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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介 

1.1. Lsql 简介 

录信数据库 LSQL 是一款基于分布式架构下实时的、多维的、交互式的查询、统计、分

析数据库；录信数据库是为探索性分析与即席分析而设计的数据库，使用索引+大数据技术，

可以对万亿级别的数据做到秒级数据检索及统计分析服务。 

录信数据库 LSQL 支持万亿秒查；数据规模超大，数据时效性高，可节约千倍 IO，可对

接外部数据源 Oracle、Mysql、Kafka、Hive、Hbase、File、HDFS File 等，可以与接口层 Hive SQL、

JDBC、WebService 直接进行交互；同时支持跨集群数据同步，支持多种不同硬件平台，对

于多种业务场景一套数据库一站式解决。 

 

图 1.LSQL 架构 

1.2. 关于本手册 

本手册将介绍 LSQL 的详细使用，包括：基本命令、基础操作、基础特性、高级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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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特性和使用规范。本手册假定您已经完成了 LSQL 的安装，如果您还没有完成安装，请

参考我们提供的《LSQL 安装手册》。 

 

二、Lsql 的安装手册 

 

2.1. 使用说明 

LSQL 是一款企业级快速查询数据库，具有表、行、列的概念。底层依赖于大数据生态系统

内的 HDFS、YARN、SPARK、KAFKA 等组件。上层支持 SQL 语句方式查询数据。目前

LSQL 支持大部分的 SQL 查询语句。 

本文档主要介绍 LSQL2.1 的安装部署。 

2.2. 软硬件需求 

2.2.1. 系统框架 

LSQL支持在单机上进行安装部署。 

 

图 二-1 LSQL 系统框架图（单机版） 

 

由于单机存在系统不稳定，抗风险能力弱，并且单机的硬件资源有限，一般无法支撑大规模

服务器 

 

 

 

 

 

 

 

 

系统盘:CentOS 7.7 

 

 

 

 

 

 

Hadoop（hdfs、mapred、y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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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因此，推荐使用如下分布式集群安装。 

 

 

图 二-2 LSQL 系统框架图（集群版） 

 

上图中，Hadoop 的 NameNode、SNameNode 和 LSQL Driver 建议部署在不同的机器上。 

其他 DataNode 节点上可以同时部署 kafka 和 Zookeeper 等。 

zookeeper 一般部署 3 台，kafka 建议部署 3~7 台（奇数台为佳）。 

 

因此，各服务器需要安装部署的内容如下： 

服务器 LSQL JDK Hadoop Zookeeper Kafka 备注 

LSQL Driver ⚫ ⚫ ⚫    

NameNode  ⚫ ⚫    

SNameNode  ⚫ ⚫    

DataNode1  ⚫ ⚫ ⚫ ⚫ kafka 共用 

DataNode2  ⚫ ⚫ ⚫ ⚫ kafka 共用 

DataNode3  ⚫ ⚫ ⚫ ⚫ kafka 共用 

DataNode4  ⚫ ⚫    

表 二-1 各服务器部署内容一览 

Hadoop 

NameNode 

Hadoop 

SNameNode 

LSQL Driver 

(Master) 

Kafka 

LSQL Slave 
Kafka 

LSQL Slave Kafka 3~7 台 

Hadoop 

DataNode 

Hadoop 

DataNode 

Hadoop 

DataNode 
。。。。。。 

注： 

图中方框表示单独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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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硬件需求 

硬件资源 最低要求 高性能配置 备注 

CPU 4 核 8 线程 2 颗，16 核 32 线程  

内存 32G 128G  

硬盘（系统盘） 300G*2 300G*2 建议独立磁盘，建议做

raid1 

硬盘（数据盘） SATA 硬盘 企业级 SSD 与系统盘分开，避免大小盘

混合，建议做 raid5 

网络 千兆网卡 万兆网卡  

RAID 卡 可选 可选  

表 二-2 硬件需求列表 

注意点： 

1）系统盘一定要单独一个盘，建议使用做 raid1，磁盘大小不低于 200G（保证根分区可以

分配 200G 以上的空间）。 

2）数据盘建议做 raid5，以便硬盘之间负载均衡，不在建议裸盘挂载，会存在某些盘负载过

高的情况（RAID5 建议 5~7 个磁盘一组）。 

3）千万千万不要使用逻辑卷。 

4）磁盘阵列一定要注意背板带宽是否调好，否则 IO 会是瓶颈。 

5）一定要关闭服务器的节能模式，否则整台机器的吞吐量都上不来。 

6）不要出现一台机器大盘与小盘混合挂载，否则存储会不均衡。 

2.2.3. 软件需求 

软件名称 版本 备注 

CentOS 7.7 操作系统，安装英文桌面版。 

JDK 8u181-linux-x64 LSQL 软件依赖 

OpenJDK 13 支持 ZGC 

Hadoop 2.8.5 HDFS，YARN，MapReduce 等 

Zookeeper 3.4.12 kafka 软件依赖 

Kafka 2.12-1.1.0 用于数据实时导入 

LSQL 2.0  

表 二-3 软件需求列表 

注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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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操作系统建议安装英文桌面版系统。 

2）JDK 需要使用 1.8 版本和 openJDK 13。 

2.2.4. 环境搭建 

本次测试使用 7 台机器来部署 LSQL 集群，服务规划配置情况如下： 

 

 

 

 

 

内存配置情况如下： 

 

10.10.12.14
master

10.10.12.7
node1

10.10.12.8
node2

10.10.12.9
node3

10.10.12.10
node4

10.10.12.11
node5

10.10.12.12
node6

Zookeeper √ √ √
Kafka √ √ √

ResourceManager √
NodeManager √ √ √ √ √ √ √

Namenode √
SecondaryNamenode √

DataNode √ √ √ √ √ √ √
√ √ √ √ √ √ √

√

HDFS

Executor
Driver

         节点
服务

LSQL

QurorumPeerMain
Kafka Server

YARN

Hadoop

节点 

内存分配（G） 

10.10.12.14 

master 

10.10.12.7 

node1 

10.10.12.8 

node2 

10.10.12.9 

node3 

10.10.12.10 

node4 

10.10.12.11 

node5 

10.10.12.12 

node6 

Zookeeper QurorumPeerMain        

Kafka Kafka Server     3G 3G 3G 

Hadoop 

YARN 
ResourceManager 5*32 5*32 5*32 6*32 6*32 6*32 6*32 

NodeManager        

HDFS 

Namenode 16G       

SecondaryNamenode  16G      

DataNode 3G 3G 3G 3G 3G 3G 3G 

LSQL 
Executor 5 个 5 个 5 个 6 个 6 个 6 个 6 个 

Driver   28（32）G     

注：YARN 的 NodeManager 内存默认 8G 包含在 ResourceManager 中；LSQL 的 Executor 内存分配也是由 YARN 调控

的故包含在其中；LSQL 的 Driver 分配 28G 内存但实际占用 32G 内存； 

   DataNode 内存默认由 1G 调整为 3G 相对较小故忽略此部分内存占用，空白的为默认内存相对较小故忽略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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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系统安装及配置 

2.3.1. 安装过程 

安装 CentOS7.7，以使用 U 盘安装为例： 

a) 进入 Boot 管理后，设置 Boot 方式为 UEFI，选择 UEFI Boot Menu 使用 U 盘进行安

装 

b) 在 raid 配置好之后重启服务器，插入 U 盘,进入 linux 引导界面，选择 install centos 

linux 7 回车确定 

 

 

c) 第一步设置时间为亚洲上海时间，直接点击地图中国区域即可；第二步设置键盘为

美式键盘；第三步按自己习惯设置语言(本机使用默认)；第四步选择安装软件的类

型(建议安装桌面版)    

注：每一步设置完之后点击 done 即可返回！ 

内存占用； 

Yarn 分配给 RM 的内存为 lsql 的 executor 数量*32G； 

每台节点的 executor 数量= （机器总内存-机器总内存*1/4）/32  

  ※当机器总内存*1/4 < 32G 时，预留 32G 给系统以及其他进程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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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选择自定义划分系统分区 

 

e) 这里只操作系统盘，数据盘装好系统之后挂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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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弹出自定义分区框，选择标准分区，第二步设置挂载点。设置如下： 

/boot/efi       200MiB，分区类型选择 EFI System Partition 

swap       200MiB 

/           把剩余的都放这，分区类型选择 xfs 

注 1： 

如果剩余空间> 2T，需要单独指定/boot 分区，才能使用/分区使用>2T 的空间。 

注 2： 

此处虽然创建一个默认 200M 的 swap 分区，为了最大限度使用物理内存，后续将通过

系统配置，禁用 swap。 

注 3： 

由于是采用 UEFI 加载镜像的方式，所以需要在/boot/efi 处，分配一个空间，用来存放

系统引导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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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配置主机名为 lxMiniOne ，此处不做网卡配置 

 

 



  

 

 - 10 - 

 

h) 点击确定开始安装 

 

i) 安装过程中建议把 root 密码和普通用户创建好。系统安装好后创建用户，对密码

强度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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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安装完成后，重启。 

 

 

2.3.2. 环境配置 

1) 修改大页数量 

如果需要分配 512g 内存空间,需要 384g/2m=196608个大页 

echo 200000> /sys/kernel/mm/hugepages/hugepages-2048kB/nr_hugepages 

sysctl -w vm.nr_hugepages=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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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m /etc/sysctl.conf 

添加一行 vm.nr_hugepages=200000 

sysctl -p 

mkdir -p /hugepages 

mount -t hugetlbfs -o uid=123 nodev /hugepages  

配置写进文件 vim /etc/fstab 加入一行 

nodev /hugepages hugetlbfs rw,seclabel,relatime,uid=123 0 0 

 

echo 2048000 > /proc/sys/vm/max_map_count 

sysctl -w vm.max_map_count=2048000 

vim /etc/sysctl.conf 

添加一行 vm.max_map_count=2048000 

sysctl -p 

 

2) 关闭透明大页（THP） 

CentOS 7 的透明大页，可能导致系统重启，建议关闭。 

查看状态： 

[root@lxMiniOne ~]# cat /sys/kernel/mm/transparent_hugepage/enabled 

[always] madvise never 

 

修改前： 

[root@ lxMiniOne ~]# cat /etc/default/grub 

GRUB_TIMEOUT=5 

GRUB_DISTRIBUTOR="$(sed 's, release .*$,,g' /etc/system-release)" 

GRUB_DEFAULT=saved 

GRUB_DISABLE_SUBMENU=true 

GRUB_TERMINAL_OUTPUT="console" 

GRUB_CMDLINE_LINUX="crashkernel=auto rhgb quiet" 

GRUB_DISABLE_RECOVERY="true" 

修改后： 

[root@ lxMiniOne ~]# cat /etc/default/grub 

GRUB_TIMEOUT=5 

GRUB_DISTRIBUTOR="$(sed 's, release .*$,,g' /etc/system-release)" 

GRUB_DEFAULT=saved 

GRUB_DISABLE_SUBMENU=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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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UB_TERMINAL_OUTPUT="console" 

GRUB_CMDLINE_LINUX="crashkernel=auto rhgb quiet transparent_hugepage=never" 

GRUB_DISABLE_RECOVERY="true" 

 

使用 leagcy（MBR）引导方式的话，需要执行以下命令： 

[root@ lxMiniOne ~]# grub2-mkconfig -o /boot/grub2/grub.cfg 

Generating grub configuration file ... 

Found linux image: /boot/vmlinuz-3.10.0-693.el7.x86_64 

Found initrd image: /boot/initramfs-3.10.0-693.el7.x86_64.img 

Found linux image: /boot/vmlinuz-0-rescue-bc03ac209e28475faf2187a9e100422c 

Found initrd image: /boot/initramfs-0-rescue-bc03ac209e28475faf2187a9e100422c.img 

Done 

 

使用 UEFI 引导方式的话，需要运行以下命令： 

[root@lxMiniOne ~]# grub2-mkconfig -o /boot/efi/EFI/centos/grub.cfg 

Generating grub configuration file ... 

Found linux image: /boot/vmlinuz-3.10.0-1062.el7.x86_64 

Found initrd image: /boot/initramfs-3.10.0-1062.el7.x86_64.img 

Found linux image: /boot/vmlinuz-0-rescue-f14211746e964f2cb22dca661704d68b 

Found initrd image: /boot/initramfs-0-rescue-f14211746e964f2cb22dca661704d68b.img 

done 

重启后确认生效： 

[root@ lxMiniOne ~]# reboot 

[root@lone ~]# cat /sys/kernel/mm/transparent_hugepage/enabled 

always madvise [never] 

 

3) ulimit 设置，解除系统用户对 shell 资源的访问限制 

echo  "*  soft    nofile  1000000" >> /etc/security/limits.conf  

echo  "*  hard    nofile  1000000" >> /etc/security/limits.conf  

echo  "*  soft    nproc  1000000" >> /etc/security/limits.conf  

echo  "*  hard    nproc  1000000" >> /etc/security/limits.conf  

cat /etc/security/limits.conf  

sed -i 's/1024/unlimited/' /etc/security/limits.d/20-nproc.conf 

cat /etc/security/limits.d/20-nproc.conf 

ulimit -SHn 1000000 

4) somaxconn 网络配置调优，避免并发超过 128 时需要进行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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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生效： 

sysctl -w net.core.somaxconn=32768 

永久生效： 

vim /etc/sysctl.conf 

net.core.somaxconn=32768 

sysctl -p 

5) 禁用 swap，最大限度使用物理内存 

echo  "vm.swappiness=1"  >>  /etc/sysctl.conf 

sysctl -p 

sysctl -a|grep swappiness 

 

swapoff -a   # 关闭 swap，否则长时间运行，系统盘 IO 会增加 

注意：重启后无效，可以在/etc/rc.local 中增加该命令 

# vi /etc/rc.local 

swapoff -a  

6) 关闭防火墙 

systemctl status firewalld 

systemctl stop firewalld 

systemctl start firewalld 

#停止 firewall #禁止 firewall 开机启动 

systemctl stop firewalld.service           

systemctl disable firewalld.service         

 

7) 配置机器名以及 hosts 解析 

 

a) vi /etc/hosts 

192.168.0.182 minione 

 

 

8) 配置 setenforce 与 Umask，关闭 SELinux 以及权限修改 

a) 关闭 seLinux  

vim /etc/selinux/config 

SELINUX=permissive 

 

setenforc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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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关闭 packageKit 后台运行 

sed -i 's/enabled=1/enabled=0/' /etc/yum/pluginconf.d/langpacks.conf 

cat /etc/yum/pluginconf.d/langpacks.conf  

 

c) 设置 Umask 

umask 0022 

echo umask 0022 >> /etc/profile 

9) 配置 UTF-8 语言环境 

a) 修改/etc/locale.conf 文件 

vi /etc/locale.conf 

LANG="en_US.UTF-8" 

SUPPORTED="zh_CN.GB18030:zh_CN:zh:en_US.UTF-8:en_US:en" 

SYSFONT="latarcyrheb-sun16" 

 

10) 免密登录设置 

a) 主节点：ssh-keygen -t rsa 产生密钥 一直回车 

b) 将密钥拷贝到 lxMaster，实现免密登陆：ssh-copy-id –i minione，第一次需要输入密码，

后面可以不需要输入密码登录 

 

11) du 命令替换，Hadoop 频繁使用此命令，会造成磁盘压力大 

mv /usr/bin/du /usr/bin/duraw 

 

cat<<EOF>/usr/bin/du 

!/usr/bin/env bash 

mydf=\$(df -Pk \$2 |grep -vE '^Filesystem|tmpfs|cdrom'|awk '{ print \$3 } ' ) 

echo -e "\$mydf\t\$2" 

EOF 

chmod a+x /usr/bin/du 

注：hadoop 数据保存在独立分区时，可以使用 df 替代 du。 

2.4. JDK 安装及配置 

选择 java1.8 版本，有较好的 gc 性能; 

1) 在/opt/software 下解压 jdk1.8 并将目录名改为 j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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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辑/etc/profile 文件 

3) 在文件尾追加：  

export JAVA_HOME=/opt/software/jdk 

export PATH=$JAVA_HOME/bin:$PATH 

4) 测试是否配置成功： 

# java -version 

 

再解压 openjdk-13.0.1_linux-x64_bin.tar.gz 

tar -zxvf openjdk-13.0.1_linux-x64_bin.tar.gz 

2.5. Hadoop 安装及配置 

2.5.1. 安装 

1) 使用 rz 命令或第三方工具将 hadoop 的.tar.gz 包上传到/opt/software 路径下 

2) 解压：tar -zxvf hadoop-2.8.5.tar.gz 

3) 重命名：mv hadoop-2.8.5  hadoop 

2.5.2. 配置 

修改 Hadoop 的主要配置文件，文件路径：/opt/software/hadoop/etc/hadoop 

1. slaves 

minione 

2. hadoop-env.sh 

在 export JAVA_HOME=${JAVA_HOME}前添加 

export JAVA_HOME=/opt/software/jdk13 

# NN 分配 32G 内存，SN 分配 32G 内存，DN 分配 6G 内存，原默认都是 1G 内存 

# 添加以下参数（原参数保留）： 

export HADOOP_NAMENODE_OPTS="-Xmx32000m $HADOOP_NAMENODE_OPTS" 

export HADOOP_SECONDARYNAMENODE_OPTS="-Xmx32000m $HADOOP_SECONDARYNAMENODE_OPTS" 

export HADOOP_HEAPSIZE=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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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yarn-env.sh 

修改 RESOURCEMANAGER 内存 

添加如下参数 

export YARN_RESOURCEMANAGER_HEAPSIZE=3000 

 

