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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

针对 7.1.1 进⾏了调整。取代之前的版本。
发布⽇期: 2019 年 10 ⽉ 15 ⽇

本⽂档的内容在发布时正确⽆误。

但是，您可以查看 Talend 帮助中⼼ 上在线版本，了解最新更新。
本⽂档根据知识共享公共许可证 (CCPL) 的条款提供。

有关您根据 CCPL 可以将本⽂档⽤于哪些⽤途以及不能⽤于哪些⽤途的更多信息，请阅读：http://
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2.0/。
须知

Talend 是 Talend, Inc. 的商标。

所有品牌、产品名称、公司名称、商标和服务标记均为其各⾃所有者的财产。
许可协议

本⽂档中描述的软件是根据 Apache 许可证 2.0 版 (“许可证”) 授予许可的；除⾮符合许可证要
求，否则您不得使⽤此软件。您必须在 http://www.apache.org/licenses/LICENSE-2.0.html 获取许可
证的副本。除⾮适⽤法律要求或书⾯同意，否则根据许可证分发的软件须按“原样”提供，且不附
带任何明⽰或暗⽰的担保或条件。有关许可证下具体的权限和限制规定，请参阅许可证。

本产品包括在 AOP Alliance (Java/J2EE AOP 标准) 开发的软件、ASM、Amazon、AntlR、Apache
ActiveMQ、Apache Ant、Apache Avro、Apache Axiom、Apache Axis、Apache Axis 2、Apache
Batik、Apache CXF、Apache Cassandra、Apache Chemistry、Apache Common Http Client、Apache
Common Http Core、Apache Commons、Apache Commons Bcel、Apache Commons JxPath、Apache
Commons Lang、Apache Datafu、Apache Derby 数据库引擎和嵌⼊式 JDBC 驱动程序、Apache
Geronimo、Apache HCatalog、Apache Hadoop、Apache Hbase、Apache Hive、Apache
HttpClient、Apache HttpComponents Client、Apache JAMES、Apache Log4j、Apache Lucene
Core、Apache Neethi、Apache Oozie、Apache POI、Apache Parquet、Apache Pig、Apache
PiggyBank、Apache ServiceMix、Apache Sqoop、Apache Thrift、Apache Tomcat、Apache
Velocity、Apache WSS4J、Apache WebServices Common Utilities、Apache Xml-RPC、Apache
Zookeeper、Box Java SDK (V2)、CSV Tools、Cloudera HTrace、ConcurrentLinkedHashMap
for Java、Couchbase Client、DataNucleus、DataStax Java Driver for Apache Cassandra、Ehca
che、Ezmorph、Ganymed SSH-2 for Java、Google APIs Client Library for Java、Google
Gson、Groovy、Guava: ⽤于 Java 的 Google 核⼼库、H2 嵌⼊式数据库和 JDBC 驱动程
序、Hector：⽤于 Apache Cassandra 的⾼层次 Java 客⼾端、Hibernate BeanValidation
API、Hibernate Validator、HighScale Lib、HsqlDB、Ini4j、JClouds、JDO-API、JLine、JSO
N、JSR 305：Java 中的软件缺陷检测注释、JUnit、Jackson Java JSON-processor、Java API for
RESTful Services、Java Agent for Memory Measurements、Jaxb、Jaxen、JetS3T、Jettison、Je
tty、Joda-Time、Json Simple、LZ4：极快压缩算法、LightCouch、MetaStuff、Metrics API、Metrics
Reporter Config、Microsoft Azure SDK for Java、Mondrian、MongoDB Java Driver、Netty、
⽤于 LZF 编码的 Ning Compression 编码解码器、OpenSAML、Paraccel JDBC Driver、Parboil
ed、PostgreSQL JDBC Driver、Protocol Buffers - Google 的数据交换格式、Resty：⽤于 Java 的
简单 HTTP REST 客⼾端、Riak Client、SDSU Java Library、SL4J：Simple Logging Facad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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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QLite JDBC Driver、Scala Lang、Simple API for CSS、Snappy for Java - 快速压缩器/解
压缩器、SpyMemCached、SshJ、StAX API、StAXON - JSON via StAX、Super SCV、The Castor
Project、The Legion of the Bouncy Castle、Twitter4J、Uuid、W3C、Windows Azure Storage libraries
for Java、Woden、Woodstox：⾼性能 XML 处理器、Xalan-J、Xerces2、XmlBeans、XmlSchema
Core、Xmlsec - Apache Santuario、⽤于 Java 的 YAML 解析器和发射器、Zip4J、atinject、dropboxsdk-java：⽤于 Dropbox 核⼼ API 的 Java 库、google-guice。这些产品根据其各⾃的许可证获得许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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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d Open Studio for Big Data 简介

Talend 提供统⼀的开发和管理⼯具，通过易于使⽤的可视化设计器集成和处理所有数据。

功能强⼤的⼤数据解决⽅案依托于 Talend 的数据集成解决⽅案，⽤⼾可以利⽤ Apache Hadoop Big
Data Platform 访问、转换、移动和同步⼤数据，并且 Hadoop 平台变得⾮常便捷易⽤。

Talend Open Studio for Big Data 的功能架构

Talend Open Studio for Big Data 功能架构是确定 Talend Open Studio for Big Data 功能、交互和相应
IT 需求的⼀种架构模型。总体架构已通过功能块中孤⽴的具体功能进⾏描述。
下图展⽰主要的架构功能块。

功能块分为不同类型，包括：

• 从 Talend Studio，您可以设计和启动利⽤ Hadoop 集群处理⼤型数据集的 Big Data 作业。启动
后，这些作业会被发送到此 Hadoop 集群并在其中部署和执⾏。

