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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加强高校数据中心的建设ꎬ基于 Ｈａｄｏｏｐ构建的学院大数据云平台设计ꎬ对结构化与

非结构化数据存储进行设计并优化ꎮ 在满足学院大规模业务数据存储需求的同时ꎬ还提供了

强大的云计算能力ꎬ为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挖掘提供了高效的计算模型ꎬ提高了学院工作效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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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现状与价值

１.１　 研究现状

目前ꎬ高校数据中心建设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是直

接使用传统服务器搭建数据中心的存储及应用ꎮ 服务器

的架构价格高ꎬ能源消耗高ꎬ资源利用率偏低ꎮ 二是采用

专业的 ＶＭｗａｒｅ虚拟化软件对 ＩＴ 基础设施虚拟化成资源

池供各类应用部署ꎮ

１.２　 建设价值

基于 Ｈａｄｏｏｐ的高职院校大数据平台[１－２]ꎬ避免了传统数

据中心的各种弊端ꎬ不仅可以充分发挥集群的威力ꎬ还能够

充分挖掘大数据中的隐藏信息ꎬ在职业院校决策、管理与服

务中可以得到更广泛的应用ꎬ以提高学院的工作效率ꎮ

２　 云计算大数据平台设计

２.１　 总体架构设计

本项目是在 ｌｉｎｕｘ开发环境下开发的ꎬ大数据云平台

总体架构及各分平台的设计思路及大数据云平台总体架

构设计如图 １所示ꎮ

２.２　 数据云平台模块设计

以 Ｈａｄｏｏｐ为基础构建的大数据云平台ꎬ可以很方便

地与现有各类业务信息系统实现集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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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大数据云平台总体架构设计

１) 结构化数据的存储与设计

高职院校现有数据库大多为关系型数据库ꎬＨＢａｓｅ 数
据库对结构化数据支持不足ꎮ 为解决这个问题ꎬ以Ａｐａｃｈｅ
开源软件开发的 Ｈｉｖｅ 数据仓库工具作为接口ꎬ将结构化

的数据文件映射为 ＨＢａｓｅ数据库的一张表ꎬ并提供完整的

ＳＱＬ查询功能ꎮ 还可以将 ＳＱＬ 语句转换为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任
务来运行ꎬ充分利用并行运算的速度优势ꎮ 使用 Ｈｉｖｅ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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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解决了结构化数据的存储问题ꎬ而且提高了数据查询和

存储的速度ꎬ提高了工作效率ꎮ 下面以一卡通信息系统中

常用的结构化数据为例ꎬ针对结构化数据ꎬ使用 Ｈｉｖｅ数据

仓库平台ꎬ实现数据的存储和查询ꎮ 结构化数据存储设计

如图 ２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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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结构化数据存储设计

２) 非结构化数据的存储设计

在视频教学系统中会产生大量视频或图片文件ꎬ常规

存储方式速度太慢ꎮ 以典型的 ７ ２００ ｒ / ｍｉｎ的硬盘为例ꎬ其
最大传输速度约为 ２２.３ＭＢ / ｓꎬ这极大地限制了映像文件

的存储和查询速度ꎬ而以分布式存储能解决这个问题ꎮ 本

文以视频教学系统视频和图片等文件存储为例ꎬ阐述如何

解决非结构化数据存储过程中的核心问题ꎮ
非结构化数据存储系统设计在视频教学系统中ꎬ单个

课堂教学视频文件往往会有数百兆大小的文件ꎮ 以

ＨＢａｓｅ存储保证数据安全性的同时不仅可以实现数据的

快速查询和存储ꎬ还能实现对历史视频或图片文件的快速

查询ꎮ 非结构化数据存储系统架构设计如图 ３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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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非结构化数据存储系统架构设计

３) 机器学习平台的设计

以 Ｈａｄｏｏｐ为基础的分布式计算对大数据的机器学习

具有更高的效率ꎮ 在本项目中使用开源项目 Ｍａｈｏｕｔ提供

的机器学习工具[３] ꎬ开发机器学习模块ꎬ在此模块基础上
采用机器学习的结果为教学工作者提供建议ꎬ优化教学流

程ꎬ还可以作为数据挖掘的基础为更高级功能提供基础架

构ꎮ 基于 Ｈａｄｏｏｐ的机器学习平台如图 ４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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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机器学习平台设计

机器学习的系统底层是 Ｈａｄｏｏｐ 框架ꎬ从 ＨＢａｓｅ 和

Ｈｉｖｅ中获取数据ꎬ通过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 进行分布式计算提供

机器学习算法ꎬ利用 Ｍａｈｏｕｔ 数据进行整合、清理ꎬ然后进

行机器学习[４] ꎮ 获取数据之后ꎬ使用 Ｍａｈｏｕｔ提供的算法ꎬ
这些算法包括朴素贝叶斯分类、支持向量机、随机森林等

分类算法和 ＥＭ 聚类、Ｋ－ｍｅａｎｓ 等聚类算法ꎬ利用其 ＡＰＩ
实现对数据中心数据的有效利用ꎮ

２.３　 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数据交换

引擎ꎻ安全管理服务ꎻ系统管理服务ꎻＷｅｂ 服务管理ꎻ
Ｓｅｒｖｉｃｅ接口ꎻ中心数据库ꎮ 将分散建设的若干应用信息进

行整合ꎬ进行数据传输与共享ꎮ 此平台可以接入学院所有

业务系统的数据ꎬ在中心数据库汇聚ꎬ并为学院各部门提

供数据业务协同功能ꎬ推动智慧校园建设ꎮ

３　 结语
基于 Ｈａｄｏｏｐ构建的学院大数据云平台ꎬ对结构化与

非结构化数据存储的优化设计ꎬ不仅满足了学院大规模业

务数据存储的需求ꎬ还提供了强大的云计算能力ꎮ 学院数

据中心存储了教务信息、学工信息、科研信息、招生信息、
就业信息等各类业务系统的海量信息ꎬ利用这些信息可以

对教学改革、科研方向规划、招生宣传、专业设置、就业导

向等提供数据支持ꎬ辅助学院高层领导决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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