4. core-site.xml 

<configuration> 

    <property> 

    <!-- 默认文件系统的名称，一个 URI，用于确定文件系统的主机、端口 --> 

        <name>fs.defaultFS</name> 

        <value>hdfs://minione:9000</value> 

    </property> 

    <property> 

    <!-- HDFS 文件临时目录，/data1 目录即为之前划分的数据盘 --> 

        <name>hadoop.tmp.dir</name> 

        <value>/data3/hdfsdata</value> 

    </property> 

    <property> 

    <!-- 分钟数，在此时间之后，检查点将被删除 --> 

        <name>fs.trash.interval</name> 

        <value>1440</value> 

    </property>  

    <property> 

    <!-- 接受客户端连接的服务器的侦听队列的长度，需要对 somaxconn 配置进行调整，参

考 2.2.2 环境配置部分 --> 

        <name>ipc.server.listen.queue.size</name> 

        <value>32768</value> 

</property> 

<property> 

<!--断开与服务器连接的时间为 6 秒  --> 

  <name>ipc.client.connection.maxidletime</name> 

  <value>60000</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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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 

 <property> 

<!-开启服务器端 TCP 连接算法 --> 

     <name>ipc.server.tcpnodelay</name> 

     <value>true</value> 

 </property> 

 <property> 

     <!--Reader 的个数 --> 

     <name>ipc.server.read.threadpool.size</name> 

     <value>10</value> 

 </property> 

</configuration> 

5. hdfs-site.xml 

<configuration> 

    <property> 

    <!-- hdfs 文件副本数 --> 

        <name>dfs.replication</name> 

        <value>2</value> 

</property> 

 <property> 

    <!-- 禁用 hdfs filesystem cache --> 

        <name>fs.hdfs.impl.disable.cache</name> 

        <value>true</value> 

    </property> 

    <property> 

    <!-- 禁用 hdfs filesystem cache --> 

        <name>fs.file.impl.disable.cache</name> 

        <value>true</value> 

    </property> 

    <property> 

    <!-- 关闭 HDFS 权限检查 --> 

        <name>dfs.permissions.enabled</name> 

        <value>false</value>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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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perty> 

    <!-- 确定 DFS 数据节点在本地文件系统上的哪个位置存储其块，/data1 和/data2 即为之前

划分的数据盘 --> 

        <name>dfs.datanode.data.dir</name> 

        <value>/data3/hdfsdata/data, /data4/hdfsdata /data</value> 

    </property>  

    <property> 

    <!-- 确定 DFS 节点在本地文件系统上存储文件的位置，多目录列表实现冗余效果 --> 

        <name>dfs.namenode.name.dir</name> 

        <value>/data3/hdfsdata /namenode</value> 

    </property> 

    <property> 

    <!-- Secondary NameNode web 管理端口 --> 

        <name>dfs.secondary.http.address</name> 

        <value>minione:50090</value> 

    </property> 

    <property> 

    <!-- DataNode 最大传输线程数 --> 

        <name>dfs.datanode.maxtransfer.threads</name> 

        <value>10240</value> 

</property> 

<property> 

<!-- hadoop 磁盘存储策略调整由轮询改为磁盘适配--> 

<name>dfs.datanode.fsdataset.volume.choosing.policy</name> 

<value>org.apache.hadoop.hdfs.server.datanode.fsdataset.AvailableSpaceVolumeChoosingP

olicy</value> 

</property> 

  <property> 

    <!--块写入出错时的重试次数--> 

    <name>dfs.client.block.write.retries</name> 

    <value>15</value> 

  </property> 

<property> 

    <!--hdfs 客户端超时时间毫秒，解决 IO 超时问题--> 

        <name>dfs.client.socket-timeou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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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ue>600000</value> 

    </property> 

<property> 

    <!--hdfs 存储段写入超时时间毫秒，解决 IO 超时问题 --> 

        <name>dfs.datanode.socket.write.timeout</name> 

        <value>600000</value> 

    </property> 

<property> 

<!--调度数据移动方案的线程池大小 --> 

        <name>dfs.balancer.dispatcherThreads</name> 

        <value>4096</value> 

    </property> 

<property> 

<!--移动数据移动方案的线程池大小 --> 

        <name>dfs.mover.moverThreads</name> 

        <value>4096</value> 

    </property> 

<property> 

<!--socket 的读超时时间 --> 

        <name>dfs.datanode.socket.reuse.keepalive</name> 

        <value>600000</value> 

    </property> 

<property> 

       <!--数据节点断电，文件完全同步到磁盘 --> 

        <name>dfs.datanode.synconclose</name> 

        <value>true</value> 

    </property> 

<property> 

    <!--此配置指定 datanode 将尝试读取的当前读取位置前面的字节数 --> 

        <name>dfs.datanode.readahead.bytes</name> 

        <value>131072</value> 

    </property> 

<property> 

    <!--用于短路读取的 socket 缓存容量 --> 

        <name>dfs.client.socketcache.capacity</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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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ue>128</value> 

    </property> 

<property> 

    <!--用于短路读取的 socket 缓存过期时间，单位为毫秒 --> 

        <name>dfs.client.socketcache.expiryMsec</name> 

        <value>600000</value> 

    </property> 

<property> 

    <!--额外的 edit 日志段的最大数量 --> 

        <name>dfs.namenode.max.extra.edits.segments.retained</name> 

        <value>2016</value> 

    </property> 

<property> 

    <!--写入 danode 的客户端 socket 超时时间，单位为毫秒 --> 

        <name>dfs.datanode.socket.write.timeout</name> 

        <value>600000</value> 

    </property> 

<property> 

    <!--做 balance 时每个 dn 移动块的最大并行线程数 --> 

        <name>dfs.datanode.balance.max.concurrent.moves</name> 

        <value>600</value> 

    </property> 

<property> 

    <!--支持 DFS 客户端的 hedged 读取,正数为开启--> 

        <name>dfs.client.hedged.read.threadpool.size</name> 

        <value>300</value> 

    </property> 

<property> 

    <!--配置 DFS 客户端的 hedged 读取。属性值为启动 hedged 读取前的等待时间--> 

        <name>dfs.client.hedged.read.threshold.millis</name> 

        <value>100</value> 

    </property> 

<property> 

    <!--datanode 进行传输数据的最大线程数--> 

        <name>dfs.datanode.max.transfer.threads</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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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ue>10240</value> 

    </property> 

<property> 

    <!--RPC 服务器的监听 client 线程数，如果 dfs.namenode.servicerpc-address 属性没有

配置，则线程会监听所有节点的请求--> 

        <name>dfs.namenode.handler.count</name> 

        <value>1024</value> 

    </property> 

<property> 

    <!--datanode 的服务器线程数--> 

        <name>dfs.datanode.handler.count</name> 

        <value>512</value> 

    </property> 

<property> 

    <!----> 

        <name>dfs.datanode.handler.count</name> 

        <value>512</value> 

    <description>Thenumberofserverthreadsforthedatanode.</description> 

    </property> 

  

 <property> 

        <!--只有当 dfs.namenode.servicerpc-address 属性配置后，该属性才有效。用于配置

datanode 和其它非 client 节点的监听线程数--> 

        <name>dfs.namenode.service.handler.count</name> 

        <value>40</value> 

    </property> 

</configuration> 

 

6. mapred-site.xml 

1) 复制：cp mapred-site.xml.template mapred-site.xml 

2) 添加如下 property 属性配置 

<configuration>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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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用 yarn 运行 mapreduce，非本地运行 --> 

        <name>mapreduce.framework.name</name> 

        <value>yarn</value> 

    </property> 

</configuration> 

7. yarn-site.xml 

<configuration> 

    <property> 

    <!-- RM 的主机名 --> 

        <name>yarn.resourcemanager.hostname</name> 

        <value>minione</value> 

    </property> 

    <property> 

    <!-- Application 执行结束后延迟 604800s 即 7 天，删除本地文件及日志 --> 

        <name>yarn.nodemanager.delete.debug-dely-sec</name> 

        <value>604800</value> 

    </property> 

    <property> 

<!-- 可分配给容器的物理内存总量 --> 

<!--所以分配的内存为 Executor 数量*64G：4*64*1024 --> 

        <name>yarn.nodemanager.resource.memory-mb</name> 

        <value>286720</value> 

    </property> 

    <property> 

    <!-- 分配给 AM 单个容器可申请的最小内存，推荐默认分配内存 --> 

        <name>yarn.scheduler.minimum-allocation-mb</name> 

        <value>128</value> 

    </property> 

    <property> 

    <!-- 分配给 AM 单个容器可申请的最大内存 --> 

        <name>yarn.scheduler.maximum-allocation-mb</name> 

        <value>65536</value>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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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perty> 

    <!-- 该节点上 YARN 可使用的虚拟 CPU 个数，默认是 8，推荐将该值设值为与逻辑 CPU

核数数目相同 --> 

        <name>yarn.nodemanager.resource.cpu-vcores</name> 

        <value>40</value> 

    </property> 

    <property> 

    <!-- 单个任务可申请的最大虚拟 CPU 个数，默认是 32 --> 

        <name>yarn.scheduler.maximum-allocation-vcores</name> 

        <value>32</value> 

    </property> 

    <property> 

    <!-- 是否将对容器实施物理内存限制 --> 

        <name>yarn.nodemanager.pmem-check-enabled</name> 

        <value>false</value> 

    </property> 

    <property> 

    <!-- 是否将对容器实施虚拟内存限制 --> 

        <name>yarn.nodemanager.vmem-check-enabled</name> 

        <value>false</value> 

    </property> 

    <property> 

        <!-- 用于存储本地化文件的目录列表 --> 

        <name>yarn.nodemanager.local-dirs</name> 

        <value>/data3/yarn/yarnlogs,/data4/yarn/yarnlogs</value> 

    </property> 

        <property> 

        <!-- 全局的 applicationmaster 重试次数的限制 --> 

        <name>yarn.resourcemanager.am.max-attempts</name> 

        <value>1000</value> 

</property> 

<property> 

    <!-- 资源调度模型 --> 

    <name>yarn.nodemanager.aux-services</name> 

    <value>mapreduce_shuffle</value> 



  

 

 - 25 - 

</property> 

<property> 

     <!-- 资源调度模型  --> 

    <name>yarn.nodemanager.aux-services.mapreduce.shuffle.class</name> 

    <value>org.apache.hadoop.mapred.ShuffleHandler</value> 

</property> 

</configuration> 

 

 

3) 运行 hdfs 和 yarn 

执行一次格式化命令： 

./bin/hdfs namenode –format 

sh start-dfs.sh 

sh start-yarn.sh 

 

 

2.6. Zookeeper 安装及配置 

注：请将 zookeeper 的日志目录、数据目录装在机器的系统盘上，以确保 zk 服务的稳定。 

1) 把 zookeeper 的压缩包上传到 10.10.12.10 节点的 /opt/software 目录下，解压缩：tar –

zxvf ... 

2) mv zookeeper-3.xxx zookeeper 

3) 进入 zookeeper 目录，创建/data 文件夹，并在/data 目录下创建 myid 文件 

4) 编辑 myid 文件 

5) 将 conf/zoo_sample.cfg 改名为 conf/zoo.cfg，并编辑 

将 dataDir 目录改为： 

dataDir=/opt/software/zookeeper/data 

将以下两个注释打开，管理客户端与 Zk 交互过程中产生的数据日志等： 

autopurge.snapRetainCount=30     # 保留多少个 snapshot，之前的则删除 

autopurge.purgeInterval=24        # 多少小时清理一次 

添加以下项，构成 Zk 集群，Zk 的集群节点数需要部署为奇数个： 

server.01=192.168.0.182:2888:3888 

6) 修改日志路径和内存 

1、修改 zookeeper 安装路径的 conf/log4j.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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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keeper.root.logger=INFO,ROLLINGFILE 

2、修改 bin 下的 zkEnv.sh 

 

3、修改 zookeeper 内存，修改 zkServer.sh 文件 

 

7) 启动 zookeeper：bin/zkServer.sh start 

8) 查看状态：bin/zkServer.sh status 

 

 

 

2.7. Kafka 安装及配置 

1) 上传 kafka 安装包到安装目录/opt/software 下，并解压，修改文件夹名为 kafka 

2) 修改 kafka 的启动脚本：bin/kafka-server-start.sh 

# 找到 export KAFKA_HEAP_OPTS=”-Xmx1G –Xms1G”，修改为 

[root@node4 bin]# ./zkServer.sh status 

ZooKeeper JMX enabled by default 

Using config: /opt/software/zookeeper/bin/../conf/zoo.cfg 

Mode: stand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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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rt KAFKA_HEAP_OPTS=”-Xmx10G –Xms10G” 

 

3) 修改 config/server.properties 

# 该值必须是一个唯一的 int 类型，每台机器上的 broker.id 的值都不能相同 

broker.id=0 

# kafka的数据盘尽量不要与 zookeeper和hdfs的数据盘放到一起，这里测试将其放在data2

数据盘下   

log.dirs=/data3/kafka-logs,/data4/kafka-logs,/data5/kafka-logs,/data6/kafka-logs（此处可写多

个数据盘路径，用逗号隔开） 

 

# 是否允许删除 topic，可选项 

# delete.topic.enable=true 

 

log.roll.hours=3 

# kafka 的生命周期根据项目配置，一般配置成 3 天 

log.retention.hours=3 

# 默认分区数，将该值配置的大一些，否则后期更改会很麻烦。一般配置成{机器数

量}*{cpu vcores 数}*2，推荐设置为 LSQL 的 Executor 总数*2 

num.partions=8 

# broker 进行 IO 处理的线程数，调整成 cpu 线程数的两倍  

num.io.threads=80 

# broker 进行网络处理的线程数，调整成 CPU 线程数+1   

num.network.threads=41   

# 存储消息的副本数，根据项目情况评估是否配置冗余 

default.replication.factor=1 

# 最大待处理请求数，默认 500 太少，IO 繁忙时会拒绝请求 

queued.max.requests=10000      

 

log.flush.interval.ms=1000 

# 添加磁盘刷新策略 

log.flush.interval.messages=10000  

# 改成自己 zk 集群的 ip 和端口 

zookeeper.connect=minione:2181 

4) 需要在 Zk 启动的基础上启动 Kafka： 

# cd /opt/software/kaf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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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 ./bin/kafka-server-start.sh -daemon config/server.properties 

查看 Kafka 是否启动成功可通过 jps 或 Kafka 消费、生产数据等命令进行验证 

# 创建 topic 

./bin/kafka-topics.sh --create --zookeeper minione:2181  --replication-factor 1   --partitions 8  

--topic test 

# 查看 topic 

./bin/kafka-topics.sh --list --zookeeper minione:2181 

# 启动控制台生产者 

./bin/kafka-console-producer.sh  --broker-list minione:9092 --topic test 

# 启动控制台消费者 

/bin/kafka-console-consumer.sh --bootstrap-server minione:9092 --topic test --from-beginning 

 

2.8. LSQL 安装及配置 

1) 使用 rz 命令或第三方工具将 lsql 的.tar.gz 包上传到/opt/software 路径下 

2) 解压：tar -zxvf lsql-2_0_0_0.tar.gz 

3) 修改/opt/software/lsql/config/site/lsql-env.sh 

#!/usr/bin/env bash 

 

 

export CL_HADOOP_CONF_DIR=/opt/software/hadoop/etc/hadoop 

export CL_HADOOP_HOME=/opt/software/hadoop 

export CL_JAVA_HOME=/opt/software/jdk8 

 

export CL_HADOOP_CLASS_PATH=`${CL_HADOOP_HOME}/bin/hadoop classpath` 

 

export CL_HDFS_PATH=/data 

 

export CL_DRIVER_MEMORY=28000m 

export CL_EXECUTOR_COUNT=4 

export CL_EXECUTOR_MEMORY=56000m 

export CL_EXECUTOR_CORES=7 

export CL_EXECUTOR_PARTITION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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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修改 /opt/software/lsql/config/site/lsql-site.properties 文件，配置 lsql 的 Kafka 相关参数 

# kafka 配置例子 

# cl.stream.reader.list=kafka1,dispatch 

# kafka1 为入数据的参考配置，dispatch 为不同表不同分片的参考配置，sqlmonitor 为监控参

考配置 

cl.stream.reader.list=kafka1,dispatch 

 

cl.stream.consumer.class.kafka1=cn.lucene.plugins.service.stream.api.impl.CLKafkaConsumer 

cl.stream.parser.class.kafka1=cn.lucene.plugins.service.stream.api.impl.CLJsonParser 

kafka.topic.kafka1=kafka_test 

bootstrap.servers.kafka1=10.10.12.28:9092,10.10.12.29:9092,10.10.12.30:9092 

kafka.group.kafka1=kafka_tets1 

kafka.conf.params.kafka1=message.max.bytes:20000000;fetch.max.bytes:20485760;max.partitio

n.fetch.bytes:20485760;fetch.message.max.bytes:20000000;replica.fetch.max.bytes:21000000 

 

#kafka.topic.dispatch=dispatch_topic 

#bootstrap.servers.dispatch=10.10.12.28:9092,10.10.12.29:9092,10.10.12.30:9092 

#kafka.group.dispatch=dispatch_group 

#kafka.conf.params.dispatch=message.max.bytes:20000000;fetch.max.bytes:20485760;max.parti

tion.fetch.bytes:20485760;fetch.message.max.bytes:20000000;replica.fetch.max.bytes:21000000 

##dispatch 目前 kafka 与 json 的设置不可以变,且 kafka 的 partition 的数量>=lsql 的进程数*每

个进程的分片数(非常重要) 

#cl.stream.consumer.class.dispatch=cn.lucene.plugins.service.stream.api.impl.CLKafkaConsumer 

#cl.stream.parser.class.dispatch=cn.lucene.plugins.service.stream.api.impl.CLJsonParser 

 

###用于 sql 监控 sqlmonitor 不需要配置在 cl.stream.reader.list 里### 

kafka.topic.sqlmonitor=sqlmonitor_topic 

bootstrap.servers.sqlmonitor=10.10.12.28:9092,10.10.12.29:9092,10.10.12.30:9092 

kafka.group.sqlmonitor=sqlmonitor_group 

export CL_HDFS_USER=root 

 

export CL_SERVER_ROLE=primary 

 

export CL_ZGC_SUPPORT=true 

 