• Oozie ⼯作流调度器系统集成在 Studio 中，您可以⽤以在 Hadoop 集群上部署、调度和执⾏ Big
Data 作业，并监控这些作业的执⾏状态和结果。
• 独⽴于 Talend 系统的 Hadoop 集群，⽤于处理⼤型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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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Talend Open Studio for Big Data 的先决条件
本章提供开始使⽤ Talend Open Studio for Big Data 时推荐的必要基本软件和硬件信息。
• 内存要求 (详⻅第6⻚)
• 软件要求 (详⻅第6⻚)

它还指导您安装并配置推荐的必要第三⽅⼯具：
• 安装 Java (详⻅第7⻚)

• 在 Windows 上设置 Java 环境变量 (详⻅第7⻚) 或 在 Linux 上设置 Java 环境变量 (详⻅
第8⻚)
• 安装 7-Zip (Windows) (详⻅第8⻚)

内存要求

要充分利⽤ Talend 产品，请考虑以下内存和磁盘空间使⽤量：
内存使⽤量
磁盘空间

最低 3GB，建议 4 GB
3GB

软件要求

要充分利⽤ Talend 产品，请考虑以下系统和软件要求：
所需软件

• 适⽤于 Talend Studio 的操作系统：
⽀持类型

操作系统 (仅 64 位)

建议

Ubuntu 18.04 LTS

建议

Microsoft Windows 10

⽀持

Apple macOS 10.14/Mojave
Apple macOS 10.13/High Sierra
Apple macOS 10.12/Sierra
Apple OS X 10.11/El Capitan

• Oracle Java 8 JRE 或 OpenJDK 1.8。请参阅安装 Java (详⻅第7⻚) 。
• 正确安装配置的 Hadoop 集群。

确保安装有 Talend Studio 的客⼾端计算机可识别要使⽤的 Hadoop 集群的节点的主机名。为
此，请在客⼾端计算机的 hosts ⽂件中添加该 Hadoop 集群服务的 IP 地址/主机名映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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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 Hadoop Namenode 服务器的主机名是 talend-cdh550.weave.local，IP 地址是
192.168.x.x，则映射条⽬为 192.168.x.x talend-cdh550.weave.local。

可选软件

• 7-Zip. 请参阅安装 7-Zip (Windows) (详⻅第8⻚) 。

安装 Java

要使⽤ Talend 产品，您需要在计算机上安装 Java 环境。

本⽂档讨论 Oracle JRE 安装。有关 OpenJDK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http://openjdk.java.net/。
过程

1. 在 Java SE Downloads (Java SE 下载) ⻚⾯的 Java Platform, Standard Edition (标准版 Java 平台)
下，单击 JRE Download (JRE 下载)。

2. 在 Java SE Runtime Environment 8 Downloads (Java SE 运⾏时环境 8 下载) ⻚⾯中，单击单选按
钮以 Accept License Agreement (接受许可协议)。
3. 为您的操作系统选择适当的下载。
4. 按照 Oracle 安装步骤安装 Java。
结果

在计算机上安装 Java 时，需要设置 JAVA_HOME 环境变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 在 Windows 上设置 Java 环境变量 (详⻅第7⻚) .
• 在 Linux 上设置 Java 环境变量 (详⻅第8⻚) .

在 Windows 上设置 Java 环境变量

在安装 Talend 产品之前，需要设定 JAVA_HOME 和 Path 环境变量。
过程

1. 转到计算机的 Start Menu (开始菜单)，右键单击 Computer (计算机) 并选择 Properties (属性)。
2. 在 Control Panel Home (控制⾯板主⻚) 窗⼝单击 Advanced system settings (⾼级系统设置)。
3. 在 System Properties (系统属性) 窗⼝单击 Environment Variables... (环境变量...)。
4. 在 System Variables (系统变量) 下，单击 New... (新建) 创建变量。将变量命名为
JAVA_HOME，输⼊到 Java 8 JRE 的路径，然后单击 OK (确定)。
默认 JRE 路径⽰例：C:\Program Files\Java\jre1.8.0_77。

5. 在 System Variables (系统变量) 下，选择 Path (路径) 变量并单击 Edit... (编辑...)，将之前定义的
JAVA_HOME 变量添加到 Path 环境变量的末尾，以分号分隔。
⽰例：<PathVariable>;%JAVA_HOME%\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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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装 Talend 产品之前，必须设定 JAVA_HOME 和 Path 环境变量。
过程

1. 找到 JRE 安装主⽬录。

⽰例：/usr/lib/jvm/jre1.8.0_65

2. 将其导出到 JAVA_HOME 环境变量中。
⽰例：

export JAVA_HOME=/usr/lib/jvm/jre1.8.0_65
export PATH=$JAVA_HOME/bin:$PATH

3. 在 ~/.profile ⽂件中的⽤⼾配置⽂件末尾添加这些⾏，或以超级⽤⼾⾝份添加到 /etc/
profile ⽂件中全局配置⽂件的末尾。
4. 再次登录。

安装 7-Zip (Windows)

Talend 建议安装 7-Zip 并⽤其提取安装⽂件：http://www.7-zip.org/download.html。
过程

1. 下载您的操作系统对应的 7-Zip 安装程序。

2. 导航到本地⽂件夹，找到 7z exe ⽂件并双击以进⾏安装。
结果

下载即会⾃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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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和安装 Talend Open Studio for Big Data

Talend Open Studio for Big Data 易于安装。从 Talend 的⽹站下载后，通过简单的解压缩操作将其安
装到您的计算机上。
本章提供下载和安装所需的基本信息。

下载 Talend Open Studio for Big Data

Talend Open Studio for Big Data 是⼀个免费的开源产品，您可以直接从 Talend ⽹站下载。
过程

1. 转到 https://www.talend.com/products/talend-open-studio，并单击 Talend Open Studio for Big
Data 的 Windows Download (Windows 下载) 按钮。
2. 出现提⽰后，单击 Save File (保存⽂件)，然后单击 OK (确定)。
结果

