選擇Map/Red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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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Map/Reduce 
專案



44--1.1.輸入專案名稱並點選設定輸入專案名稱並點選設定輸入專案名稱並點選設定輸入專案名稱並點選設定輸入專案名稱並點選設定輸入專案名稱並點選設定輸入專案名稱並點選設定輸入專案名稱並點選設定
HadoopHadoop安裝路徑安裝路徑安裝路徑安裝路徑安裝路徑安裝路徑安裝路徑安裝路徑

由此設定
專案名稱

由此設定
Hadoop的

7979797979797979

Hadoop的
安裝路徑



44--11--1. 1. 填入填入填入填入填入填入填入填入HadoopHadoop安裝路徑安裝路徑安裝路徑安裝路徑安裝路徑安裝路徑安裝路徑安裝路徑

於此輸入您
Hadoop的安
裝路徑，之後

選擇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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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設定設定設定設定設定設定設定設定HadoopHadoop專案細節專案細節專案細節專案細節專案細節專案細節專案細節專案細節

1. 右鍵點選1. 右鍵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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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
Properties



55--1.1.設定原始碼與文件路徑設定原始碼與文件路徑設定原始碼與文件路徑設定原始碼與文件路徑設定原始碼與文件路徑設定原始碼與文件路徑設定原始碼與文件路徑設定原始碼與文件路徑
以下請輸入正確的Hadoop原始碼與API文件檔路徑，如
source ：/opt/hadoop/src/
javadoc：file:/opt/hadoop/docs/api/

選擇 Java 
Build Path

8282828282828282



55--11--1.1.完成圖完成圖完成圖完成圖完成圖完成圖完成圖完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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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2. 設定設定設定設定設定設定設定設定java docjava doc的完整路徑的完整路徑的完整路徑的完整路徑的完整路徑的完整路徑的完整路徑的完整路徑

輸入java 6 的API正確
路徑，輸入完後可選擇

選擇 Javadoc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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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輸入完後可選擇
validate以驗證是否正確

Location



6. 6. 連結連結連結連結連結連結連結連結Hadoop ServerHadoop Server與與與與與與與與EclipseEclipse

點選此
圖示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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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 1 . 設定你要連接的設定你要連接的設定你要連接的設定你要連接的設定你要連接的設定你要連接的設定你要連接的設定你要連接的HadoopHadoop主機主機主機主機主機主機主機主機

HDFS監聽
的Port (設

任意填一
個名稱

輸入主機
位址或
domain 
name

MapRedu
ce 監聽的

的Port (設
定於core-
site.xml)

你在此
Had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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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 監聽的
Port (設定
於mapred-
site.xml)

Hadoop 
Server上的
Username



66--2 2 若正確設定則可得到以下畫面若正確設定則可得到以下畫面若正確設定則可得到以下畫面若正確設定則可得到以下畫面若正確設定則可得到以下畫面若正確設定則可得到以下畫面若正確設定則可得到以下畫面若正確設定則可得到以下畫面

HDFS的資訊，
可直接於此操
作檢視、新增、作檢視、新增、
上傳、刪除等

命令

8787878787878787

若有Job運作，
可於此視窗

檢視



7. 7. 新增一個新增一個新增一個新增一個新增一個新增一個新增一個新增一個HadoopHadoop程式程式程式程式程式程式程式程式

首先先建立
一個

8888888888888888

一個
WordCount
程式，其他
欄位任意



7.1 7.1 於於於於於於於於程式窗格內輸入程式碼程式窗格內輸入程式碼程式窗格內輸入程式碼程式窗格內輸入程式碼程式窗格內輸入程式碼程式窗格內輸入程式碼程式窗格內輸入程式碼程式窗格內輸入程式碼

此區為程式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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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7.2 補充補充補充補充補充補充補充補充
若之前doc部份設定正確，則滑鼠移

至程式碼可取得API完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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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 運作運作運作運作運作運作運作運作

於欲運算的
程式碼處點
選右鍵�

Run As�
Run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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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 on 
Hadoop



88--1 1 選擇之前設定好所要運算的主機選擇之前設定好所要運算的主機選擇之前設定好所要運算的主機選擇之前設定好所要運算的主機選擇之前設定好所要運算的主機選擇之前設定好所要運算的主機選擇之前設定好所要運算的主機選擇之前設定好所要運算的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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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8.2 運算資訊出現於運算資訊出現於運算資訊出現於運算資訊出現於運算資訊出現於運算資訊出現於運算資訊出現於運算資訊出現於Eclipse Eclipse 右下方右下方右下方右下方右下方右下方右下方右下方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Console Console 視窗視窗視窗視窗視窗視窗視窗視窗

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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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8.3 剛剛運算的結果出現如下圖剛剛運算的結果出現如下圖剛剛運算的結果出現如下圖剛剛運算的結果出現如下圖剛剛運算的結果出現如下圖剛剛運算的結果出現如下圖剛剛運算的結果出現如下圖剛剛運算的結果出現如下圖

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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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Conclusions

�優點

�快速開發程式�快速開發程式

�易於除錯

�智慧尋找函式庫

�自動鍊結API

�直接操控 HDFS 與 JobTracker

…�…

�缺點

�Plugin 並會因Eclipse 版本而有不同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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