  

 

 - 30 - 

kafka.conf.params.sqlmonitor=message.max.bytes:20000000;fetch.max.bytes:20485760;max.par

tition.fetch.bytes:20485760;fetch.message.max.bytes:20000000;replica.fetch.max.bytes:2100000

0 

cl.stream.consumer.class.sqlmonitor=cn.lucene.plugins.service.stream.api.impl.CLKafkaConsume

r 

cl.stream.parser.class.sqlmonitor=cn.lucene.plugins.service.stream.api.impl.CLJsonParser 

 

5) 配置 lsql 基于 hadoop 的快照，在 lsql 节点上添加定时任务 

# crontab -e  

# 每天快照一次，保存最近 3 天的快照，执行该脚本需要在~/.bashrc 中配置好 hadoop 和 jdk 

10 1 * * * sh /opt/software/lsql/sbin/snapshot.sh /data 3 >/dev/null 2>&1 

6) 日志清理配置，每台机器上都要配置，防止系统盘爆满 

 

日志文件软链 

Hadoop 

mkdir -p /logs/hadoop 

rm -rf /opt/software/hadoop/logs 

ln -s /logs/hadoop /opt/software/hadoop/logs 

.... 

mkdir -p /logs/hadoop4 

rm -rf /opt/software/hadoop4/logs 

ln -s /logs/hadoop4 /opt/software/hadoop4/logs 

 

Kafka 

mkdir -p /logs/kafka 

rm -rf /opt/software/kafka/logs 

ln -s /logs/kafka /opt/software/kafka/logs 

Lsql 

mkdir -p /logs/lsql 

rm -rf /opt/software/lsql/logs 

ln -s /logs/lsql /opt/software/lsql/logs 

 

 

在/root 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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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m auto-del-7-days-ago-log.sh 

 

#!/bin/bash 

find /opt/software/hadoop/logs/ -mtime +7 -name "*.log" -exec rm -rf {} \; 

find /opt/software/hadoop/logs/ -mtime +7 -name "*.log.*" -exec rm -rf {} \; 

find /opt/software/hadoop/logs/ -mtime +7 -name "*.out" -exec rm -rf {} \; 

find /opt/software/hadoop/logs/ -mtime +7 -name "*.out.*" -exec rm -rf {} \; 

find /opt/software/kafka/logs/ -mtime +7 -name "*.log" -exec rm -rf {} \; 

find /opt/software/kafka/logs/ -mtime +7 -name "*.log.*" -exec rm -rf {} \; 

 

加入定时任务 

# crontab -e 

10 0 * * * sh /root/auto-del-7-days-ago-log.sh >/dev/null 2>&1 

7) 运行进入到/opt/software/lsql/sbin，执行./start.sh 则开始启动 

2.9. 安装后验证 

2.9.1. 环境检测 

1. 诊断工具 

1) 参数配置 

修改 lsql/config/site/check_env.sh 内的以下参数： 

export DhadoopHome=/opt/software/hadoop 

export DJAVA_HOME=/opt/software/jdk 

export DzookeeperHome=/opt/software/zookeeper 

export DmachineList=/tmp/HadoopList.txt 

export DlsqlkafkaHome=/opt/software/lsql/lib 

export Dslavedir=/opt/software/hadoop/etc/hadoop 

export Dlogdir=/opt/software/hadoop/logs 

export kafkaHome=/opt/software/kafka 

export lsql_Home=/opt/software/lsql 

2) 启动 

check.sh 位于 lsql 安装目录的 tools 目录下 

 

整体巡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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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 check.sh 会诊断所有项目 

 

单项巡检 

sh check.sh xxx 

xxx 包括： 

os              系统配置情况 

hadoop          hadoop 配置情况 

kafka            kafka 配置情况 

oom             内存爆掉情况 

zookeeper        zookeeper 情况 

containerlogdir    container 日志路径 

kafkahost         kafka 域名解析 

interspeed        网络带宽 

 

3)诊断完后查看日志文件存在于/tmp/check_result 文件夹内 

 

2. 硬盘检测 

1）进入 lsql 安装目录下的 tools 目录下找到 diskcheck.sh 

2）crontab 定时自动检测获取检测当前节点磁盘 

crontab -e 

*/5 * * * * sh /home/diskcheck.sh filename hadoophome javahome checkdirs  > /home/ 

diskcheck.log 2>&1 

保存 

 

示例： 

*/5 * * * *sh /opt/software/lsql/tools/diskcheck.sh sql_site 

/opt/software/hadoop   /opt/software/jdk /data,/data2 > 

/home/diskcheck.log 2>&1  

3)脚本参数详解 

注意：启动脚本的时候 输入的是四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需要输入一个文件名字（测试时需要创建的文件，本来不存在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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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目录是 hadoop 所在目录， 

第三个是 JAVA_HOME 目录（防止 crontab 找不到 jps 命令）， 

第四个是需要检测的目录（如/home/java,/data/hadoop）,多个目录以逗号分隔。 

说明：脚本在进行检测的时候 请注意输入的 hadoop 目录一定要准确，  

示例： 

sh diskcheck.sh 【文件名】【/hadoop 目录】【JDK 目录】【检测目录】 

 

结果说明：如果检测到磁盘有问题，默认输入的 hadoop 安装目录会被移动为 xxx_diskcheck,

来防止 DataNode 被 kill 掉之后 collie 再次把 DataNode 进程拉起。 

 

4）其他节点检测需要先将 diskcheck.sh 脚本 scp 过去，之后修改参数加入定时任务 

2.9.2. 自启动 

vim /etc/init.d/startall.service 

#!/bin/bash  

# chkconfig: 2345 80 90  

# description: all service 

# It is used to serve HTML files and CGI.  

# processname: all 

# Source function library. 

rm -f /tmp/*.pid 

rm -f /tmp1/*.pid 

rm -f /tmp2/*.pid 

rm -f /tmp3/*.pid 

rm -f /opt/software/zookeeper/data/zookeeper_server.pid 

 

sh /opt/software/hadoop/sbin/start-dfs.sh > /dev/null 2>&1 

sh /opt/software/hadoop/sbin/start-yarn.sh > /dev/null 2>&1 

sh /opt/software/zookeeper/bin/zkServer.sh start > /dev/null 2>&1 

sleep 10 

nohup sh /opt/software/kafka/bin/kafka-server-start.sh  

/opt/software/kafka/config/server.properties & > /dev/null 2>&1 

sh /opt/software/lsql/sbin/start.sh > /dev/null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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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 实例验证 

1. 离线 load 导入 

1）命令行操作： 

① 准备如下：test_001.log 文件 

 

② 上传到 hdfs ： 

hadoop fs -put ./test_001.log /data/test/ 

③ 建表进入 lsql 的 bin 目录下，执行 sh beeline.sh，进入后执行建表语句： 

create table perosn(id y_string_id,name y_string_id,y_int_id); 

④ load 导入 

进入到 lsql 的 bin 目录下，执行 load.sh 命令，将数据追加到 data_operate 的分区里。 

HDFS 导入命令： 

本地导入命令：（需要增加-local 参数） 

参数说明： 

-t     表名 

  -p     分区名   

-tp    文件类型目前支持 txt 和 json   

-f     文件在 hdfs 上的存储路径 

-sp    txt 格式的文件分隔符，支持正则，不可见字符，可以通过 urlencode 编码  

      -fl     txt 格式的文件对应的 lsql 列的名字 

      -ov    (可选)导入前是否清空当前分区的数据  

      -cond  (可选)在追加数据前，先根据条件删除旧的数据  

      -local  本地导入时使用 

1,李世民,55 

2,李元霸,20 

....... 

./load.sh -t person -p data_operate -tp txt -f /data/test/test_001.log -sp , -fl id,name,age 

./load.sh -t common_example001 -local -p data_operate -tp txt -f /root/test.txt -sp , -fl 

id,name,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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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脚本执行测试 

离线 load 测试脚本 

#!/bin/bash 

lsqlhome=/opt/software/lsql 

touch /root/test.json 

echo '{"tablename":"test","partition":"20191122","data":{"id":"4","name":" 李 元 霸

","age":14}}'  > /root/test.json 

sh $lsqlhome/bin/sql.sh 'create table test(id string,name string,age int)' 

sh $lsqlhome/bin/load.sh -t test -local -f /root/test.json -p 20191121 -tp json -fl id,name,age 

 

sh $lsqlhome/bin/sql.sh 'select * from test where partition like '20191121'   limit 20' 

if [ $? -eq 0 ]; then 

     echo "load succeed" 

         rm -rf /root/test.json 

         sh $lsqlhome/bin/sql.sh 'drop table test' 

else 

     echo "load failed" 

fi 

 

2. kafka 实时导入数据 

1）java 程序部分代码简单示例 

  Properties ps = new Properties(); 

  ps.put("bootstrap.servers", "10.10.12.28:9092,10.10.12.29:9092,10.10.12.30:9092"); 

  ps.put("key.serializer", "org.apache.kafka.common.serialization.StringSerializer"); 

  ps.put("value.serializer", "org.apache.kafka.common.serialization.StringSerializer"); 

   

  String topic = "lsql_test"; 

  KafkaProducer< String, String> producer = new KafkaProducer<>(ps); 

        for(long i =0l;i<50000000l;i++){ 

   String id = "1"; 

   String name = "name"; 

   int age = 19; 

   StringBuilder sb = new StringBui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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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partition = "20191121"; 

   sb.append("{\"tablename\":\"person_new\",\"partition\":\""+partition+"\","); 

   sb.append("\"id\":\""+id+"\",");   

   sb.append("\"name\":\""name+"\",");    

   sb.append("\"age\":"+age+"\"}"); 

   ProducerRecord<String , String> re = new ProducerRecord<String, String>(topic, 

sb.toString()); 

   producer.send(re); 

  } 

 

2）kafka 实时导入测试脚本 

#!/bin/bash 

### Kafka 实时导入部分 

#LSQL Kafka Configuration 

#set -x 

export KAFKA_HOME=/opt/software/kafka 

export PATH=$KAFKA_HOME/bin:$PATH 

k_ip=10.10.12.28 

lsql=/opt/software/lsql 

mv $lsql/config/site/lsql-site.properties $lsql/config/site/lsql-site.properties.bak 

echo '{"tablename":"sgl_kafka_tb","partition":"default","co11":" 录 信 数 软

","coL2":"UpUpUp","co3":"十年饮冰","col4":"难凉热血"' > sql_kafka.json 

echo ' 

#Kafka 导入数据实例 

cl.stream.reader.list=kafka1 

cl.stream.consumer.class.kafka1=cn.lucene.plugins.service.stream.api.impl.CLKafkaConsumer 

cl.stream.parser.class.kafka1=cn.lucene.plugins.service.stream.api.impl.CLJsonParser 

kafka.topic.kafka1=rovisuk 

bootstrap.servers.kafka1=$k_ip 

kafka.group.kafka1=lsql_ts' >> $lsql/config/site/lsql-site.properties 

 

sh $KAFKA_HOME/bin/kafka-topics.sh --zookeeper $k_ip:2181 --create --topic rovisuk --partitions 

1 --replication-factor 2 

sh $KAFKA_HOME/bin/kafka-console-producer.sh --broker-list $k_ip:9092 --topic rovisuk < 

lsql_kafka.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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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o 'create table sgl_kafka_tb(coll string,co12 string,col3 string col4 string); 

select count(*) from sgl_kafka_tb; 

select * from sgl_kafka_tb limit 10;' > lsql_kafka.sql 

sh $lsql/bin/beeline.sh -f lsql_kafka.sql > lsql_kafka.log 

 

rm -rf lsql_kafka.json 

rm -rf lsql_kafka.sql 

mv $lsql/config/site/lsql-site.properties.bak $lsql/config/site/lsql-site.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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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LSQL 相关命令 

3.1. Hadoop 基本命令 

Hadoop 分布式文件系统被设计成适合运行在通用硬件上的分布式文件系统。Hadoop

是一个能够对海量数据进行分布式处理的软件框架。以一种可靠、高效、可伸缩的方式进行

数据处理，能够让用户轻松和使用的分布式计算平台。 

3.1.1. 基本命令 

1. ls 命令 

查看目录下的所有文件。 

使用语法：hadoop fs -ls URI 

hadoop fs -ls /data/lsqlointer 

2. cat 命令 

打开 HDFS 某一文件。 

使用语法：hadoop fs -cat URI 

hadoop fs -cat /data/pointer/index/test.txt 

3. chmod 命令 

改变文件的权限。 

使用语法：hadoop fs -chmod URI 

hadoop fs -chmod 777 /data/pointer/index/test.txt 

4. chown 命令 

改变文件拥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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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语法：hadoop  fs -chown owner:group  URI  

hadoop  fs -chown root:supergroup  /data/lsqlointer/index/test.txt 

5. cp 命令 

将文件从源路径复制到目标路径。 

使用语法：hadoop  fs -cp URI [URI...]  

hadoop  fs -cp /data/lsqlointer/index/test.txt /data/lsqlointer_bak 

6. mv 命令 

将文件从源路径移动到目标路径(也可以进行重命名)。 

使用语法：hadoop  fs -cp URI [URI...]  

hadoop  fs -mv /data/lsqlointer/index/test.txt /data/lsqlointer_bak 

7. mkdir 命令 

创建一个目录。 

使用语法：hadoop  fs -mkdir URI  

hadoop  fs -mkdir /data/lsqlointer/index/test.txt 

8. rm 命令 

删除文件（请谨慎使用）。 

使用语法：hadoop fs -rm -r -f  URI 

hadoop fs -rm -r -f  /data/lsqlointer/index/test.txt 

9. get 命令 

HDFS 上下载文件到本地。 

使用语法：hadoop fs -get hdfs 文件  本地路径 

hadoop fs -get /data/lsqlointer/index/test.txt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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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put 命令 

将文件从本地上传到 HDFS。 

使用语法：hadoop fs -get 本地文件 hdfs 路径 

hadoop fs -put /home/test.txt /data/lsqlointer/ 

11. du 命令 

统计文件大小。 

使用语法：hadoop fs -du -s -h URI(统计整个目录的总大小) 

hadoop fs -du -h URI（统计整个目录下每一个子目录的大小） 

3.1.2. 实操命令 

1. Hadoop 集群命令 

启动 Hadoop 集群 /opt/software/hadoop/hdfs/sbin/start-all.sh 

停止 Hadoop 集群 /opt/software/hadoop/hdfs/sbin/stop-all.sh 

启动 HDFS /opt/software/hadoop/hdfs/sbin/start-dfs.sh 

停止 HDFS /opt/software/hadoop/hdfs/sbin/stop-dfs.sh 

启/停 NameNode /opt/software/hadoop/hdfs/sbin/hadoop-daemon.sh start/stop namenode 

启/停 DataNode /opt/software/hadoop/hdfs/sbin/hadoop-daemon.sh start/stop datanode 

启动 Yarn  /opt/software/hadoop/hdfs/sbin/start-yarn.sh 

停止 Yarn  /opt/software/hadoop/hdfs/sbin/stop-yarn.sh 

启/停 ResourceManager /opt/software/hadoop/hdfs/sbin/yarn-daemon.sh start/stop resourcemanager 

启/停 NodeManager /opt/software/hadoop/hdfs/sbin/yarn-daemon.sh start/stop nodemanager 

2. hadoop fsck 命令 

执行该命令，检查 hdfs 上文件和目录的健康状态、block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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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Tatal size:目录下的文件总大小 

 Total dirs:该目录下总共有多少子目录 

 Total files:检测目录一共有多少文件 

 Over-replicated blocks:副本数大于指定副本数的 block 数量（正常：0） 

 Under-replicated blocks:副本数小于指定副本数的 block 数量（正常：0） 

 Mis-replicated blocks:丢失的 block 块数量 

 Default replication factor:默认副本的个数，这里是存储两份（相当于数据一份，副本一

份） 

 Missing replicas:丢失的副本数 

 Number of data-nodes:有多少个节点 

 Number of racks:有多少个机架 

3. 数据备份--快照处理 

HDFS 的快照是在某一时间点对指定文件系统的拷贝，快照采用只读模式，可以对重要

数据进行恢复、防止用户错误性的操作。 

(1) 为备份目录授权，允许拍摄快照 

hdfs dfsadmin -allowSnapshot /backup 

(2) 停止数据接入操作，拍摄快照（对整个库所有表进行快照） 

hdfs dfs -createSnapshot /backup backup20190304 

4. 主从节点切换 

(1) 查看主从节点属性: 

Hdfs haadmin -getServiceState nod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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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ctive 从 node2 切换到 node1: 

hdfs haadmin -failover --forcefence --forceactive node2 node1 

3.2. Kafka 基本命令 

Kafka 是一种高吞吐量的分布式发布订阅消息系统，它可以处理消费者规模的网站中所

有的动作流数据。Kafka 的目的是通过 Hadoop 的并行加载机制来统一线上和离线的消息处

理，也是为了通过集群来提供实时的消息。 

3.2.1. Kafka 服务 

1. 启动 zookeeper 服务 

./zkServer.sh start 

./zkServer.sh status 

./zkServer.sh stop 

2. 启动 kafka 服务 

启动 Kafka（强烈建议让守护自启

或自己从 Collie 上拉起） 

/opt/software/rtp_kafka/kafka/bin/kafka-server-start.sh 

/opt/software/rtp_kafka/kafka/config/kafka_server.properties & 

停止 Kafka jps | grep -w Kafka | awk -F ' ' '{print $1}' | xargs kill 

执行停止 Kafka 操作后，Kafka 可能不会立即停止，需稍等一会。除非进程卡死，否则

请勿 kill -9，以免造成数据损坏。 

3.2.2. Kafka 操作 

1. 创建 topic 

test，1 个副本数，1 个分区： 

./kafka-topics.sh --create --zookeeper 172.16.108.6:2181 --replication-factor 1 --partitions 1 