这样将会下载该下载项 Talend Open Studio for Big Data 的 zip ⽂件。

安装 Talend Open Studio for Big Data

解压缩以前下载的存档以安装 Talend Open Studio for Big Data。
可通过两种⽅式完成此操作：

• 7Zip (推荐 Windows)：通过 7-Zip 提取 (Windows 推荐) (详⻅第9⻚) 。

• Windows 默认解压缩⼯具：通过 Windows 默认解压缩⼯具提取 (详⻅第10⻚) 。

• Linux 默认解压缩⼯具 (基于 Linux 的操作系统)：通过 Windows 默认解压缩⼯具提取 (详⻅
第10⻚) 。

通过 7-Zip 提取 (Windows 推荐)

对于 Windows，Talend 建议您安装 7-Zip 并⽤其提取⽂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安装 7-Zip
(Windows) (详⻅第8⻚) 。
要安装 Studio，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过程

1. 导航到本地⽂件夹，找到之前下载的 ZIP ⽂件并将其移⾄路径尽可能短且不含任何空格字符的其
他位置。
⽰例：C:/Talend/

2. 右键单击压缩⽂件并选择7-Zip > Extract Here (在这⾥提取)进⾏解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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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Windows 默认解压缩⼯具提取

如果不想使⽤ 7-Zip，可以使⽤ Windows 默认的解压缩⼯具。
过程

1. 右键单击压缩⽂件并选择 Extract All (提取全部) 解压缩。
2. 单击 Browse (浏览) 并导航到 C: 盘。

3. 选择 Make new folder (创建新⽂件夹) 并将⽂件夹命名为 Talend。单击 OK (确定)。
4. 单击 Extract (提取) 开始安装。

通过 Linux GUI 解压缩⼯具提取
要安装 Studio，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过程

1. 导航到本地⽂件夹，找到之前下载的 ZIP ⽂件并将其移⾄路径尽可能短且不含任何空格字符的其
他位置。
⽰例：home/user/talend/

2. 右键单击压缩⽂件并选择 Extract Here (在这⾥提取) 解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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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和设置您的 Talend 产品

本章提供配置和设置 Talend Open Studio for Big Data 所需的基本信息。

⾸次启动 Studio

Studio 安装⽬录包含多个平台的⼆进制⽂件，包括 Mac OS X 和 Linux/Unix。
⾸次启动 Talend Studio 时，请执⾏以下操作：
过程

1. 双击与您的操作系统对应的可执⾏⽂件，例如：

• TOS_*-win-x86_64.exe，对于 Windows。
• TOS_*-linux-gtk-x86_64，对于 Linux。
• TOS_*-macosx-cocoa.app，对于 Mac。

2. 在打开的 User License Agreement (⽤⼾许可协议) 对话框中，阅读并接受最终⽤⼾许可协议的条
款后继续。

登录 Studio

⾸次登录 Talend Studio 时，请执⾏以下操作：
过程

1. 在 Talend Studio 登录窗⼝中，选择 Create a new project (创建新⼯程)，指定⼯程名
称：getting_started，然后单击 Finish (完成) 创建新的本地⼯程。
2. 根据您所⽤的产品，下⾯的其中⼀项将打开：

• 快速导览。播放以获取有关 Studio ⽤⼾界⾯的更多信息，单击 Stop (停⽌) 结束。

• 欢迎⻚⾯。单击链接获取有关 Studio 的更多信息，然后单击 Start Now! (⽴即开始！) 以关闭
⻚⾯并继续打开 Studio。
提⽰: Studio 成功启动后，您还可以单击 Studio 主窗⼝顶部的 Videos (视频) 链接，观看⼏个
短视频，帮助您初步了解 Talend Studio。对于某些操作系统，您可能需要安装 MP4 解码器/播
放器才能播放视频。

结果

此时您已成功登录到 Talend Studio。接下来，您需要安装 Talend Studio 正常⼯作所需的附加软件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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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d 建议您在登录 Talend Studio 后⽴即安装附加软件包，包括第三⽅库和数据库驱动程序，以便
充分利⽤ Studio 的功能。
过程

1. 打开 Additional Talend Packages (其他 Talend 软件包) 向导后，选中 Required (必需) 和 Optional
third-party libraries (可选的第三⽅库) 复选框并单击 Finish (完成) 以安装附加软件包。
如有任何附加软件包可供安装，每次启动 studio 时都会打开此向导，除⾮您选中 Do not show
this again (不再显⽰此消息) 复选框。您还可以从菜单栏中选择 Help (帮助) > Install Additional
Packages (安装附加软件包) 以显⽰此向导。

更多信息，请参阅《Talend Open Studio for Big Data 安装与升级指南》中安装附加软件包的相
关章节

2. 在 Download external modules (下载外部模块) 窗⼝，单击向导底部的 Accept all (全部接受) 按
钮以接受 studio 中所⽤外部模块的所有许可协议。
根据您选择的库，可能需要多次接受其许可证。
待所有库安装完毕后再开始使⽤ studio。

3. 如果需要，重启 Talend Studio 以便使某些附加程序包⽣效。

⼿动设置 Hadoop 连接

如果在 Repository (存储库) 中建⽴与给定 Hadoop 发⾏版的连接，此后每次需要使⽤相同的 Hadoop
发⾏版时，即⽆需配置该连接。
开始之前

• 确保安装有 Talend Studio 的客⼾端计算机可识别要使⽤的 Hadoop 集群的节点的主机名。为
此，请在客⼾端计算机的 hosts ⽂件中添加该 Hadoop 集群服务的 IP 地址/主机名映射条⽬。
例如，如果 Hadoop Namenode 服务器的主机名是 talend-cdh550.weave.local，IP 地址是
192.168.x.x，则映射条⽬为 192.168.x.x talend-cdh550.weave.local。