--topic test 

参数说明： 

 --zookeeper：broker 的 IP:2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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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lication-factor:副本数 

 --partitions ：分区数 

 --topic ：topic 名称 

2. 检查 topic 列表 

./kafka-topics.sh --list --zookeeper 10.10.12.16:2181 

3. 查看 topic 描述信息 

./kafka-topics.sh --describe --zookeeper 10.10.12.16:2181 --topic my-replicated-topic 

4. 生产数据 

./kafka-console-producer.sh --broker-list 10.10.12.16:9092 --topic test 

5. 消费数据 

./kafka-console-consumer.sh --bootstrap-server 10.10.12.16:9092 --topic test 

--from-beginning 

6. 查看 Topic 消息队列信息 

./kafka-run-class.sh kafka.tools.ConsumerOffsetChecker --group kafkadb_group --topic 

kafkadb --zookeeper 10.10.12.16:2181 

3.2.3. Lsql 基本命令 

启动与停止 lsql： 

① 进入/opt/software/lsql/sbin 

② sh ./start.sh 启动 lsql 

③ sh ./stop.sh 停止 lsql 

④ sh ./restart.sh 重启 l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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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LSQL 基础操作 

4.1. 与 Lsql 交互 

4.1.1. 对接方式 

1. 命令行的对接方式 

2. JDBC 接口的方式 

(1) 通过 JAVA 编程接入 

(2) 通过可视化 SQL 分析统计接入 

(3) 通过报表分析工具接入 

3. http sql 接口 

4.1.2. 命令行对接 

1. 进入 LSQL 的安装目录的 bin 目录 运行./beeline.sh 

 
 

2. 通过./sql.sh -f xxx.sql 直接执行文件中的 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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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JDBC 接口 

1. JDBC 接入方式连接字符串  

Connection conn = DriverManager.getConnection("jdbc:hive2://master:10009/default", 

"root", ""); 

 10009 表示 JDBC 的端口号  

 root 表示连接时所使用的 Hadoop 账号，大家也要跟配置文件 lsql-env.sh 中一致，以免

其他未知账号产生垃圾文件没有及时的清理掉，以及造成 Hadoop 权限问题。 

/opt/software/lsql/config/site/lsql-env.sh 文件中配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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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AVA 编程接口 

依赖的 JDBC 客户端 jar 包，本质上就是 HIVE 的 thrift 接口，依赖的 jar 包也是 Hive 的 jar

包(hive 版本为 1.2.1) 

        Class.forName("org.apache.hive.jdbc.HiveDriver"); 

  Connection conn = DriverManager.getConnection("jdbc:hive2://master:10009/default", 

"root", ""); 

  Statement smst = conn.createStatement(); 

  ResultSet rs = smst.executeQuery("select * from lsql_example where partition = 'xxx' 

limit 10"); 

  ResultSetMetaData m = rs.getMetaData(); 

  int columns = m.getColumnCount(); 

  for (int i = 1; i <= columns; i++) { 

   System.out.print(m.getColumnName(i)); 

   System.out.print("\t\t"); 

  } 

  while (rs.next()) { 

   for (int i = 1; i <= columns; i++) { 

    System.out.print(rs.getString(i)); 

    System.out.print("\t\t"); 

   } 

   System.out.println(); 

  } 

  rs.close(); 

conn.close(); 

4.1.4.  http sql 接口 

Httpsql 接口是一个通过使用 http 协议查询 lsql 数据库并通过 json 格式返回查询结果的

接口。 

本接口调用需要的参数： 

参数名 含义 

username 用户名 

password 密码 

sql sql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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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接口调用 url 格式: 

http://master:1210/httpsql?username=&password=&sql= 

本接口返回是逐条返回 json 格式的查询结果。  

4.2. Lsql 数据类型 

4.2.1. SQL 语句与表名、字段名 

表名与字段名区分大小写，若表名和字段名为大写字母，则查询语句中表名、字段名必

须为大写；  

表名及字段名可以有数字、字母、下划线组成，不能以数字及_或者特殊字符开头，只

能以字母开头；  

表名和字段名不能包含关如 or 等关键词； 

分区：partition 不能大写；  

基于 RamIndexFilter 的筛选：RamIndexFilter@0000000001:10240:over_rand@ 不能大写。 

4.2.2. isdmpn 含义 

 i 表示 进行索引 indexed 

 s 表示 进行了行存储 stored 

 d  表示 进行了列存储 docValues 

 m 表示 多值列   

 p 表示 存储了词的偏移量 可以进行词的顺序模糊匹配 

 n 表示 既不索引也不存储（背景是:抛弃一些不需要的字段） 

     

4.2.3. 行存储与列存  

LSQL 数据库支持行存、列存、行存加列存。根据不同的业务场景使用不同的存储方式

能够提高业务效率。  

 行存：只做查询（只有 select），不统计的情况下（count、avg、sum）推荐使用行存。 

 列存：做统计功能时，需要统计的字段必须为列存，行存无法使用。  

 当查询的字段数小于 12 个时，字段做行存查询走行存，字段做列存查询走列存，字段

做行存加列存查询优先走列存。  

https://master:1210/httpsql?username=&password=&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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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查询的字段数大于 12 个时，字段做行存查询走行存，字段做列存查询走列存，字段

做行存加列存查询优先走行存（12 这个分界点可以设置）。 

就单独查询而言查询的字段小于 12 个，列存类型效率高，查询的字段大于 12 个，行

存类型效率高。  

 带索引：可以走 null 匹配（采用暴力扫描，如果值比较多会触发过载保护，出现 is null

和 is not null 两者之和不等于总值的情况） 

 仅仅行存储：不可以走 null 匹配 

 带有列存储：可以走 null 匹配  

4.2.4. 基本数据类型 

基本类型的存储方式有按列存储与按列行储两种方式 

索引且  

列存储 

索引且  

行存储 

即行存  

又列存 
仅索引 仅列存 仅行存 

对应 hive

中的类型 
描述 

y_string_id  y_string_is y_string_ids y_string_i y_string_d y_string_s string  

字符串类型，该类型

不分词，通常用来存

储比较短的字符串，

如类目  

y_tint_id 

t  
y_tint_is y_tint_ids y_tint_i  y_tint_d y_tint_s int  

整形 32 位-适合大范

围的 range 过滤查询  

y_tlong_id y_tlong_is y_tlong_ids y_tlong_i y_tlong_d y_tlong_s bigint  
整形 64 位-适合大范

围的 range 过滤查询  

y_tdouble_id y_tdouble_is y_tdouble_ids y_tdouble_i y_tdouble_d  y_tdouble_s double  
Double 类型-适合大范

围的 range 过滤查询  

y_tfloat_id y_tfloat_is y_tfloat_ids y_tfloat_i y_tfloat_d y_tfloat_s float  
Float 类型-适合大范

围的 range 过滤查询  

y_int_id y_int_is y_int_ids y_int_i y_int_d y_int_s int  

整形 32 位，占用存储

空间少，但是范围查

找性能低  

y_long_id y_long_is y_long_ids y_long_i y_long_d y_long_s bigint  

整形 64 位，占用存储

空间少，但是范围查

找性能低  

y_double_id y_double_is y_double_ids y_double_i y_double_d y_double_s double  

Double 类型，占用存

储空间少，但是范围

查找性能低  

y_float_id  y_float_is y_float_ids y_float_i  y_float_d y_float_s float  Float 类型，占用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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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少，但是范围查

找性能低  

4.2.5. 分词类型 

默认 lsql 可以支持所有的 lucene 的分词格式,也支持自定义的分词，由于分词格式理解

比较难，默认仅暴露出 text,textik,wildcard4 类型。   

索引且 行存储 
索引且 多值列

存储 
仅索引 

仅列

存 
仅行存 

对应

hive

类型 

备注 

y_text_is y_text_ism y_text_i --- y_text_s string 
lucene 的默认分词，

StandardTokenizerFactory 切词 

y_textik_isp y_textik_ismp y_textik_i --- y_textik_s string 

第三方的 IK 分词，采用词库。

拓展词库可以在 lib 下的

IK_ext.dic，IK_stopword.dic 中进

行编辑。 

y_wildcard4_isp y_wildcard4_ismp y_wildcard4_ip --- --- string 

按照字符 4 元分词 可以在=与

like 中进行匹配使用,该类型由

于含有 p，所以保存了分词后的

词的偏移顺序,故会占用较多的

存储空间,但可以在 like 语句中

进行顺序与模糊匹配.  

 

包含某一字符串: 

select wc4_1,wc4_2,wc4_6,wc4_7 from common_example001 where partition like 'teststream'  

and wc4_1 like '123' and wc4_6 like '136' limit 5 ; 

前缀后缀匹配: 

select wc4_1,wc4_2,wc4_6,wc4_7 from common_example001 where partition like 'teststream'  

and wc4_1 like '^170' and wc4_7 like '1234^' limit 5 ; 

y_wildcard4_is

可以简写为  

wildcard4 

y_wildcard4_ism  y_wildcard4_i  --- y_wildcard4_s  string 

按照字符 char 4 元分词,可以通

过=进行模糊查找  

该类型不保存词的偏移顺序,占

用存储空间较小. 

但只能像百度那样进行全文检

索,但不能在 like 中进行顺序匹

配. 

 

模糊查询：  

select wc4_1,wc4_2,wc4_6,wc4_7 from common_example001 where partition like 'test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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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c4_1='123' and wc4_6='354' limit 5; 

4.2.6. 多值列类型 

1. 多值列形式 

多值列适合在一个列里面存储多个值，如存储一个标签数组。 

 多值列返回的值无序。 

 字符串多值列是去重的，int 型是不去重。 

 多值列的数据请按照 json 数组传递如["北京"，"上海"]。   

LSQL 类型  
Hive 

类型  
解释  索引且  

列存储  

索引且  

行存储  
仅索引  仅列存  仅行存  

y_string_idm --- y_string_im y_string_dm --- string    

y_tlong_idm  --- y_tlong_im y_tlong_dm --- string    

y_tdouble_idm  --- y_tdouble_im y_tdouble_dm --- string    

y_tint_idm  --- y_tint_im y_tint_dm --- string    

y_tfloat_idm --- y_tfloat_im y_tfloat_dm --- string    

y_double_idm --- y_double_im y_double_dm --- string    

y_int_idm --- y_int_im y_int_dm --- string    

y_float_idm --- y_float_im y_float_dm --- string    

y_long_idm --- y_long_im y_long_dm --- string    

y_geopoint_idm --- ---  ---  --- string  用于地理位置搜索  

2. 控制返回多值列结果格式  

在/opt/software/lsql/config/site/lsql-site.properties 配置文件加入以下参数： 

 sys.multival.join=space（此参数代表多值列返回结果按照空格分隔形式返回） 

 sys.multival.join=json （此参数代表多值列返回结果按照 json 数组形式返回，默认为此

参数） 

更新完配置文件需要重启 LSQL。  

4.2.7. 对于时间的高效处理 

数据里面时间格式是 yyyy-MM-dd hh:m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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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sql 没有时间类型，应该怎么处理  

 可以用 tlong 类型代替时间类型存储的值转换成 yyyyMMddhhmmss ，这样是定长的，

而且可读性好（比 unix 时间磋可读性好）。如果时间精度是秒，毫秒，纳秒的话一定要使

用 tlong（范围查找以及排序比 long 快很多倍,但会占用较多的存储空间)，如果是天，小时

的话，可以使用 long 节省存储空间。  

2．这些用于时间操作的转换函数我们一定会用到  

cast (from_unixtime(unix_timestamp(substring(recevicetime,0,18),'dd-MMM-yy HH.mm.ss

'),'yyyyMMddHHmmss') as bigint), 

cast (from_unixtime(unix_timestamp(substring(recevicetime,0,18),'dd-MMM-yy HH.mm.ss

'),'yyyyMMddHHmm')as bigint), 

cast (from_unixtime(unix_timestamp(substring(recevicetime,0,18),'dd-MMM-yy HH.mm.ss

'),'yyyyMMddHH')as bigint) , 

select (2017-cast(substring('201831198307123487',7,4) as bigint) ); 

4.3. Lsql 分区 

4.3.1. 分区说明 

1. lsql 会强制使用数据分区 

2. 分区有点类似数据库的分库分表 

3. lsql 的分区字段名为 partition 

4. 分区并非越多越好 

5. 如果不指定分区，lsql 默认回去查询 default 这个分区 

6. partition 字段支持=,>=,>,<=,<,like,in 等几种分区匹配方式 

随着时间的日积月累，单个索引会越来越大，从而导致系统瓶颈。LSQL 不会将全部的

数据都完整的创建在一个索引中，LSQL 会对数据进行分区，分区的方式由用户来定义(如按

照日期分区)。lsql 的分区有点类似于数据库里的分库分表的概念。 

一条数据的分区，在导入的时候直接指定，具体请参考后面的数据导入用法。 

如果按照日期进行分区，每天就会生成一个分区，如需查询哪天的数据，就去对应的分

区中检索，其他的分区则闲置。 

LSQL 的 SQL 需要通过 partition 来指定分区; SQL 查询必须要设置分区。 

如果没有指定 partition 分区的查询，LSQL 表默认会去查询 "default" 这个分区，也就是

说，如果我们真的不想进行数据分区，不想在 sql 上添加 partition 的条件来指定分区，那么

请将数据都导入到 " default"这个分区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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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分区例子如下： 

partition ='20190928' 

partition in ('20190928','20190927') 

partition like '%' 

建议查询时使用等于或 in 的方式。>=,>,<=,<的范围指定分区查询效率不高。 

4.3.2. 分区的数量与粒度 

1. 分区数量 

如果我们的数据可以按照时间进行切分，是不是切分的越细越好？ 

很遗憾，LSQL 并不适合特别多的分区，分区越多代表索引文件越多 

(1) LSQL 中打开一个索引是有很大的开销的，打开一个索引加载的列的信息、索引的

BlockTree 的相关主干节点等，需要消耗较多的内存，而且要持久化到内存里去维护这

个索引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发现，对于一个表第一次查询会比较慢，但是我们

进行一次 count 以后，在进行别的查询就会快很多。 

(2) LSQL 在一个进程里能够打开的索引数量是有限的，如果超过了打开的索引文件数量，

那么就要关闭一些索引，以保证内存不会 OOM。 

(3) 小文件太多，对 HDFS 的 NameNode 的压力较大。 

2. 分区粒度 

基本分区原则：在避免索引频繁的打开与关闭的情况下，索引粒度越小越好。 

(1) 如果我们的数量不是很大，一年加在一起还不到 10 亿，那么我就建议采用按年分区。 

(2) 如果我们的数据处于中等，每月的数据增量为 1 亿左右，那么我们建议按照季度分区。 

(3) 如果我们的数据每天写入量特别大，如果按照月份分区，单个索引太大会造成写入瓶颈，

那么我们建议按照天进行分区。 

很多时候我们还可以根据不同的查询方式，采用两种粒度的分区： 

(1) 最近一两天的数据经常被查询，我们最近 3 天的数据按照天进行分区 

(2) 但是偶尔也会发生查询整年的数据，如果采用按天分区的话，一次打开的索引太多，那

么我们可以再加一个按照季度的分区。 

(3) 按天的数据分区只保存最近 7 天的数据，超过 7 天的数据会通过 insert 的方式归档按照

季度的分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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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创建物理表 

语法如下： 

create table table_name( 

column column_type, 

column column_type, 

column column_type, 

column column_type  

); 

示例如下： 

create table common_example001 ( 

s1 y_string_is, 

i1 y_int_id , 

f1 y_float_i , 

l1 y_long_s , 

d1 y_double_d , 

ti1 y_tint_ids , 

tf1 y_tfloat_sm , 

tl1 y_tlong_dm , 

td1 y_tdouble_idm, 

wc4_1 y_wildcard4_ism , 

wc4_2 y_wildcard4_ism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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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数据操作 

4.5.1. 数据导入 

1. 伪造数据 

 

2. 追加数据 

./load.sh  -t common_example001 -p data_operate -tp txt  -f /data/test/test_001.log -s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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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 s1,i1,f1,l1,d1,ti1,tf1,tl1,td1,wc4_1,wc4_2  

3. 覆盖数据 

./load.sh -ov  -t common_example001 -p data_operate -tp txt  -f /data/test/test_001.log 

-sp , -fl s1,i1,f1,l1,d1,ti1,tf1,tl1,td1,wc4_1,wc4_2  

4. 按条件删除 

./load.sh  -cond "s1='1'"  -t common_example001 -p data_operate -tp txt  -f 

/data/test/test_001.log -sp , -fl s1,i1,f1,l1,d1,ti1,tf1,tl1,td1,wc4_1,wc4_2  

5. 按指定的 k 列进行更新 

./load.sh  -k s1  -t common_example001 -p data_operate -tp txt  -f 

/data/test/test_001.log -sp , -fl s1,i1,f1,l1,d1,ti1,tf1,tl1,td1,wc4_1,wc4_2  

6. 按照指定 k 列进行更新，并按照 k 列进行排重 

(1) 按照-k 指定的字段 进行覆盖更新； 

(2) 通过-dist 会将传入的数据按照-k 指定的字段进行排重，排重规则为：根据文件偏移量

选择最大偏移量的数据（要求相同的 key 在同一个文件内）。 

./load.sh  -k s1 -dist  -t common_example001 -p data_operate -tp txt  -f 

/data/test/test_001.log -sp , -fl s1,i1,f1,l1,d1,ti1,tf1,tl1,td1,wc4_1,wc4_2  

7. 按照指定 k 列进行删除 

./load.sh  -k s1 -delete  -t common_example001 -p data_operate -tp txt  -f 

/data/test/test_001.log -sp , -fl s1,i1,f1,l1,d1,ti1,tf1,tl1,td1,wc4_1,wc4_2  

8. 按指定的 k 列进行部分数据更新,部分数据删除 

(1) 使用样例 

./load.sh  -k s1 -dist -deletemark i1 -t common_example001 -p data_operate -tp txt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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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test/test_001.log -sp , -fl s1,i1,f1,l1,d1,ti1,tf1,tl1,td1,wc4_1,wc4_2  

(2) 具体用法 

本功能解决通过 ogg 传入过来的数据，导入到 lsql 里的方法，里面有新增，有删除，有

更新操作，为了保证数据一致性。 

注意，可以一次执行多个文件，但切记，同一个 ID 只能出现在一个文件内，会根据文

件偏移量计算那条数据时最新的，最终只会保留在当前文件内偏移量最大的那个。  

导入命令说明： 

 -k 表示唯一 id,这里写 uniqkey 

 -dist 表示按照 key 导入的时候进行数据排重,相同的 key 只保留在文件内偏移量最大的

那个值 

 -deletemark 表示该条记录是否是被删除的记录,如果其值为 D or delete 会被删除,区分

大小写,如果不是这两个值,会覆盖 

./load.sh  -t ogg_test -p 20191231  -k uniqkey -dist -deletemark datastatus -tp txt  -f a.txt 

-local -sp , -fl uniqkey,dataname,datapos,dataversion,datastatus 

1) 建表语句 

create table ogg_test( 

    uniqkey y_string_id, 

    dataname y_string_id, 

    datapos  y_string_id, 

    dataversion y_string_id, 

    datastatus y_string_id 

) 

2) 第一次导入数据 

数据 id,数据名称,文件内位置(我们自己校验用),数据版本,删除标记 

1,数据 1,第 1 条,0001,- 

2,数据 2,第 2 条,0001,- 

3,数据 3,第 3 条,0001,- 

4,数据 4,第 4 条,0001,- 

5,数据 5,第 5 条,0001,- 

6,数据 6,第 6 条,0001,- 

7,数据 7,第 7 条,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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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数据 8,第 8 条,0001,- 

9,数据 9,第 9 条,0001,- 

9,数据 9,第 10 条,0001,- 

入库脚本如下： 

./load.sh  -t ogg_test -p 20191231  -k uniqkey -dist -deletemark datastatus -tp txt  -f a.txt 

-local -sp , -fl uniqkey,dataname,datapos,dataversion,datastatus 

入库结果为： 

select * from ogg_test where partition like '20191231'  order by uniqkey asc  limit 20;   

 

3) 第二次导入，部分数据更新，部分数据删除 

1,数据 1,第 1 条,0002,U 

2,数据 2,第 2 条,0002,D 

3,数据 3,第 3 条,0002,D 

3,数据 3,第 4 条,0002,A 

4,数据 4,第 5 条,0002,U 

5,数据 5,第 6 条,0002,D 

6,数据 6,第 7 条,0002,U 

7,数据 7,第 8 条,0002,U 

7,数据 7,第 9 条,0002,U 

7,数据 7,第 10 条,0002,U 

入库脚本如下： 

./load.sh  -t ogg_test -p 20191231  -k uniqkey -dist -deletemark datastatus -tp txt  -f b.txt 

-local -sp , -fl uniqkey,dataname,datapos,dataversion,datastatus 

入库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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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Load 统计工具使用 

./load.sh  -t common_example001 -p data_operate -tp txt  -f /data/test/test_001.log -sp , 

-fl s1,i1,f1,l1,d1,ti1,tf1,tl1,td1,wc4_1,wc4_2 -isp /result/test 

注：-isp 后所跟参数为指定的数据入库统计结果存放路径，用于记录错误数据及入库过

程记录信息，该目录可由用户自定义，无需事先创建。 

10. 导入脚本参数 

参数  说明  

-t (必选)LSQL 中的表名。 

-f (必选)HDFS 的文件路径，与-local 参数联合使用代表访问 Linux 本地文件路径。 

-tp (必选)文件类型，目前支持 txt 和 json。 

-fl (txt 格式必选)txt 文件对应的表的列名字。 

-sp (txt 格式必选)txt 文件对应分隔符，支持正则，不可见字符，可以通过 urlencode

编码。 

-p (可选)LSQL 中的分区名，如果不写，则导入到表的默认分区 

-local (可选)Linux 本地文件路径。 

-ov (可选)导入前是否清空当前分区的数据。 

-k (可选)按照该字段进行 update 覆盖,只支持不分词的索引列 

-ck (可选)多个列做为主键，需预先将数据通过-ck 参数,将多个列的值生成联合值。

参见“-kk -ck”用法。 

-kk -ck (可选)当需要更新复合主键的时候通过-kk 就可以根据-ck 指定的多个列进行更

新了,如果之前的数据没有根据-ck 生成联合值,则不能进行多列更新。参见“-ck”

用法。 

-kn (可选)在使用-k 更新数据时，可以选择-kn 此条件，增加更新的并发度，设置

更新的并发度可以提高更新的效率；一般设置 2 的倍数: -kn 4, -kn 8, -kn 10, -kn 

16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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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 (可选)在追加数据前，先根据条件删除旧的数据。 

-delete (可选)按照指定 k 列进行删除。 

-dist (可选)表示按照 key 导入的时候进行数据排重,相同的 key 只保留在文件内偏移

量最大的那个值。 

-deletemark (可选)表示该条记录是否是被删除的记录,如果其值为 D or delete,会被删除,区

分大小写,如果不是这两个值,会覆盖。 

-mvsplit  

SYS_TABLE_SPLITER_DEFAULT  

\%19 utf-8 

(可选)多值列数据分割符(\%19，支持其他的分割符)替换成 LSQL 支持的多值分

隔符。对所有字段作用。 

-mvsplit 字 段 名 字  \%19 

utf-8 

(可选)多值列数据分割符(\%19，支持其他的分割符)替换成 LSQL 支持的多值分

隔符。对指定字段作用。 

-isp (可选)在导入数据时设置错误数据及入库过程记录信息路径。 

4.5.2. 数据清洗 

1. 删除数据 

--删除数据时 where 后必须拼接删除条件 

delete from common_example001 where partition like 'data_operate' and s1='zs'; 

2. 清空分区数据 

--清空物理表分区数据 

truncate systable common_example001 partitions data_operate ; 

--清空映射表分区数据（映射表详细用法请参考 4.1.映射表特性） 

truncate mapping mappping_example001 partitions data_operate ; 

3. 清空分区数据，保留表结构 

--清空物理表数据 

truncate table common_example001; 

--清空映射表数据 

truncate mapping common_example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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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删除表指定分区 

--删除物理表指定分区 

drop table common_example001 partitions teststream; 

--删除映射表指定分区 

drop mapping mappping_example001 partitions teststream; 

5. 删除表 

--删除物理表 

drop table common_example001; 

--删除映射表 

drop mapping mappping_example001; 

4.5.3. 将 hive 中的数据导入到 lsql 中 

1. 直接追加数据 

insert into table s_y_s_t_loadjson  

 select '{lsql 表名称}', '{lsql 表分区名}', '', 

    CL_JSON( 

    'amtdouble',amtdouble, 

    'amtfloat',amtfloat, 

    'tradetime',tradetime, 

    'amtint',amtint    ) 

from xxxhive 数据表; 

注：hive 表中字段名与 lsql 表中字段名不需要一致。带引号的字段是要插入数据的表字

段，不带的引号的字段是查询表的字段。 

2. 覆盖数据 

insert overwrite table s_y_s_t_loadjson  

 select '{lsql 表名称}', '{lsql 表分区名}', '', 

    CL_JSON( 

    'amtdouble',amt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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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tfloat',amtfloat, 

    'tradetime',tradetime, 

    'amtint',amtint    ) 

from xxxhive 数据表; 

3. 在追加数据前，先根据条件删除旧的数据  

insert into table s_y_s_t_loadjson  

 select '{lsql 表名称}', '{lsql 表分区名}', '{筛选条件}', 

    CL_JSON( 

    'amtdouble',amtdouble, 

    'amtfloat',amtfloat, 

    'tradetime',tradetime, 

    'amtint',amtint    ) 

from xxxhive 数据表; 

4.5.4. kafka 数据导入 

在 lsql-site.properties 中添加如下的配置，并更改相关连接参数，params 参数需要从生

产上拷贝一份过来，给出例子如下 

#配置及各个 kafka 消费，多个以逗号分隔，kafka1 是一个后缀与下面的 xxxx.kakfka1 对

应 

cl.stream.reader.list=kafka1 

#一组 kafka 配置包括一下配置 

#默认 无需改动 

cl.stream.consumer.class.kafka1=cn.lucene.plugins.service.stream.api.impl.CLKafkaConsume

r 

#parser 如果是 json 数据可以保持默认如下，如果是自定义的解析，配置为该类的全类

名 

cl.stream.parser.class.kafka1=cn.lucene.plugins.service.stream.api.impl.CLJsonParser 

#该组消费的 topic 

kafka.topic.kafka1=lsql_data 

#该组消费的 kafka 机器连接多台以逗号分隔 

bootstrap.servers.kafka1=kafka1.lucene.cn:9092 

#该组消费的 group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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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fka.group.kafka1=lsql_data_group 

#一些提高消费的 kafka 参数配置 ，可以是其他的 kafka 参数配置 

kafka.conf.params.kafka1=message.max.bytes:20000000;fetch.max.bytes:20485760;max.pa

rtition.fetch.bytes:20485760;fetch.message.max.bytes:20000000;replica.fetch.max.bytes:210000

00 

默认的 CLJsonParser 支持的数据格式如下 

{"tablename":"example","partition":"20151005","a1":4,"a2":"l_4","a3":14,"a4":4} 

默认的 Kafka 导入数据只支持 Json 格式，如果需要支持其他格式，需要自己通过 java

写 Parser。 

注：Kafka 配置多个 topic 进行消费时，虽未在程序上进行限制，但不建议配置太多（建

议 10 个之内）。 

4.5.5. 数据导出到 hdfs 

1. 以 TXT 文件格式导出到 hdfs 

语法如下： 

 export text into  {datafile}  select  select CL_CONCAT_WS('#',col1,col2,col3)  from 

(select  columnA, columnB  from  Table_name  where partition = ' partition_name ' and 

colname='N') tmp; 

   示例如下： 

export text into /data/export/common_example001_txt select CL_CONCAT_WS('#',s1,s2,i1) 

from (select s1,s2,i1 from common_example001 where partition like 'teststream' ) tmp; 

2. 以 JSON 文件格式导出到 hdfs，覆盖目录下的所有文件 

    语法如下： 

export  json  overwrite  datafile  select  column1, columnB  from  Table_name  

where partition = ' partition_name ' and columnB ='N'; 

    示例如下： 

export json overwrite /data/export/common_example001_json select s1,s2,i1 from 

common_example001 where partition like 'test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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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导出到其他表 

1. 先创建一个普通 hive 表 

CREATE external  table facet_h(  

        id bigint, name string, sex string,age int,education string,city string 

)  

PARTITIONED BY (date_test string) 

STORED AS PARQUET  

LOCATION '/data/example/facet_h' 

TBLPROPERTIES ( 

  'parquet.compression'='gzip'); 

 facet_h：hive 表名 

 date_test：自定义分区名 

 PARQUET：存储类型为 parquet 

 /data/example/facet_h：在 HDFS 上的存储路径 

 gzip：针对存储启用 gzip 压缩。支持压缩类型："uncompressed", "snappy", "gzip", "lzo"。

Snappy 压缩具有更好的性能，Gzip 压缩具有更好的压缩比。 

 

2. 将数据导出到对应的 hive 表（注意 lsql 的嵌套） 

insert overwrite table facet_h partition(date_test='20200619') 

select * from ( 

     select id,name,sex,age,education,city from facet where partition =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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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mp; 

 20200619：hive 表数据指定入到 20200619 这个分区 

 default：原 lsql 表数据存在默认分区中 

 

3. 查看表数据 

(1) 原 lsql 表 

select * from facet limit 5; 

select count(*) from facet; 

desc fac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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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ive 表 

select * from facet_h where date_test='20200619' limit 5; 

select count(*) from facet_h where date_test='2020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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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看 hdfs 目录 

1) 启用 gzip 压缩（facet_h 表） 

 

 

2) 未启用 gzip 压缩（facet_h2 表） 

 

3) 通过对比可发现，使用 gzip 压缩降低了约 75%的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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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 导出到其他分区 

注意 lsql 的嵌套： 

insert into table s_y_s_t_loadjson  

 select '{lsql 表名称}', '{lsql 表分区名}', '{筛选条件}', 

    CL_JSON( 

    'a1',a1, 

    'a2',a2, 

    'a3',a3 

    ) 

from ( 

     select a1,a2,a3 from xxx_lsql where partition = 'xxxx'  

) tmp; 

 

4.6. 元命令 

1. 系统状态 

show status; 

 

2. 查看表结构  

desc tabl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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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列出所有表 

show tables; 

 

4. 查看分区  

show partitions common_example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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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查看建表语句  

show create table xxx; 

 

6. 暂停 kafka 的消费 3600 秒 

pause kafka 3600 ; 

7. 恢复暂停的 kafka 的消费,让 kafka 继续消费数据 

pause kafka 0 ; 

 



  

 

 - 70 - 

4.7. 基本查询 

3.1.1. 查询 

1. 数据预览 

select * from common_example001 where partition like 'teststream' limit 10; 

 

注：因 f1 字段在建表时只索引未存储，故该字段预览结果为 null。 

select s1,s2,i1,l1 from common_example001 where partition like 'teststream' limit 10;  

 

2. 过滤 

select * from common_example001 where partition like 'teststream' and s1='zs' limit 10;   

 

select s1,i1,l1 from common_example001 where partition like 'teststream' and s1='ls ' 

and i1='61' limit 10;  

 

3. 条件嵌套 

select s1,i1,l1 from common_example001 where partition like 'teststream' and s1='ww'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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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62' and (ti1>'61' and ti1<='63') limit 10;   

 

4. between and（闭区间） 

select s1,i1,l1,ti1 from common_example001 where partition like 'teststream' and ti1 

between 61 and 63 limit 10; 

 

5. 字符串前缀匹配  

select s1,i1,l1 from common_example001 where partition like 'teststream' and s1='z*'  

limit 10; 

 

select s1,i1,l1 from common_example001 where partition like 'teststream' and s1 like 'z%'  

limit 10; 

 

6. 分页 

由于 hive sql 本身并不支持分页功能，但在特定场景下分页又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 lsql

在简单查询场景，添加了分页功能，目前默认只支持 30000 条以内的分页。 

具体用法，大家请参考下图 SQL 的 limit offset,rows 的用法，跟 mysql 有些类似。 

切记，必须是简单 SQL 的查询，不能使用 HIVE SQL （如函数，嵌套，关联等），offset+rows

不能超过 3 万条。 

select s1,i1,l1 from common_example001 where partition like 'teststream' and ( i1>'60' and 

i1<='67') order by s1 desc limit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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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排序 

基本排序： 

select s1,i1,ti1 from common_example001 where partition like 'teststream' and ( i1>'60' and 

i1<='67') order by i1 desc limit 10; 

 

排序的性能跟命中的记录条数有直接关系： 

(1) 如果说排序的性能，最快的仍属于 tree 类型的排序，可以利用索引，其他排序均属于

暴力排序。所以对于时间类型的排序，尽量转换成 tree 类型的，再借助磁盘存储在 SSD

上，会有意想不到的性能提升。 

(2) 在范围筛选上，i1>'60' and i1<='67'的性能不如 i1  like '[60 TO 67]'的性能，i1  like '[60 

TO 67]'与 i1 between 60 and 67（闭区间）的性能相同，而 i1 的性能不如 ti1 这种是 tree

类型的性能。但 tree 的性能提升是以额外的存储而换来的。  

select ti1,s1,i1 from common_example001 where partition like 'teststream' and (ti1>'60' and 

ti1<='67')order by ti1 desc limit 10; 

 

8. wildcard 类型的模糊匹配 

模糊匹配（顺序可能错乱,但节省空间）： 

select wc4_1 from common_example001 where partition like 'teststream' and wc4_1='82' 

limi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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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ildcard 含有 p 位置的精确匹配 

(1) 包含某一字符串 

select wc4_2 from common_example001 where partition like 'teststream' and wc4_2 like 

'39' limit 10; 

 

(2) 前缀后缀匹配 

--前缀匹配 

select wc4_2 from common_example001 where partition like 'teststream' and wc4_2 like 

'^156' limit 10;   

 

--后缀匹配 

select wc4_2 from common_example001 where partition like 'teststream' and wc4_2 like 

'49^' limi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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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统计 

1. count 计数 

select count(*) from common_example001 where partition like 'teststream' limit 10; 

 

select count(*) as cnt from common_example001 where partition like 'teststream' limit 10;  

 

2. 简单统计 

select sum(i1),max(i1),min(i1),count(i1),count(*) from common_example001 where 

partition like 'teststream' limit 10; 

 

select sum(i1) as c1,max(i1) as c2,min(i1) as c3,count(i1) as c4,count(*) as c5 from 

common_example001 where partition like 'teststream' limit 10; 

 

3. 分组 

--分组查询 

select s1,count(*) from common_example001  

where partition like 'teststream' 

group by s1 

limi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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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排序 

select s1,count(*),sum(i1) from common_example001  

where partition like 'teststream' 

group by s1 

order by i1 asc 

limit 10; 

注：count、sum、avg 等函数以及 order by、group by 等均不支持对行存数据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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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LSQL 基础特性 