• 要使⽤的 Hadoop 集群已正确配置，并且正在运⾏。

本⽰例中将⽤到的 Cloudera Hadoop 集群是 Yarn 模式下的 CDH V5.5 集群，应⽤发⾏版的默认配置
⽽不启⽤ Kerberos 安全性。有关 CDH V5.5 发⾏版默认配置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在集群中部署
CDH 5 和 CDH5 中使⽤的默认端⼝。
过程

1. 在 studio 的 Repository (存储库) 树视图中，展开 Metadata (元数据)，然后右键单击 Hadoop
cluster (Hadoop 集群)。

2. 从上下⽂菜单中选择 Create Hadoop cluster (创建 Hadoop 集群)，打开 Hadoop cluster connection
(Hadoop 集群连接) 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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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填写有关此连接的⼀般信息，例如 Name (名称) 和 Description (描述)，然后单击 Next (下⼀步)
打开 [Hadoop configuration import wizard (Hadoop 配置导⼊向导)] 窗⼝，可以帮助您导⼊现成的
配置 (如有)。
4. 选中 Enter manually Hadoop services (⼿动输⼊ Hadoop 服务) 复选框，⼿动输⼊正在创建的
Hadoop 连接的配置信息。

5. 单击 Finish (完成) 关闭此导⼊向导。

6. 从 Distribution (发⾏版) 列表中选择 Cloudera，然后从 Version (版本) 列表中选择 Cloudera
CDH5.5 (YARN 模式)。

7. 在 Namenode URI 字段中输⼊指向⽤作待⽤ Cloudera Hadoop 集群的 NameNode 服务的计算机的
URI。
NameNode 是 Hadoop 系统的主节点。例如，假设您选择了⼀台名为 machine1 的计算机作为
NameNode，要输⼊的位置是 hdfs://machine1:portnumber。
在集群侧，相关属性在名为 core-site.xml 的配置⽂件中指定。如果您不知道要输⼊的
URI，请检查集群 core-site.xml ⽂件中的 fs.defaultFS 属性。

8. 在 Resource manager (资源管理器) 字段和 Resource manager scheduler (资源管理器调度器) 字段
中，分别输⼊指向这两个服务的 URI。
在集群侧，这两个服务共享同⼀台主机，但使⽤不同的默认端⼝号。例如，如果托管它们
的计算机是 resourcemanager.company.com，则资源管理器的位置是 resourcema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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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ompany.com:8032，资源管理器调度器的位置是 resourcemanager.company.com:
8030。
如果您不知道这些服务的托管计算机的名称，请检查集群 yarn-site.xml 配置⽂件中的
yarn.resourcemanager.hostname 属性。

9. 在 Job history (作业历史记录) 字段中，输⼊ JobHistory 服务的位置。使⽤此服务可以将当前作业
的度量信息存储在 JobHistory 服务器中。
相关属性在集群的 mapred-site.xml 配置⽂件中指定。对于您需要在此字段中输⼊的值，请
检查此 mapred-site.xml ⽂件中的 mapreduce.jobhistory.address 属性。

10. 在 Staging directory (暂存⽬录) 字段中，输⼊在 Hadoop 集群中定义的、⽤于存储运⾏程序所创
建临时⽂件的⽬录。

相关属性在集群的 mapred-site.xml ⽂件中指定。更多详细信息，请检查此 mapredsite.xml ⽂件中的 yarn.app.mapreduce.am.staging-dir 属性。
11. 选中 Use datanode hostname (使⽤数据节点主机名) 复选框，以便 Studio 可以通过其主机名访问
集群的每个数据节点。

这实际上会将集群的 dfs.client.use.datanode.hostname 属性设定为 true。

12. 在 User name (⽤⼾名) 字段中，输⼊您希望 Studio ⽤于连接到 Hadoop 集群的⽤⼾⾝份验证名
称。

13. 由于要连接的 Hadoop 集群使⽤的是默认配置，因此请保留此向导中的其他字段或复选框，因为
它们⽤于定义所有⾃定义 Hadoop 配置。

14. 单击 Check services (检查服务) 按钮以验证 Studio 是否可以连接到您指定的 NameNode 以及
ResourceManager 服务。

此时会弹出⼀个对话框，指⽰检查流程和连接状态。

如果连接失败，您可以单击每个进度条末尾的 Error log (错误⽇志) 诊断连接问题。

15. 检查表明连接成功后，单击 Finish (完成) 确认更改并关闭向导。
结果

新连接 (本⽰例中名为 my_cdh) 将显⽰在 Repository (存储库) 树视图的 Hadoop cluster (Hadoop 集群)
⽂件夹下。
然后，您可以继续基于此连接创建到不同 Hadoop元素 (如 HDFS 或 Hive) 的⼦连接。

设置到 HDFS 的连接

连接到 Repository (存储库) 中的 HDFS 之后，您将可以在相关作业中重⽤此连接。
开始之前

• 在 Repository (存储库) 的 Hadoop cluster (Hadoop 集群) 节点，我们已经设置好了⼀个Hadoop集
群的连接，将要使⽤的HDFS 系统就容纳于这个 Hadoop 集群之中。
有关如何创建此连接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动设置 Hadoop 连接 (详⻅第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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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使⽤的 Hadoop 集群已正确配置且正在运⾏，并且您已拥有对该发⾏版及其 HDFS 的适当访问
权限。
• 确保安装有 Talend Studio 的客⼾端计算机可识别要使⽤的 Hadoop 集群的节点的主机名。为
此，请在客⼾端计算机的 hosts ⽂件中添加该 Hadoop 集群服务的 IP 地址/主机名映射条⽬。
例如，如果 Hadoop Namenode 服务器的主机名是 talend-cdh550.weave.local，IP 地址是
192.168.x.x，则映射条⽬为 192.168.x.x talend-cdh550.weave.local。