5.1. 映射表 

5.1.1. 背景介绍 

业务有成百上千张表，每张表有上百个列。 

在如下场景中：每张表的数据量都不多（几亿几十亿），但是表数量特别多（几十张甚

至几百张表） 

如果为每个表都创建一个物理表，则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同时存在如下问题： 

 每张物理表都需要维护自己的 BUFFER，极易 OOM，导入性能太差。 

 每张物理表都需要单独开个线程去维护。 

 每张物理表生成的索引都很小，但由于文件数量太多，频繁合并索引会导致

namenode 非常繁忙。 

等等，总之小表数量过多，会存在诸多问题。 

在搜索时，如果需要根据关键字搜索含有该关键字的所有字段对应的所有表的对应记

录，采用物理表意味着每张表都需要写一个 sql，若查询过滤条件拼了 N 个 OR 查询，则会

导致 SQL 语句很长，同时并发性能也会很差。 

5.1.2. 映射表简介 

如今 lsql 的映射表帮我们解决上述问题。对于资源汇聚类型的搜索可以一条 sql 就搞定，

既兼容原先的表结构，业务其他部分也依然可以单表查询。 

映射表是建立在物理表的基础上的。一张物理表上面可以放很多映射表，这些表统一管

理，统一心跳，统一一个索引，对外部用户来说对映射表的查询和对物理表的查询，在使用

上不存在区别。 

有了映射表以后，原先需要为那些小业务分别创建表，单独搭建集群的问题也可以得到

解决。规模不大的业务，可以共享同一个集群，共享同一个物理表，业务和业务之间是图表

隔离。 

映射表并不真实存储数据,如下图所示,映射表通过映射将数据存储在其对应的物理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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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映射表底层存储模拟图示 

5.1.3. 映射表基本用法 

1. 创建映射表 1 

创建 LSQL 映射表的方法,与创建物理表区别不大。 

创建 LSQL 映射表要使用 create mapping 语法（物理表的语法为 create table） 

例子 1 如下： 

create mapping mp1( 

s1 y_string_id physical@ss1_y_string_id, /*显示置顶映射到物理表中的字段，如果没设置

physical，则由系统指定*/ 

wc4_1 y_wildcard4_is physical@wc4_1_y_wildcard4_is, 

wc4_2 y_wildcard4_is 

) 

tableproperties( 

mapping_physical_table='mp_ph' /*映射到哪张表里去*/ 

); 

注： 

 create mapping：创建映射表固定语法 

 mp1：要创建的映射表名 

 s1 y_string_id：映射表中字段名、字段数据类型 

 physical@ss1_y_string_id：通过 physical 参数来指定当前映射表字段在其物理表中

的 映 射 字 段 名 字 ， 如 physical@s1s_y_string_id, 表 示 将 当 前 字 段 映 射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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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1_y_string_id 的字段里，这个字段本质上是一个动态列(物理表里无法预先知道

映射表的字段名称，故只能采用动态列)，ss1 是字段名字，y_string_id 是映射字段

的数据类型,，这里的数据类型必须采用 y_开头的类型，目前不支持简写 

 mapping_physical_table：设定映射到哪张物理表去时的固定语法 

 mp_ph：映射表所映射到的物理表名（物理表无需事先创建） 

创建映射表 1 基本用法详情图如下： 

 

图 2 创建映射表 1 详情 

创建完成后会生成两张表（映射表、物理表），如下图所示： 

 

图 3 生成的表 

2. 创建映射表 2 

创建映射表例子 2 如下： 

create mapping m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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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 y_string_id physical@ss2_y_string_id, /*显示置顶映射到物理表中的字段，如果没设置

physical，则由系统指定*/ 

wc4_2 y_wildcard4_is physical@wc4_2_y_wildcard4_is, 

wc4_22 y_wildcard4 _is ) 

tableproperties( 

mapping_physical_table='mp_ph' /*映射到哪张表里去*/ 

); 

例子 2 创建详情如下图所示： 

 

图 4 创建映射表 2 详情 

因上述映射表在创建时映射的物理表和例子 1 中是同一张物理表，因此在创建完成后只

会新生成一张表（映射表），如下图所示： 

 

图 5 生成的表 

mp1（映射表 1）、mp2（映射表 2）、mp_ph（物理表）三张表详情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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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映射表&物理表详情图 

由上可知，映射表真实底层存储情况如下图所示（图中数据为模拟数据）： 

 

图 7 映射表底层存储 

3. 映射表导入数据 

(1) 原始数据（路径：/wyh/mp.log）如下图所示： 



  

 

 - 81 - 

 

图 8 原始数据图 

(2) 向映射表中导入数据的方法与物理表中导入数据的方法完全一样。示例如下： 

./load.sh -t mp1 -tp txt -local -f /wyh/mp.log -sp , -fl s1,wc4_1,wc4_11 

(3) 导入数据后对映射表、物理表做全表查询： 

 

图 9 映射表&物理表全表查询 

4. 查询方法 

查询显示指定的物理表字段名及系统自动指定的物理表字段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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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映射表汇聚 

1. 汇聚优势 

汇聚存储可以解决搜索的内容不知道在表的哪个字段中，可以做到全表匹配。再结合分

词数据类型即可做到全文检索的特性。  

2. 汇聚原理 

将表中已有的字段中的数据汇聚到一个新的字段中进行存储的机制，用以解决数据搜索

过程中不知道位置的问题的方法叫做汇聚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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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汇聚表示用户可以自行定义汇聚列，包括汇聚列名字、需要汇聚的字段和是否汇

聚字段的字段名。 

3. 汇聚使用 

(1) 创建带有汇聚功能的映射表 

汇聚例子如下： 

create mapping macpf1( 

cs1 y_string_id, 

sc1 y_string_id, 

 

cwc4_1 y_wildcard4_ism, 

 

copy_string1 y_string_idm physical@copy_string1_y_string_idm, 

copy_string2 y_string_idm physical@copy_string2_y_string_idm, 

copy_range y_string_idm physical@copy_range_y_string_idm, 

copy_txt y_wildcard4_ism physical@copy_txt_y_wildcard4_ism, 

copy_all y_wildcard4_ism  physical@copy_all_y_wildcard4_ism 

) 

tableproperties   

( 

mapping_physical_table='mp_ph',/*映射到哪张表里去*/ 

/*汇聚 1：汇聚字段名称包含 cs 的数据（cs1），withfield@true 表示含有原始字段的名

称*/ 

copyfield='indexof@cs dest@copy_string1 withfield@true', 

/*汇聚 2：汇聚字段名称包含 cs 的字段的数据（cs1），不含原始字段的名称*/ 

copyfield='indexof@cs dest@copy_string2', 

/*汇聚 3：汇聚字段’sc1’中的数据（copy_string1 在汇聚 1 中已做汇聚，可以继续对其

添加汇聚数据，不会对之前的内容造成覆盖），withfield@true 表示含有原始字段的名称*/ 

copyfield='equals@sc1 dest@copy_string1 withfield@true', 

/*汇聚 4：汇聚’cwc4_1’中的数据，不含原始字段的名称*/ 

copyfield='equals@cwc4_1 dest@copy_txt', 

/*汇聚 5：汇聚所有字段中的数据，withfield@true 表示含有原始字段的名称*/ 

copyfield='indexof@all  dest@copy_all  withfield@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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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 6：汇聚第 2~3 个字段中的数据（sc1、cwc4_1），withfield@true 表示含有原始

字段的名称*/ 

copyfield='rangeof@1~2 dest@copy_range withfield@true' 

); 

 

注： 

 cs*、sc*、cwc4*：代表原始字段。  

 copy_*：代表要发往目标汇聚字段。  

 copyfield：代表字段数据汇聚关键字。  

 withfield@：true 代表汇聚字段含有原始的字段名称，该关键字不声明则代表汇聚字段

不含原始字段名称。 

 indexof@：可以使用 all 关键字匹配所有字段，也可以用字段模糊匹配，比如：cs，匹

配含有 cs 字符的字段。  

 dest@：代表汇聚的数据发往哪个目标字段中的关键字。  

 equals@：代表需要进行汇聚的明确的字段名称的关键字。 

 

图 10 创建带有汇聚功能的映射表详情 

(2) 导入数据 

1) 原始数据（路径：/wyh/mpcpf.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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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原始数据图 

2) 向映射表中导入数据的方法与物理表中导入数据的方法完全一样。示例如下： 

./load.sh -t mpcpf1 -tp txt -local -f /wyh/mpcpf.log -sp , -fl cs1,sc1,cwc4_1 

3) 导入数据后对映射表、物理表做全表查询： 

 

图 12 映射表全表查询 

注：创建表时进行汇聚时未声明 withfield@true 的汇聚内容，在查询时只展示字段值，

如["zs"]的形式，若声明 withfield@true 关键字，展示形式为原始字段名称@字段值，如

["cs1@zs"]的形式。 

 

图 13 物理表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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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询方法 

1) 查看每张表的数据量（对物理表做查询）： 

 select count(*) from mp_ph; 

 select mapping_name,count(*) from mp_ph group by mapping_name; 

 

图 14 查询数据量用法图 

2) 指定字段查询（显示指定及系统自动指定）： 

 select cs1,sc1,cwc4_1 from mpcpf1; 

 select v_2_y_string_id,v_1_y_string_id,v_1_y_wildcard4_ism  

from mp_ph where mapping_name=’mpcpf1’; 

 

图 15 指定字段查询（普通字段） 

 select copy_string1,copy_string2,copy_range,copy_txt,copy_all from mpcpf1; 

 select copy_string1 y_string_idm, 

copy_string2 y_string_idm, 

copy_range y_string_idm, 

copy_txt y_wildcard4_ism, 

copy_all y_wildcard4_ism 

from mp_ph where mapping_name=’mpcp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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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指定字段查询（汇聚字段） 

3) 汇聚字段查询（对映射表做查询，解决待查询的数据不知道属于哪个字段的问题）： 

 select * from mpcpf1; 

 select * from mpcpf1 where copy_all = ‘早餐’; 

 

图 17 汇聚字段映射表模糊查询 

 select * from mpcpf1; 

 select * from v_2_y_string_id, 

v_1_y_string_id, 

v_1_y_swildcard4_ism, 

copy_string1_y_string_idm, 

copy_string2_y_string_idm, 

copy_range_y_string_idm, 

copy_txt_y_swildcard4_ism, 

copy_all_y_swildcard4_ism  

from mp_ph where mapping_name=’mpcpf1’  

and copy_all_y_swildcard4_ism=’早餐’; 

 

图 18 汇聚字段物理表模糊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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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列簇存储 

5.2.1. 列簇背景 

'列簇'功能是一个较典型的存储需求。从名字中就可以看出其作用——将一张表中的不

同的列的存储隔离开来，不同的列拥有不同的存储目录。在开源方案中列簇并不少见，常见

的支持列簇的存储产品有 hbase、RocksDB(columnfamily)等，列簇功能其实也成为了大数据

存储组件的一个典型功能。 

5.2.2. 列簇用途 

列簇用于管理不同列保存不同的周期。列簇存储适合只是追加，并不需要修改的数据，

如：日志数据。lsql 的列簇存储是将行存数据直接存储在 hdfs 上，通过减少了索引合并，从

而提升创建索引的效率。不同的列簇可以设置不同的生命周期，不同的存储介质。 

对于一张宽表可以有多种数据融合方案，如下所示： 

假设一张宽表共 300 个列： 

 前 100 个列都是图片，文件存储，比较大，保存 10 天，存储在 SATA 盘上； 

 中间 100 列都是文本内容，经常全文检索，保存 30 天，一份副本存 SSD，其他副

本存储 SATA； 

 后 100 列，都是轨迹与关系数据，占存储空间相对较少，但需要进行统计分析，故

存储 90 天，最近 7 天一份副本存在内存里，7 天外存储在 SSD，另外一份副本存

储在 SATA 做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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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列簇存储解析 

 

列簇存储示意图 

 不同列簇可以存储到不同磁盘， 具备混合使用不同磁盘的能力。 

 列簇可以根据时间变更存储设备，自动迁移。 

 不同列簇可以有不同的存储生命周期。 

 同一个数据列能综合使用多种存储设备。 

 不同列簇不同存储格式，不同压缩算法。支持行存，列存，混合存，多值列，汇聚

存储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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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竞品对比 

 

 

Lsql：支持数据按照列簇存储 

 不同的列簇可以不同的生命周期，不同的存储介质 

 有些重要的列簇存储 90 天，有些非重要的列簇只存储 7 天 

 有些列簇可以存储在 SSD 上，而有些列簇可以选择存储在 SATA 上，也支持某些列簇最

近 N 天存储在 SSD 上，N 天后迁移到 SATA 上 

ES： 

 不支持列簇，所有的列必须是一样的生命周期，保存天数必须相同 

 不支持不同的列簇，选择不同的存储介质 

5.2.5. 基本使用 

1. 两种列簇存储方式 

 启用行存数据-索引外的-列簇存储='store@true' 

 启用索引内-索引数据-列簇存储='index@true' 

2. 列簇使用语法 

(1) 旧版创建方式 

create columnfamily physical_table_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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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ault at 'index@true' 'store@true' 'ssdindex@tim,doc' 'ssdindex2@fdt,fdx' 'cleanday

@200,yyyyMMdd', 

cf_name_01 at 'fields@col_001,col_002' index@false' 'cleanday@150,yyyyMMdd', 

cf_name_02 at 'fields@col_003,col_004,col_005' 'store@false' 'cleanday@100,yyyyMMd

d', 

cf_name_03 at 'fields@col_006,col_007,col_008' 'cleanday@60,yyyyMMdd' 

); 

 create columnfamily：语法关键字。  

 physical_table_name: 物理表名称，可变。  

 cf_name_0*：列簇名称，可变。  

 default：默认列簇管理策略。  

 fields：字段列表，物理表中的字段；不能对 MAPPING 对象（映射表）做列簇管理。  

 index：索引列簇，true 代表需要索引列簇管理，false 代表不需要索引列簇管理；不写

默认为 true。  

 store：数据列簇（行存储列簇），true 代表需要数据列簇管理，false 代表不需要数据

列簇管理；不写默认为 true。store 只对行存数据起作用，列存数据不可用。  

 ssdindex、ssdindex2、ssdindex3：异构特性设置，参考 4.2 协同存储章节。  

 cleanday：列簇保存周期，用作数据清理淘汰。  

注：后面的属性由于含有逗号，而逗号是 sql 的关键字，需要用单引号括起。如果需要

修改列簇的保存周期，只需根据原有的脚本修改天数，重复执行创建即可。  

(2) 新版创建方式 

新增在创建表时直接指定列簇信息（具体内容参照旧版），建立列簇表，格式如下： 

create table lsql_column(col1 y_string_is,col2 y_string_is,col3 y_string_is,col4 

y_string_is)tableproperties( 

columnfamily='default at index@true store@true ssdindex@tim,doc ssdindex2@fdt,fdx 

cleanday@200,yyyyMMdd' 

,columnfamily='cf1 at fields@col1 index@false cleanday@150,yyyyMMdd' 

,columnfamily='cf2 at fields@col2,col3 store@false cleanday@100,yyyyMMdd' 

,columnfamily='cf3 at fields@col4 cleanday@60,yyyyMMdd'); 

同时兼容旧版列簇创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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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列簇创建实例 

(1) 创建物理表  

进入 lsql 所在节点： 

# cd /opt/software/lsql/bin 

# ./beeline.sh 

创建物理表“physical_table_test”： 

create table physical_table_test( 

col_001 y_string_id, 

col_002 y_string_id, 

col_003 y_string_id, 

col_004 y_string_id, 

col_005 y_string_id, 

col_006 y_string_id, 

col_007 y_string_id, 

col_008 y_string_id, 

col_009 y_string_id, 

col_010 y_string_id 

); 

物理表详情如下图所示： 

 

(2) 创建物理表“physical_table_test”的列簇 

create columnfamily physical_table_test ( 

default at 'index@false' 'store@false' 'ssdindex@tim,doc' 'ssdindex2@fdt,fdx' 'cleanday

@200,yyyyMM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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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1_2 at 'fields@col_001,col_002' 'ssdindex@tim,tip' 'ssdindex2@doc' 'cleanday@150,yy

yyMMdd', 

cf3_5 at 'fields@col_003,col_004,col_005' 'index@false' 'cleanday@100,yyyyMMdd', 

cf6_8 at 'fields@col_006,col_007,col_008' 'store@false' 'cleanday@60,yyyyMMdd', 

cf9_10 at 'fields@col_009,col_010' 'cleanday@20,yyyyMMdd' 

); 

根据上面的代码我们可以获取到的信息为： 

 列簇 cf1_2：“col_001,col_002”字段做一个列簇，其中索引的“tim，tip，doc”做异构存储；

列簇存储周期为 150 天。  

 列簇 cf3_5：“col_003,col_004,col_005”字段做一个列簇，数据进行列簇，索引不做列簇

管理；列簇存储周期为 100 天。  

 列簇 cf6_8：“col_006,col_007,col_008”字段做一个列簇，数据不做列簇管理，索引进行

列簇管理；列簇存储周期为 60 天。  

 列簇 cf9_10：“col_009,col_010”字段做一个列簇；数据存储周期为 60 天。  

 列簇 default：数据不做列簇，索引不做列簇，其中索引的“tim，doc，fdt，fdx”做异构

存储；列簇存储周期为 200 天。 

注：如果只对个别列进行列簇定期清理数据处理，那只对个别列进行设置即可，其他列

的存储策略走默认 default 路线存储 ，数据永久存储时：'cleanday@200,yyyyMMdd'不设置

即可。 

创建列簇详情如下图所示： 

 

5.2.6. 更多使用 

1. 设置行存储是否启用压缩 

可以在 default 属性上设置 compress@false，禁止进行压缩，默认不设置则索引内存储

采用 lz4 压缩，索引外列簇采用 zip。 

具体使用方法如下： 

--启用索引列簇存储，行存储不启用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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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columnfamily common_performance ( 

default at 'index@true' 'store@false' 'compress@false' 

); 

--启用索引列簇存储、行存储列簇存储，行存储不启用压缩： 

create columnfamily common_performance ( 

default at 'index@true' 'store@true' 'compress@false' 

); 

2. 列簇名更换后如何使用 

可以采用 'cf_old_site@oldcf' 'cf_old@newcf 用于兼容 更换列簇的情形。 

(1) 第一种情形-先在配置文件配置列簇（这个方式已经被废弃,没有按照表进行区分），更

改为通过 create columnfamily 方式  

cl.column.family.store=true 

cl.rowstore.column.family=cf 

cl.rowstore.column.family.alltable.s_mod_10=hl 

cl.rowstore.column.family.alltable.s_mod_100=hl 

 