过程

1. 在 Repository (存储库) 树视图中展开 Metadata (元数据) 下的 Hadoop cluster (Hadoop 集群) 节
点，右键单击要使⽤的 Hadoop 连接，然后从上下⽂菜单中选择 Create HDFS (创建 HDFS)。

2. 在打开的连接向导中，填写您需要创建的连接的通⽤属性，例如 Name (名称)、Purpose (⽤途)
和 Description (描述)。

3. 完成后单击 Next (下⼀步)。第⼆步要求您填写 HDFS 连接数据。

User name (⽤⼾名) 属性将⾃动预填充为继承⾃您在先前步骤中所选 Hadoop 连接的值。
Row separator (⾏分隔符) 和 Field separator (字段分隔符) 属性使⽤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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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中 Set heading row as column names (将标题⾏设定为列名) 复选框，以使⽤ HDFS ⽂件标题⾏
中的数据来定义此⽂件的列名。
然后 Header (⽂件头) 复选框将⾃动选中，Header (⽂件头) 字段将填充为 1。这意味着⽂件的第
⼀⾏将忽略，不作为数据主体，⽽是⽤作⽂件的列名。

5. 单击 Check (检查) 以验证您的连接。

此时会弹出⼀条消息，指⽰连接是否成功。

6. 单击 Finish (完成) 确认这些更改。
结果

在 Repository (存储库) 树视图的 Hadoop cluster (Hadoop 集群) 节点下，新的 HDFS 连接现在将可
⽤。然后您可以使⽤它来定义和集中存储在连接的 HDFS 系统中的⽂件的 schema，以便在 Talend
作业中重⽤这些 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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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件上传到 HDFS 以便 Big Data 作业能够读取和处理。

在此过程中，您将创建⼀个作业，将数据写⼊ Cloudera Hadoop 集群 (已如⼿动设置 Hadoop 连
接 (详⻅第12⻚) 中所述在 Repository (存储库) 中设置到此集群的连接) 的 HDFS 系统中。为 Big
Data 执⾏数据集成任务 (详⻅第25⻚) 中描述的⽤例需要此数据。对于⽤例所需的⽂件，请在
本⻚⾯在线版本 (https://help.talend.com) 的 Downloads (下载) 选项卡下载 tos_bd_getting
started_source_files.zip。
开始之前

• 已在 Repository (存储库) 的 Hadoop cluster (Hadoop 集群) 节点设置与要使⽤的 Hadoop 集群的
连接以及与此集群 HDFS 系统的连接。
如果未执⾏此操作，请参阅⼿动设置 Hadoop 连接 (详⻅第12⻚) 以及设置到 HDFS 的连接 (详
⻅第14⻚) 创建这些连接。

• 要使⽤的 Hadoop 集群已正确配置且正在运⾏，并且您对该发⾏版和要使⽤的 HDFS ⽂件夹有适
当的访问权限。
• 确保执⾏ Talend 作业的客⼾端计算机可识别要使⽤的 Hadoop 集群节点的主机名。为此，请在
客⼾端计算机的 hosts ⽂件中添加该 Hadoop 集群服务的 IP 地址/主机名映射条⽬。
例如，如果 Hadoop Namenode 服务器的主机名是 talend-cdh550.weave.local，IP 地址是
192.168.x.x，则映射条⽬为 192.168.x.x talend-cdh550.weave.local。

过程

1. 在 Repository (存储库) 树视图中，右键单击 Job Designs (作业设计) 节点，然后从上下⽂菜单中
选择 Create folder (创建⽂件夹)。
2. 在 New Folder (新建⽂件夹) 向导中，将作业⽂件夹命名为 getting_started 并单击 Finish
(完成) 创建⽂件夹。
3. 右键单击 getting_started ⽂件夹并从上下⽂菜单中选择 Create Job (创建标准作业)。

4. 在 New Job (新建作业) 向导中，为要创建的作业指定名称，并根据需要提供其他有⽤信息。
例如，在 Name (名称) 字段输⼊ write_to_hdfs。

在向导的这⼀步，Name (名称) 是唯⼀必填字段。在 Repository (存储库) 树视图中将⿏标指针移
动到作业上时，Description (描述) 字段中提供的信息将显⽰为悬停⽂本。

5. 单击 Finish (完成) 创建作业。

⼀个空⽩作业将在 Studio 中打开。

6. 在 Repository (存储库) 树视图中展开 Metadata (元数据) 下的 Hadoop cluster (Hadoop 集群) 节
点。

7. 展开您创建的 Hadoop 连接，然后展开其下的 HDFS ⽂件夹。在本⽰例中，是 my_cdh Hadoop 连
接。
8. 将 HDFS 连接从 HDFS ⽂件夹拖放到正在创建的作业的⼯作区中。在本⽰例中，此连接是
cdh_hdfs。

Components (组件) 窗⼝将显⽰，其中包含可在作业中直接重⽤此 HDFS 连接的所有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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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选择 tHDFSPut 并单击 OK (确定) 以确认您的选择。

此 Components (组件) 窗⼝将关闭，tHDFSPut 组件⾃动置于当前作业的⼯作区中，该组件已使
⽤上⼀步中提到的 HDFS 连接的名称标记。

10. 双击 tHDFSPut 打开其 Component (组件) 视图。

18

配置和设置您的 Talend 产品

已使⽤设置好并存储在 Repository (存储库) 中的 HDFS 连接配置，⾃动配置与要使⽤的
HDFS 系统的连接。因此，此选项卡中的相关参数变为只读。这些参数是：Distribution (发⾏
版)、Version (版本)、NameNode URI、Use Datanode Hostname (使⽤数据节点主机名)、User
kerberos authentication (⽤⼾ Kerberos ⾝份验证) 和 Username (⽤⼾名)。

11. 在 Local directory (本地⽬录) 字段中输⼊路径，或浏览到需要复制到 HDFS 的⽂件所存放的⽂件
夹。

有关影⽚及其导演的⽂件存储在此⽬录中。

12. 在 HDFS directory (HDFS ⽬录) 字段中输⼊路径，或浏览到 HDFS 中要存储⽂件的⽬标⽬录。
如果⽬录不存在，则即时创建。

13. 如果⽂件已存在于HDFS 的⽬标⽬录中，则从 Overwrite file (改写⽂件) 下拉列表中选择 always
(始终) 以进⾏覆写。

14. 在 Files (⽂件) 表中，单击 [+] 按钮添加⼀⾏，以定义要复制的⽂件的选择标准。

15. 在 Filemask (⽂件掩码) 列中，输⼊以双引号括起的星号 (*)，使 tHDFSPut 选择您在 Local
directory (本地⽬录) 字段中指定的⽂件夹中存储的所有⽂件。

16. 将 New name (新名称) 列留空，即保留默认双引号，以使⽂件名在上传后保持不变。
17. 按 F6 运⾏作业。

Run (运⾏) 视图会⾃动打开。其将显⽰作业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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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作业完成后，可以在所指定⽬录的 HDFS 中找到上传的⽂件。

准备⽂件元数据

在 Repository (存储库) 中，设置存储在 HDFS 中的⽂件的元数据之后，您将可以直接在相关的 Big
Data 组件中重⽤其 schema，⽽⽆需⼿动定义每个相关参数。

由于您需要处理的 movies.csv ⽂件已存储在正在使⽤的 HDFS 系统中，因此可以获取其 schema
以在 Repository (存储库) 中设置其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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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获取 directors.txt ⽂件的 schema，但在下⽂所述的获取过程中有意忽略了，因为在本
场景中，此 directors.txt ⽂件⽤于演⽰如何在作业中⼿动定义 schema。
开始之前

• 您已启动 Talend Studio 并打开 Integration 透视图。

• 源⽂件 movies.csv 和 directors.txt 已如将⽂件上传到 HDFS (详⻅第17⻚) 中所述上传
到 HDFS。

• 已在 Repository (存储库) 的 Hadoop cluster (Hadoop 集群) 节点设置与要使⽤的 Hadoop 集群的
连接以及与此集群 HDFS 系统的连接。
如果未执⾏此操作，请参阅⼿动设置 Hadoop 连接 (详⻅第12⻚) 以及设置到 HDFS 的连接 (详
⻅第14⻚) 创建这些连接。

• 要使⽤的 Hadoop 集群已正确配置且正在运⾏，并且您对该发⾏版和要使⽤的 HDFS ⽂件夹有适
当的访问权限。
• 确保安装有 Talend Studio 的客⼾端计算机可识别要使⽤的 Hadoop 集群的节点的主机名。为
此，请在客⼾端计算机的 hosts ⽂件中添加该 Hadoop 集群服务的 IP 地址/主机名映射条⽬。
例如，如果 Hadoop Namenode 服务器的主机名是 talend-cdh550.weave.local，IP 地址是
192.168.x.x，则映射条⽬为 192.168.x.x talend-cdh550.weave.local。

过程

1. 在 Repository (存储库) 树视图中展开 Metadata (元数据) 下的 Hadoop cluster (Hadoop 集群) 节
点。
2. 展开您创建的 Hadoop 连接，然后展开其下的 HDFS ⽂件夹。
在本⽰例中，是 my_cdh Hadoop 连接。

3. 右键单击此 HDFS ⽂件夹中的 HDFS 连接，然后从上下⽂菜单中选择 Retrieve schema (获取
schema)。
在本场景中，此 HDFS 连接名为 cdh_hdfs。

此时将显⽰ Schema 向导，您可以浏览到 HDFS 中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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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展开⽂件树以显⽰您需要从中获取 schema 的 movies.csv ⽂件，然后将其选中。
在本场景中，movies.csv 存储在以下⽬录中：/user/ychen/input_data。

5. 单击 Next (下⼀步) 在向导中显⽰获取到的 schema。

影⽚数据的 schema 显⽰在向导中，数据的第⼀⾏⾃动⽤作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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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数据的第⼀⾏没有⽤作列名，则需要检查您在如设置到 HDFS 的连接 (详⻅第14⻚)
中所述创建 HDFS 连接时，是如何设定 Header (⽂件头) 配置的。

6. 单击 Finish (完成) 确认这些更改。
结果

您现在可以在 Repository (存储库) 树视图中查看所⽤ HDFS 连接下的⽂件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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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Big Data 执⾏数据集成任务

本章以⼀家影⽚租赁和流媒体视频服务公司为例，展⽰此类公司如何利⽤ Talend Open Studio for
Big Data。
您将使⽤影⽚和导演以及客⼾的相关数据，学习如何：

• 将存储在本地⽂件系统中的数据上传到公司 Hadoop 集群的 HDFS ⽂件系统.

• 将导演数据与影⽚连接，以⽣成新的数据集并将此数据集也存储在 HDFS 系统中.

连接影⽚和导演信息
本场景展⽰了：

1. 如何创建 Talend 作业。请参阅创建作业 (详⻅第25⻚) 了解详细信息。
2. 如何拖放和连接要在作业中使⽤的组件。请参阅拖放和连接组件 (详⻅第26⻚) 了解详细信
息。

3. 如何使⽤ Repository (存储库) 中的相关元数据配置输⼊组件。请参阅配置 Pig 的输⼊数据 (详⻅
第27⻚) 了解详细信息。
4. 如何配置转换以连接输⼊数据。请参阅配置 Pig 的数据转换 (详⻅第30⻚) 了解详细信息。
5. 如何将转换后的数据写⼊ HDFS。请参阅写⼊输出 (详⻅第32⻚) 了解详细信息。