--变更为 create 方式后就读不到列簇的值了 

create columnfamily common_performance ( 

default at 'index@true' 'store@true'  

,sss at 'fields@s_mod_10,s_mod_100' 'index@true' 'store@true'  

) 

 

--添加 'cf_old_site@cf'就可以读到之前在配置文件中配置的的列簇的值了 

create columnfamily common_performance ( 

default at 'index@true' 'store@true' 'cf_old_site@cf' 

,sss at 'fields@s_mod_10,s_mod_100' 'index@true' 'store@true' 'cf_old_site@hl' 

) 

(2) 第二种方式，通过 create columnfamily 的方式，但后期由于某种需要更改了列簇的名字 

--原先是 sss 列簇： 

create columnfamily common_performance ( 

default at 'index@true' 'store@true' 

,sss at 'fields@s_mod_10,s_mod_100' 'index@true' 'store@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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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s 列簇变更为 mmm 列簇，无法再读取到之前 sss 列簇的值： 

create columnfamily common_performance ( 

default at 'index@true' 'store@true'  

,mmm at 'fields@s_mod_10,s_mod_100' 'index@true' 'store@true'  

); 

 

--添加 'cf_old@sss'，可以继续读取之前设置过的 sss 列簇，即兼容旧列簇的数据：  

create columnfamily common_performance ( 

default at 'index@true' 'store@true'  

,mmm at 'fields@s_mod_10,s_mod_100' 'index@true' 'store@true' 'cf_old@sss' 

); 

3. 其他用法 

--用来查看系统中的列簇： 

show columnfamilys; 

--用来删除系统中的列簇: 

drop columnfamily XXX; 

--用来查看创建列簇的语句（取消 show create columnfamily 语法支持）: 

show create table XXX; 

5.3. 协同存储 

5.3.1. 基本原理 

1. 索引文件 

 tip 词典索引（前缀和后缀指针，该文件需内存加载）  

 doc 倒排表、词频，页码  

 fdt 行存，文档值  

 fdx 行存索引，本身也较小可以一次加进内存,访问频率少  

 dvd 列存编号：张三->1 

 dvm 为列存编号对应值：1->年龄  

 pos 分词位置，分词类型使用保证查询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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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 后缀词块，倒排表指针，需要多次访问。  

2. 技术逻辑 

依赖 Hadoop 中 HDFS 的异构机制，将 HDFS 中访问磁盘属性标识为 SSD，创建

“/data/ssdindex”目录作为索引异构的 SSD 磁盘目录，并设置 One_SSD 策略；LSQL 结合 HDFS

将索引结构差异化存储，比如需要多次访问的 tim、 tip 文件可以存储在 HDFS 的

“/data/ssdindex”目录下，其他文件可以存储在 HDFS 的“/data/index”目录下，对于 LSQL 来说

“/data/ssdindex”和“/data/index”目录是一个整体；如果不设置就默认使用“/data/index”目录。

如下图所示： 

协同方案 1： 

 

 SSD 磁盘只存储 tim、tip 相关的数据，没有其副本，副本在其他介质的磁盘上。 

协同方案 2（近三天协同存储）： 

 

 SSD 磁盘只存储【tim、tip】和近 3 天的【fdx、tip、doc】相关的数据，没有其副本，

副本在其他介质的磁盘上。  

 超过 3 天的【fdx、tip、doc】相关的数据会设置“/data/ssdindex2”路径中的子目录过期

的为 Hot，比如：/data/ssdindex2/20180701 过期了，需要设置 Hot 存储策略，然后调用

HDFS 的 mover 程序将原来在 SSD 上的数据块转移到非 SSD 的磁盘介质上。  

非协同存储方案： 

 

简言之，就是从硬件设备上进行优化存储和性能，针对冷数据，采用容量大的、读写性

能不高的介质存储，比如普通的磁盘；针对热数据，实时进行查询的，经常用到的就用 SSD

进行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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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设置方法 

1. 磁盘标识 

请参考 hadoop 官方，将存储盘标记为普通盘或者 SSD： 

http://hadoop.apache.org/docs/stable/hadoop-project-dist/hadoop-hdfs/ArchivalStorage.ht

ml 

这里做下对比说明： 

修改 SSD 磁盘属性（具体操作步骤详见 LSQL 安装部署手册）： 

在含有 SSD 磁盘的节点将“hdfs-site.xml”中“dfs.datanode.data.dir”中的 SSD 磁盘对应

的文件路径前面加[SSD]，如下所示: 

<name>dfs.datanode.data.dir</name> 

<value> 

file:///hdfsdata/1/hdfsdata/data,file:///hdfsdata/2/hdfsdata/data,file:///hdfsdata/3/hdfsdat

a/data,[SSD]file:///hdfsdata/4/hdfsdata/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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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D]file:///hdfsdata/5/hdfsdata/data,[SSD]file:///hdfsdata/6/hdfsdata/data 

</value> 

也可以不同机器分别设置，如下所示： 

如果是普通盘这样设置 

<property>  

  <name>dfs.datanode.data.dir</name>  

  <value>/data1/dfs,/data2/dfs </value>  

</property> 

如果是 SSD 的盘这里要加[SSD]标识 

<property>  

  <name>dfs.datanode.data.dir</name>  

  <value>[SSD]/ssd1/dfs,[SSD]/ssd2/dfs </value>  

</property> 

注：如果该数据节点磁盘全是 SSD 盘，则每个路径前全加[SSD]，如果该节点是 SSD 盘

和 SATA 混合使用，则只在 SSD 磁盘对应的文件路径前加[SSD]。 

2. 列簇配置 

协同存储通常会跟列簇组合使用，在列簇存储里，通过下述方法配置（列簇详细使用方

法参考 4.1 列簇存储章节）： 

create columnfamily common_performance ( 

default at 'cleanday@90,yyyyMMdd' 'index@false' 'store@false' 'ssdindex@tim,doc' 

'ssdindex2@fdt,fdx' 

); 

Ssdindex，ssdindex2 为不同的协同存储。 

3. 指定策略 

具体操作步骤详见 LSQL 安装部署手册。 

(1) 创建 SSD 路径： 

# hadoop fs -mkdir -p /data/lsqlointer/ssdindex 

# hadoop fs -mkdir -p /data/lsqlointer/ssdindex2 

# hadoop fs -mkdir -p /data/lsqlointer/ssdindex3 

# hadoop fs -mkdir -p /data/lsqlointer/ssdindex4 

(2) 设置 One_SSD 策略（因版本差异，不同版本 hadoop 的命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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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oop2.6 版本： 

# hdfs dfsadmin -setStoragePolicy /data/lsqlointer/ssdindex One_SSD 

# hdfs dfsadmin -setStoragePolicy /data/lsqlointer/ssdindex2 One_SSD 

# hdfs dfsadmin -setStoragePolicy /data/lsqlointer/ssdindex3 One_SSD 

# hdfs dfsadmin -setStoragePolicy /data/lsqlointer/ssdindex4 One_SSD 

 

--Hadoop2.7/2.8 版本： 

# hdfs storagepolicies -setStoragePolicy -path /data/lsqlointer/ssdindex -policy One_SSD 

# hdfs storagepolicies -setStoragePolicy -path /data/lsqlointer/ssdindex2 -policy One_SSD 

# hdfs storagepolicies -setStoragePolicy -path /data/lsqlointer/ssdindex3 -policy One_SSD 

# hdfs storagepolicies -setStoragePolicy -path /data/lsqlointer/ssdindex4 -policy One_SSD 

(3) 取消 One_SSD 策略（因版本差异，不同版本 hadoop 的命令如下）： 

--Hadoop2.6 版本： 

# hdfs dfsadmin -setStoragePolicy /data/lsqlointer/ssdindex Hot 

# hdfs dfsadmin -setStoragePolicy /data/lsqlointer/ssdindex2 Hot 

# hdfs dfsadmin -setStoragePolicy /data/lsqlointer/ssdindex3 Hot 

# hdfs dfsadmin -setStoragePolicy /data/lsqlointer/ssdindex4 Hot 

 

--Hadoop2.7/2.8 版本： 

# hdfs storagepolicies -setStoragePolicy -path /data/lsqlointer/ssdindex -policy Hot 

# hdfs storagepolicies -setStoragePolicy -path /data/lsqlointer/ssdindex2 -policy Hot 

# hdfs storagepolicies -setStoragePolicy -path /data/lsqlointer/ssdindex3 -policy Hot 

# hdfs storagepolicies -setStoragePolicy -path /data/lsqlointer/ssdindex4 -policy Hot 

(4) 检查 One_SSD 策略（因版本差异，不同版本 hadoop 的命令如下）： 

--Hadoop2.6 版本  

# hdfs dfsadmin -getStoragePolicy /data/lsqlointer/ssdindex 

# hdfs dfsadmin -getStoragePolicy /data/lsqlointer/ssdindex2 

# hdfs dfsadmin -getStoragePolicy /data/lsqlointer/ssdindex3 

# hdfs dfsadmin -getStoragePolicy /data/lsqlointer/ssdindex4 

 

--Hadoop2.7/2.8 版本  

# hdfs storagepolicies -getStoragePolicy -path /data/lsqlointer/ssdindex 

# hdfs storagepolicies -getStoragePolicy -path /data/lsqlointer/ssdindex2 

# hdfs storagepolicies -getStoragePolicy -path /data/lsqlointer/ssdindex3 

# hdfs storagepolicies -getStoragePolicy -path /data/lsqlointer/ssdinde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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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过期数据策略更改 

配置或取消 ONE_SSD 模式后，只有新写入的数据才会生效，旧的数据不会迁移过来。

旧的数据需要通过 mover 进行数据的迁移。 

hdfs mover /data/ssdindex 

5.3.3. 附录（背景） 

1. 硬盘对比 

SSD 硬盘： 

 优点：无噪音，体积小，速度快，重量轻，发热小 

 缺点：容量相对小，价格昂贵，数据稳定性不如 SATA 

SATA 盘 

 优点：容量大，价格低，技术成熟，存储可靠 

 缺点：速度相对于固态硬盘慢，噪声大 

由此可见，SSD 硬盘的优势很明显，但是综合考虑成本和数据数据安全的问题，SSD 并

不能完全取代 SATA。 

Hadoop 在 2.6.0 版本以后引入了异构存储，就是根据存储介质的不同特性发挥各自的优

势。针对不需要多次访问的数据，采用容量大但可以读写性能一般的存储介质存储；而对于

需要多次访问的数据，可以采用 SSD 的方式存储。 

2. 异构机制 

(1) HDFS 中存储介质分类（StoragType 类中有相关定义） 

 RAM_DISK（内存） 

 SSD（固态硬盘） 

 DISK（普通硬盘，在 HDFS 中,如果没有主动声明数据目录存储类型默认都是 DISK） 

 ARCHIVE（没有特指哪种存储介质,主要的指的是计算能力比较弱而存储密度比较高的存

储介质，用来解决数据量的容量扩增的问题） 

(2) HDFS 异构存储的存储策略 

① 存储策略种类 

 Lazy_persist：一个副本保存在内存 RAM_DISK 中，其余副本保存在磁盘中 

 ALL_SSD：所有副本都保存在 SSD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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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_SSD：一个副本保存在 SSD 中，其余副本保存在磁盘中 

 Hot：所有副本保存在磁盘中，这也是默认的存储策略 

 Warm：一个副本保存在磁盘上，其余副本保存在归档存储上 

 Cold：所有副本都保存在归档存储上 

② 存储策略相关 shell 命令 

hdfs dfsadmin -setStoragePolicy 

--创建文件或目录时，其存储策略未指定,可以使用该命令指定存储策略。 

hdfs storagepolicies -setStoragePolicy -path xxx -policy xxx 

--为指定路径（数据存储目录）设置指定的存储策略 

hdfs storagepolicies -getStoragePolicy -path xxx 

--获取指定路径（数据存储目录或文件）的存储策略 

hdfs storagepolicies -unsetStoragePolicy -path xxx 

--取消存储策略；执行改命令之后该目录或者文件，以其上级的目录为准，如果是根目

录，那么就是 HOT。 

(3) HDFS 异构存储的原理 

① DataNode 通过心跳汇报自身数据存储目录的 StorageType 给 NameNode（数据存储

目录的解析/心跳汇报过程） 

② 随后 NameNode 进行汇总并更新集群内各个节点的存储类型情况 

③ 待存储文件根据自身设定的存储策略信息向 NameNode 请求拥有此类型存储介质

的 DataNode 作为候选节点 

(4) HDFS 异构存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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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FS 异构存储过程调用的流程图 

异构存储更多介绍请参考 Haoop 官方。 

5.4. 自定义汇聚存储 

5.4.1. 汇聚存储优势  

汇聚存储可以解决搜索的内容不知道在表的哪个字段中，可以做到全表匹配。再结合分

词数据类型即可做到全文检索的特性。  

5.4.2. 汇聚存储原理  

将表中已有的字段中的数据汇聚到一个新的字段中进行存储的机制，用以解决数据搜索

过程中不知道位置的问题的方法叫做汇聚存储。  

用户可以自己定义任意的字段存储到不同的或者相同的目标字段中。支持指定字段前

缀、字段下标、全字匹配的逻辑汇聚；汇聚后的字段可以存储原始的字段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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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映射表汇聚 

具体用法参考映射表章节。 

1. 创建带有汇聚功能的映射表 

汇聚例子如下： 

create mapping macpf1( 

cs1 y_string_id, 

sc1 y_string_id, 

 

cwc4_1 y_wildcard4_ism, 

 

copy_string1 y_string_idm physical@copy_string1_y_string_idm, 

copy_string2 y_string_idm physical@copy_string2_y_string_idm, 

copy_range y_string_idm physical@copy_range_y_string_idm, 

copy_txt y_wildcard4_ism physical@copy_txt_y_wildcard4_ism, 

copy_all y_wildcard4_ism  physical@copy_all_y_wildcard4_ism 

) 

tableproperties   

( 

mapping_physical_table='mp_ph',/*映射到哪张表里去*/ 

/*汇聚 1：汇聚字段名称以 cs 开头的数据（cs1），withfield@true 表示含有原始字段的

名称*/ 

copyfield='indexof@cs dest@copy_string1 withfield@true', 

/*汇聚 2：汇聚字段名称以 cs 开头的字段的数据（cs1），不含原始字段的名称*/ 

copyfield='indexof@cs dest@copy_string2', 

/*汇聚 3：汇聚字段’sc1’中的数据（copy_string1 在汇聚 1 中已做汇聚，可以继续对其

添加汇聚数据，不会对之前的内容造成覆盖），withfield@true 表示含有原始字段的名称*/ 

copyfield='equals@sc1 dest@copy_string1 withfield@true', 

/*汇聚 4：汇聚’cwc4_1’中的数据，不含原始字段的名称*/ 

copyfield='equals@cwc4_1 dest@copy_txt', 

/*汇聚 5：汇聚所有字段中的数据，withfield@true 表示含有原始字段的名称*/ 

copyfield='indexof@all  dest@copy_all  withfield@true', 

/*汇聚 6：汇聚第 2~3 个字段中的数据（sc1、cwc4_1），withfield@true 表示含有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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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的名称*/ 

copyfield='rangeof@1~2 dest@copy_range withfield@true' 

); 

 

注： 

 cs*、sc*、cwc4*：代表原始字段。  

 copy_*：代表要发往目标汇聚字段。  

 copyfield：代表字段数据汇聚关键字。  

 withfield@：true 代表汇聚字段含有原始的字段名称，该关键字不声明则代表汇聚字段

不含原始字段名称。 

 indexof@：可以使用 all 关键字匹配所有字段，也可以用字段的前缀，比如：cs，匹配

含有 cs 前缀字符的字段。  

 dest@：代表汇聚的数据发往哪个目标字段中的关键字。  

 equals@：代表需要进行汇聚的明确的字段名称的关键字。 

 

创建带有汇聚功能的映射表详情 

2. 导入数据 

(1) 原始数据（路径：/wyh/mpcpf.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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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数据图 

(2) 向映射表中导入数据的方法与物理表中导入数据的方法完全一样。示例如下： 

./load.sh -t mpcpf1 -tp txt -local -f /wyh/mpcpf.log -sp , -fl cs1,sc1,cwc4_1 

(3) 导入数据后对映射表做全表查询： 

 

映射表全表查询 

注：创建表时进行汇聚时未声明 withfield@true 的汇聚内容，在查询时只展示字段值，

如["zs"]的形式，若声明 withfield@true 关键字，展示形式为原始字段名称@字段值，如

["cs1@zs"]的形式。 

3. 查询方法 

(1) 指定字段查询： 

 select copy_string1,copy_string2,copy_range,copy_txt,copy_all from mpcpf1; 

 

指定字段查询（汇聚字段） 

(2) 汇聚字段查询（对映射表做查询，解决待查询的数据不知道属于哪个字段的问题）： 

 select * from mpcpf1; 

 select * from mpcpf1 where copy_all = ‘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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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字段映射表模糊查询 

5.4.4. 物理表汇聚 

1. 创建带有汇聚功能的物理表 

汇聚例子如下： 

create table ph1( 

cs1 y_string_id, 

sc1 y_string_id, 

 

cwc4_1 y_wildcard4_ism, 

 

copy_string1 y_string_idm , 

copy_string2 y_string_idm, 

copy_range y_string_idm , 

copy_txt y_wildcard4_ism , 

copy_all y_wildcard4_ism 

) 

tableproperties   

( 

/*汇聚 1：汇聚字段名称以 cs 开头的数据（cs1），withfield@true 表示含有原始字段的

名称*/ 

copyfield='indexof@cs dest@copy_string1 withfield@true', 

/*汇聚 2：汇聚字段名称以 cs 开头的字段的数据（cs1），不含原始字段的名称*/ 

copyfield='indexof@cs dest@copy_string2', 

/*汇聚 3：汇聚字段’sc1’中的数据（copy_string1 在汇聚 1 中已做汇聚，可以继续对其

添加汇聚数据，不会对之前的内容造成覆盖），withfield@true 表示含有原始字段的名称*/ 

copyfield='equals@sc1 dest@copy_string1 withfield@true', 

/*汇聚 4：汇聚’cwc4_1’中的数据，不含原始字段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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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field='equals@cwc4_1 dest@copy_txt', 