创建作业

您可以通过 Talend 作业访问和使⽤ Talend 组件来设计读取、转换或写⼊数据的技术流程。
开始之前

• 您已启动 Talend Studio 并打开 Integration 透视图。
过程

1. 右键单击 getting_started ⽂件夹并从上下⽂菜单中选择 Create Job (创建标准作业)。

2. 在 New Job (新建作业) 向导中，为要创建的作业指定名称，并根据需要提供其他有⽤信息。
例如，在 Name (名称) 字段输⼊ aggregate_movie_director。

在向导的这⼀步，Name (名称) 是唯⼀必填字段。在 Repository (存储库) 树视图中将⿏标指针移
动到作业上时，Description (描述) 字段中提供的信息将显⽰为悬停⽂本。

3. 单击 Finish (完成) 创建作业。

⼀个空⽩作业将在 Studio 中打开。

结果

现在，组件的 Palette (调⾊板) 可在 Studio 中使⽤了。您可以利⽤Palette (调⾊板)和Repository (存
储库) 中的 Metadata (元数据) 节点开始设计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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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放和连接组件

要使⽤的 Pig 组件在作业⼯作区中编排，以编写 Pig 进程进⾏数据转换。
开始之前

• 您已启动 Talend Studio 并打开 Integration 透视图。

• 已如创建作业 (详⻅第25⻚) 中所述创建了空作业并在⼯作区中打开。
过程

1. 在作业中，输⼊要使⽤的组件的名称，然后从显⽰的列表中选择此组件。在本场景中，组件为两
个 tPigLoad 组件、⼀个 tPigMap 组件和两个 tPigStoreResult 组件。
• 两个 tPigLoad 组件分别⽤于将影⽚数据和导演数据从 HDFS 加载到当前作业的数据流中。
• tPigMap 组件⽤于转换输⼊数据。

• tPigStoreResult 组件将结果写⼊ HDFS 中的给定⽬录。

2. 双击其中⼀个 tPigLoad 组件的标签使此标签可编辑，然后输⼊ movie 更改此 tPigLoad 的标
签。
3. 执⾏相同的操作，将另⼀ tPigLoad 组件标记为 director。

4. 右键单击标记为 movie 的 tPigLoad 组件，然后从上下⽂菜单中选择 Row > Pig combine (⾏ >
Pig 合并) 并单击 tPigMap 将此 tPigLoad 连接到 tPigMap 组件。这是将影⽚数据发送到 tPigMap
的数据流主连接，它作为 tPigMap 的 Main Link（主连接）。

5. 执⾏相同的操作，使⽤ Row > Pig combine (⾏ > Pig 组合) 连接将 director tPigLoad 组件连接
到 tPigMap。这是导演数据作为查找数据发送到 tPigMap 的 Lookup (查找) 连接。
6. 使⽤ Row > Pig combine (⾏ > Pig 组合) 连接将 tPigMap 组件连接到 tPigStoreResult，然后在弹
出向导中将此连接命名为 out1，并单击 OK (确定) 以确认此更改。
7. 重复这些操作，使⽤ Row > Pig combine (⾏ > Pig 组合) 连接将 tPigMap 组件连接到另⼀个
tPigStoreResult 组件，并将其命名为 reject (拒绝)。
结果

现在，整个作业在⼯作区中如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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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Pig 的输⼊数据

两个 tPigLoad 组件配置为将数据从 HDFS 加载到作业中。
开始之前

• 源⽂件 movies.csv 和 directors.txt 已如将⽂件上传到 HDFS (详⻅第17⻚) 中所述上传到
HDFS。
• movie.csv ⽂件的元数据已在 Repository (存储库) 中 Hadoop cluster (Hadoop 集群) 节点下的
HDFS ⽂件夹中设置。
如果您尚未执⾏此操作，请参阅准备⽂件元数据 (详⻅第20⻚) 创建元数据。

过程

1. 展开 Repository (存储库) 中 Metadata (元数据) 节点下的 Hadoop cluster (Hadoop 集群)，然后展
开 my_cdh Hadoop 连接节点及其⼦节点，以显⽰您如准备⽂件元数据 (详⻅第20⻚) 中所述在
HDFS ⽂件夹下设置的 movies schema 元数据节点。
2. 将此 schema 元数据节点拖放到作业⼯作区中的 movie tPigLoad 组件上。
3. 双击 movie tPigLoad 组件打开其 Component (组件) 视图。

此 tPigLoad 已⾃动从 Repository (存储库) 重⽤ HDFS 配置和影⽚元数据，以在其 Basic settings
(基本设置) 视图中定义相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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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 Load function (加载函数) 下拉列表中，选择 PigStorage 以使⽤ PigStorage 函数 (Pig 的内置函
数)，将影⽚数据加载为结构化⽂本⽂件。有关 Pig 的 PigStorage 函数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PigStorage。

5. 从 Repository (存储库) 中名为 my_cdh 的 Hadoop 连接节点中，将 HDFS ⽂件夹下的 cdh_hdfs
HDFS 连接节点拖放到作业⼯作区中标记为 director 的 tPigLoad 组件上。
这将会把在 Repository (存储库) 中创建的 HDFS 连接配置应⽤于当前 tPigLoad 组件中的 HDFS
相关设置。

6. 双击 director tPigLoad 组件打开其 Component (组件) 视图。

此 tPigLoad 已⾃动从 Repository (存储库) 重⽤ HDFS 配置，以在其 Basic settings (基本设置) 视
图中定义相关参数。

28

为 Big Data 执⾏数据集成任务

7. 单击 Edit schema (编辑 schema) 旁边的 [...] 按钮打开 schema 编辑器。

8. 单击 [+] 按钮两次添加两⾏，并在 Column (列) 列中，将其分别重命名为 ID 和 Name (名称)。

9. 在弹出对话框单击 OK (确定) 以确认这些更改并接受此Schema向后续组件的传播。

10. 从 Load function (加载函数) 下拉列表中，选择 PigStorage 以使⽤ PigStorage 函数。

11. 在 Input file URI (输⼊⽂件 URI) 字段中，输⼊存储有关导演数据的数据⽬录。如将⽂件上传

到 HDFS (详⻅第17⻚) 中所述，这些数据已经写⼊到 /user/ychen/input_data/direc
tors.txt。

12. 单击 Field separator (字段分隔符) 字段打开 Edit parameter using repository (使⽤存储库编辑参
数) 对话框以更新字段分隔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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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要更改此字段分隔符，因为此 tPigLoad 正在重⽤您为 HDFS 元数据定义的默认分隔符 - 分
号 (;)，⽽导演数据实际使⽤逗号 (,) 作为分隔符。

13. 选择 Change to built-in property (更改为内置属性)，然后单击 OK (确定) 确认您的选择。
Field separator (字段分隔符) 字段变为可编辑。

14. 输⼊以双引号括起的逗号。
结果

tPigLoad 组件现在即会配置为将影⽚数据和导演数据加载到作业。

配置 Pig 的数据转换

tPigMap 组件配置为连接影⽚数据和导演数据。

将影⽚数据和导演数据加载到作业后，您需要配置 tPigMap 组件以将它们连接起来，从⽽产⽣您所
期望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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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1. 双击 tPigMap 打开其 Map Editor (Map 编辑器) 视图。

2. 将 movieID 列、title (标题) 列、releaseYear 列和 url 列从左侧拖放到每个输出流表上
。

在 Map Editor (Map 编辑器) 的输⼊侧 (左侧)，每个表表⽰⼀个输⼊流，上表表⽰主流，下表表⽰
查找流。
在输出侧 (右侧)，这两个表表⽰您在拖放和连接组件 (详⻅第26⻚) 中将 tPigMap 连接到
tPigStoreResult 时命名为 out1 和 reject (拒绝) 的输出流。

3. 在输⼊侧，将 directorID 列从主流表拖放到查找流表中 ID ⾏的 Expr.key 列。
这样⼀来，就定义了主流和查找流之间的连接键。

4. 将 directorID 列从主流表拖放到输出侧的 reject (拒绝) 表，并将 Name (名称) 列从查
找流表拖放到 out1 表。
前两个步骤中的配置描述了输⼊数据的列如何映射到输出数据流的列。

5.

从编辑器下半部分的 Schema editor (Schema 编辑器) 视图中，您可以看到两侧的 schema 均已⾃
动完成。
在 out1 输出流表上，单击

按钮显⽰筛选表达式的编辑字段。

6. 输⼊ row1.directorId is not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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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这可让 tPigMap 仅输出其中每个 directorID 字段不为空的影⽚记录。筛选出⼀条具有空
directorID 字段的记录。
在 reject (拒绝) 输出流表上，单击

按钮打开设置⾯板。

8. 在 Catch Output Reject (获取输出拒绝) ⾏中，选择 true，输出 reject (拒绝) 流中具有空
directorID 字段的记录。
9. 单击 Apply (应⽤)，然后单击 OK (确定) 确认这些更改并接受弹出对话框提⽰的传播。
结果

现在，转换即会配置为⽤导演名称填写影⽚数据，并将不包含任何导演数据的影⽚记录写⼊单独的
数据流。

写⼊输出

有两个 tPigStoreResult 组件配置⽤于将期望和被拒的影⽚数据写⼊ HDFS 的不同⽬录。
开始之前

• 确保执⾏ Talend 作业的客⼾端计算机可识别要使⽤的 Hadoop 集群节点的主机名。为此，请在
客⼾端计算机的 hosts ⽂件中添加该 Hadoop 集群服务的 IP 地址/主机名映射条⽬。
例如，如果 Hadoop Namenode 服务器的主机名是 talend-cdh550.weave.local，IP 地址是
192.168.x.x，则映射条⽬为 192.168.x.x talend-cdh550.weave.local。

• 要使⽤的 Hadoop 集群已正确配置，并且正在运⾏。
过程

1. 双击接收 out1 连接的 tPigStoreResult。

其 Basic settings (基本设置) 视图在 Studio 的下半部分打开。

2. 在 Result file (结果⽂件) 字段中，输⼊需要写⼊结果的⽬录。在本场景中，为 /user/ychen/
output_data/out，其接收包含影⽚导演姓名的记录。
3. 选中 Remove result directory if exists (移除结果⽬录 [如果存在]) 复选框。

4. 在 Store function (存储函数) 列表中选择 PigStorage，以⼈类可读的 UTF-8 格式写⼊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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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Field separator (字段分隔符) 字段中，输⼊以双引号括起的 ;。

6. 重复同样的操作以配置接收 reject (拒绝) 连接的 tPigStoreResult，但在 Result file (结果⽂
件) 字段中将⽬录设为 /user/ychen/output_data/reject。
7. 按 F6 运⾏作业。
结果

Run (运⾏) 视图将在 Studio 的下半部分⾃动打开，并显⽰此作业的执⾏进度。

完成后，您可以检查 (例如在 HDFS 系统的 Web 控制台中) 输出是否已被写⼊了 HDFS 中。

下⼀步是什么？?

您已经了解到 Talend Studio如何使⽤ Talend 作业帮助您管理⼤数据。您已经学习了如何通过
Talend 作业访问您的数据并将这些数据移到指定的 Hadoop 集群，筛选和转换数据并将筛选和转换
后的数据存储在 Hadoop 集群的 HDFS 系统中。在此过程中，您了解了如何将常⽤的 Hadoop 连接集
中在 Repository (存储库) 中，并轻松地在作业中重⽤这些连接。
要了解更多关于 Talend Studio 的信息，请参阅：
• (在《Talend Studio ⽤⼾指南》中）
• Talend 组件⽂档

为确保数据⼲净，可以尝试使⽤ Talend Open Studio for Data Quality 和 Talend Data Preparation
Free Desktop。
要了解有关 Talend 产品和解决⽅案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tale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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