/*汇聚 5：汇聚所有字段中的数据，withfield@true 表示含有原始字段的名称*/ 

copyfield='indexof@all  dest@copy_all  withfield@true', 

/*汇聚 6：汇聚第 2~3 个字段中的数据（sc1、cwc4_1），withfield@true 表示含有原始

字段的名称*/ 

copyfield='rangeof@1~2 dest@copy_range withfield@true' 

); 

 

注： 

 cs*、sc*、cwc4*：代表原始字段。  

 copy_*：代表要发往目标汇聚字段。  

 copyfield：代表字段数据汇聚关键字。  

 withfield@：true 代表汇聚字段含有原始的字段名称，该关键字不声明则代表汇聚字段

不含原始字段名称。 

 indexof@：可以使用 all 关键字匹配所有字段，也可以用字段的前缀，比如：cs，匹配

含有 cs 前缀字符的字段。  

 dest@：代表汇聚的数据发往哪个目标字段中的关键字。  

 equals@：代表需要进行汇聚的明确的字段名称的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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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带有汇聚功能的物理表详情 

2. 导入数据 

(1) 原始数据（路径：/wyh/ph.log）： 

 

原始数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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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导入数据脚本： 

./load.sh -t ph1 -tp txt -local -f /wyh/ph.log -sp , -fl cs1,sc1,cwc4_1 

(3) 导入数据后对物理表做全表查询： 

 

物理表全表查询 

注：创建表时进行汇聚时未声明 withfield@true 的汇聚内容，在查询时只展示字段值，

如["zs"]的形式，若声明 withfield@true 关键字，展示形式为原始字段名称@字段值，如

["cs1@zs"]的形式。 

3. 查询方法 

(1) 模糊查询： 

 select copy_string1,copy_string2,copy_range,copy_txt,copy_all from ph1; 

 select * from ph1 where copy_all = ‘早餐’; 

 

汇聚字段物理表模糊查询 

5.4.5. 映射表&物理表对比 

1. Mapping 导入数据后显示效果 

 

映射表全表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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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able 导入数据后显示效果 

 

物理表全表查询 

5.5. Facet 统计 

5.5.1. Facet 简介 

Facet 在标签分析与画像分析中是必备的功能。facet 用于反映一个搜索词的小平面（或

者说某一个分组），即起到标签聚合统计的功能，可以像电商类网站那样的对搜索结果聚合

分类，品牌等属性。简言之，Facet 就是某一类型的标签统计，比如 xxx 年热词等等，只要

有记录，都能统计出来。  

   这类数据一般具有这样的数据特点：  

 单列统计而不会交叉  

 标签数据重复值很高，如男与女  

 有很多 null 值。 

上述场景若处于公安，交通交警与军队等行业，则面临巨大的挑战，这类行业的数据规

模更大，小则几十亿，大则几万亿，常规的商业数据库以及搜索引擎满足不了这类需求，而

这正是 LSQL 的长处。  

5.5.2. Facet 技术优势 

1. 与 ES 对比 

lsql 的 facet： 

 lsql 可以针对万亿规模的数据进行秒级的统计。 

 lsql 的 facet 并非采用将数据加载到内存的方式，而是使用非常少量的内存 

 磁盘采用近顺序读的策略，吞吐量高. 

 lsql 在索引合并与查询中并不需要不断的重构内存，在数据实时入库下，边入边算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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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也会比开源方案性能好。 

开源 ES 的统计： 

 目前开源的实现只能针对 10 亿规模以下数据的秒级统计 

 采用 docvalues 需要将映射加载到内存，需要大量的内存 

 docvalues 采用随机读写，磁盘在随机读写的吞吐量上相对于顺序读写相差一个数量级 

 每次 commit 造成的小索引合并，都要重构 docvalues 内存映射，对 CPU 与磁盘的消耗

太大。 

2. 与 Solr 对比 

Facet 这个词取自 solr，相对于 solr 这个竞品，LSQL 在 facet 上具有如下技术优势，也是

实现在万亿级别能够进行秒级统计的技术基础。  

(1) 在读取数据上，solr 需要一条一条的从磁盘随机读取，而 lsql 是一批一批的顺序读取，

而磁盘的顺序读写的性能要远远高于随即读取。  

(2) 在 null 值的处理上，如果 null 值占比很高，solr 针对 null 值也要进行一次判断，如果

null 值可以直接跳过的话会大幅度提升计算速度。而 lsql 则不需要对 null 值进行计算。  

(3) 在异构策略上，因实际项目中考虑项目的经济性，往往将 ssd 硬盘、sata 硬盘等多重硬

盘混合在一起使用。这这种策略下，通常将随即读写较多的索引部分存储在固态硬盘上，

而将数据和备份存储在相对比较廉价的 sata 盘上。因存储机制的不同 solr 的统计实现

是从 sata 盘上获取数据而再进行统计的，lsql 是从固态硬盘上读取，两种盘的性能截然

不同。  

(4) 在内存上，solr 是将一个列的值或者 ord 全部构建在内存里，内存消耗大,因现实项目预

算不可能提供几百 tb 规模的内存，故百亿以上根本不可能。而 lsql 则没有这种问题，lsql

仅消耗少量内存来计算，不像 solr 那样过分依赖内存。  

(5) 在实时数据导入上，solr 会因数据的实时变动而不断的对内存映射进行重建，重建开销

太大了，所以通常来说 solr 在统计模式下只能处理静态索引。而 lsql 这种方法，数据可

以实时导入，而且还能同时进行 facet 统计。  

(6) 在存储上，solr 需要同时创建索引和存储部分才能进行统计，null 值也必须占用空间，

而新技术仅使用索引部分，存储体积比原先能减少至少三分之二，且 null 不占存储。  

(7) 在计算上，万亿场景针对每个分组，用户可以接受只要告诉用户这个分组的数据条数超

过 xxx(如 5000 条)即可，不必全部计算。solr 必须要将每个分组的数据全部计算完毕才

能返回，很多计算是浪费掉的，而 lsql 则支持这样的操作，不用将每个组全部条数据都

计算出来，达到设定的条数后，就可以直接开始计算下一组的数据。  

(8) 在检索上，万亿场景没必要将匹配到的数据全部返回，用户大部分情况下看不了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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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用户会设定一个阈值，系统只需要返回匹配到的前一万条即可。solr 的检索必须要

检索到全部的记录才行，即使匹配了上万亿，也要全部检索出来，solr 不会对是否已经

达到了匹配条数而进行判断，而 lsql 可以通过设定一个期望返回的数据条数，如 10000。

在检索过程中达到期望值后直接中断返回。除此之外，lsql 是先查最近几天的，如果最

近几天的数据能满足达到 10000 条的要求，则后续几天的数据就可以不必进行检索，

而直接返回了。而往往最近几天的数据是存储在固态上的，返回很快，通过这种方式减

少计算量，重而提升整体响应时间。  

(9) 在大范围扫描上，solr 对像 1* ，2*，以及大范围的 range 扫描这样的查询会直接查挂，

系统会直接崩掉。而 lsql 技术则不会，对此有较好的处理，不会查挂。  

(10) 在任务管控上，solr 针对一个已经发出去的请求无法撤销，即使 SQL 写错了也不行，必

须执行完毕。而 lsql 每个查询都有超时时间的限制，如果超过配置时间没有执行完成，

会自动杀掉。可以看每个查询的执行进度，也可以直接 kill 掉。  

5.5.3. Facet 使用 

1. cl.facet.fl 的使用 

--按照性别、学历进行分类统计 

select sex,education from facet where 

syskv='cl.facet.fl:sex,education' 

limit 4; 

 

--按照性别、学历进行分类统计 

--cl.facet.group.max.count 用来决定每个分组统计值达到 200 后就不在继续统计，从而节

省计算资源 

select sex,education from facet where 

syskv='cl.facet.fl:sex,education' 

and syskv='cl.facet.group.max.count:200' 

lim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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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 该处 cl.facet.group.max.count 设置为 200，但在实际统计过程中为了考虑到每个 executor

读取的数量差异，故单个 executor 的实际统计结果为设置值的 1.3 倍，即总的统计结果

为 200*1.3*1=260（本次测试软件 executor 数为 1）。 

(2) 该处 cl.facet.group.max.count 参数仅适用于每个 executor 中数据量均匀的情况。若每个

executor 中数据分布不均，则回导致统计结果出现错误。 

--按照性别、学历进行分类统计 

--如果设置 limit 0 则只返回 facet 结果，不会返回数据明细 

select sex,education from facet where 

syskv='cl.facet.fl:sex,education' 

limit 0; 

 

--按照性别、学历、去过的城市进行分类统计 

--多值列也可以使用 fac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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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设置 limit 0 则只返回 facet 结果，不会返回数据明细 

select sex,education,city from facet where 

syskv='cl.facet.fl:city' 

limit 4; 

 

--按照性别、学历、去过的城市进行分类统计 

--多值列也可以使用 facet 

--如果设置 limit 0 则只返回 facet 结果，不会返回数据明细 

select sex,education,city from facet where 

syskv='cl.facet.fl:city' 

limit 0; 

 

2. cl.facet.fq 的使用 

--对年龄在 0-18 以及 22-60 周岁的人群进行统计 

-- cl.facet.group.max.count 用来决定每个分组统计值达到 1000 后就不在继续统计，从而

节省计算资源。  

select * from facet where  

syskv='cl.facet.fq:q1:age>=0 and age<18' and syskv='cl.facet.fq:q2:age>22 and age<60' 

and syskv='cl.facet.group.max.count:1000' 

limit 4; 



  

 

 - 115 - 

 

--对年龄在 0-18 以及 22-60 周岁的人群进行统计 

-- cl.facet.group.max.count 用来决定每个分组统计值达到 1000 后就不在继续统计，从而

节省计算资源 

----如果设置 limit 0 则只返回 facet 结果，不会返回数据明细 

select * from facet where  

syskv='cl.facet.fq:q1:age>=0 and age<18' and syskv='cl.facet.fq:q2:age>22 and age<60' 

and syskv='cl.facet.group.max.count:1000' 

limit 0; 

 

3. 组合使用 

--按照性别、学历进行分类统计 

--对年龄在 0-18 以及 22-60 周岁的人群进行统计 

-- cl.facet.group.max.count 用来决定每个分组统计值达到 1000 后就不在继续统计，从而

节省计算资源 

select sex,education,city from facet where  

syskv='cl.facet.fl:sex,education' and 

syskv='cl.facet.fq:q1:age>=0 and age<18' and syskv='cl.facet.fq:q2:age>22 and age<60' 

and syskv='cl.facet.group.max.count:1000' 

lim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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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照日期分区分批次返回 

配置 cl.highpriority.partition 如何分区返回 ，以及配置 cl.highpriority.facet.count 控制

数量达到多少即可停止不在继续请求。 

也通常与 cl.facet.group.max.count 组合使用，来决定每个分组统计值达到多少后就不在

继续统计，从而节省计算资源。 

select age from facet  

where partition like '%' and age like '1*' 

and syskv='cl.facet.fl:age'  

and syskv='cl.highpriority.partition:day_1@day_4@day_16@day_64' 

and syskv='cl.highpriority.facet.count:1000' 

and syskv='cl.facet.group.max.count:1000' 

 lim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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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 facet 表内分区如下： 

 

改小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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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限制搜索，只搜索到 TOPN 个结果即可 

 

再缩小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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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限制超时时间搜索，只搜索到 TOPN 个结果即可 

可以通过 cl.search.max.collect.return.break.size、cl.sql.execute.timeout.secs 来控制搜索，

控制匹配到的结果数。  

select count(*) from facet where partition = '20191202'  

and syskv='cl.search.max.collect.return.break.size:30000'; 

  

select count(*) from facet where partition = '20191202'  

and syskv='cl.sql.execute.timeout.secs:120'; 

  

select count(*) from facet where partition = '20191202'  

and syskv='cl.search.max.collect.return.break.size:30000'  

and syskv='cl.sql.execute.timeout.secs: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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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LSQL 高级特性 

6.1. 基于 RamIndexFilter 的筛选 

6.1.1. 基本原理 

 

 RamIndexFilter 会先将检索匹配到的数据放到内存中； 

 然后将这些内存中的数据通过 p2p 的方式传递到每个待计算节点； 

 在 executor 中直接使用 RamIndexFilter 进行索引级别的筛选与过滤。 

6.1.2. 使用场景 

在如下场景中，我们需要对 A 表数据进行筛选，然后将筛选后的结果跟另外一张表进

行关联碰撞。如果筛选后的结果，内存可以放的下，就可以考虑使用 RamIndexFilter 来提升

关联碰撞的性能。因为使用 RamIndexFilter 是直接使用索引进行关联的，并非采用暴力扫描

的方式进行关联，关联碰撞性能会有大幅提升。 



  

 

 - 121 - 

 

6.1.3. 使用方法 

1. 标签分词碰撞 

该方法可以使用在分词的列，也可以用于非分词的列（只适用 wildcard4 类型的分词），

termlike[N]必须至少匹配 N 个词 才能命中。“@termlike2@content@0”表示至少匹配 2 个

词、匹配字段名为 content 的列、使用放入 RamIndexFilter 中的第一个字段。 

RamIndexFilter@0000000001:10240:over_rand@  

select explode(split('50,66,3,40,5,54',','))  

@RamIndexFilter 

 

select * from rif where partition like '%'  

and lucene_query_s like 'RamIndexQuery@termlike2@content@0@{RamIndexId:000000

0001}' 

limit 10; 

 

rif 表中只有 id 为 1 的记录 content 字段值可以被放入 RamIndexFilter 中的数据命中两次

（5、54），故查询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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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D 等值碰撞 

用于匹配身份，MAC 等 ID 类型。这个功能经常用来替代 exists in 的查询。 

RamIndexFilter@0000000001:10240:over_rand@  

select explode(split('50,66,3,40,5,54',','))  

@RamIndexFilter 

 

select * from rif where partition like '%'  

and lucene_query_s like 'RamIndexQuery@term@age@0@{RamIndexId:0000000001}' 

limit 10; 

 

3. 带有范围的筛选，如时间  

这里的 query 是 lucene 的 query，TO 与 AND 必须是大写，否则会报错。 

RamIndexFilter@0000000001:1024:over_rand@  

select kakou ,time-600 as time_begin,time+600 as time_end  

from ( select * from carinfo where car_id='浙 ASE864')tmp  

@RamIndexFilter 

 

select tmp.car_id,count(*) as cnt,count(distinct tmp.kakou) as dist_cnt 

fr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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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car_id,kakou from carinfo2 where 

lucene_query_s like 'RamIndexQuery@query@kakou:{RamIndexParam} AND time:{{RamI

ndexParam} TO {RamIndexParam}}@0,1,2@{RamIndexId:0000000001}'  

) tmp group by tmp.car_id order by dist_cnt desc limi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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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基于 Morton 的地理位置检索 

6.2.1. 基本使用 

1. 创建实例 

能支持 geo 查询的数据类型必须为 y_geopoint_idmp。 

create table geo_example( 

id y_string_id, 

geoname y_string_id, 

geodata y_geopoint_idmp 

); 

2. 导入数据 

(1) 数据样例 

1) 每条数据一个点： 

{"tablename":"geo_example","partition":"test","id":1, 

"geoname":"102.72242222037083,28.88523027458959 ", 

"geodata":"102.72242222037083,28.88523027458959 "}  

2) 每条数据 2 个点，每个点之间以空格隔开，当然写成 json 数组也可以： 

{"tablename":"geo_example","partition":"test","id":1, 

"geoname":"102.72242222037083,28.88523027458959  

103.72242222037083,29.88523027458959 ", 

"geodata":"102.72242222037083,28.88523027458959  

103.72242222037083,29.88523027458959 "} 

(2) 导入测试数据 

sh load.sh -t geo_example -p test1 -tp json -local -f /wyh/test.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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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表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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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筛选方法 

(1) 圆形区域匹配 

 

查询语句如下： 

select count(*) from geo_example where partition like '%'   

and SYS_JSON_QUERY@{ 

            query_type:"geo" 

            ,geo_type:"circle" 

            ,field:"geodata" 

            ,list:["99.71,29.38"] 

            ,radius:1000 

        }@SYS_JSON_QUERY  

 limit 20; 

查询结果如下图所示（查询半径不同，匹配到的结果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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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形区域匹配 

 

查询语句如下： 

select count(*) from geo_example where partition like '%'   

and SYS_JSON_QUERY@{ 

            query_type:"geo" 

            ,geo_type:"box" 

            ,field:"geodata" 

            ,list:["99.71,29.38"] 

            ,radius:10000 

        }@SYS_JSON_QUERY  

 limit 20; 

查询结果如下图所示（查询半径不同，匹配到的结果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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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边形区域匹配 

 

查询语句如下（至少 4 个点，且因多边形要求闭合，第一个与最后一个点必须相同）： 

select count(*) from geo_example where partition like '%'   

and SYS_JSON_QUERY@{ 

            query_type:"geo" 

            ,geo_type:"polygon" 

            ,field:"geodata" 

            ,list:["105.39,45.40","99.50,29.20","110.50,29.20","105.39,45.40"] 

        }@SYS_JSON_QUERY  

 limit 20;   

查询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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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eohash 网格汇聚 

 

查询语句如下： 

select geohash_s,count(*) as cnt from geo_example where partition like '%'   

and SYS_GEO_QUERY@{ 

            field:"geodata" 

            ,minLon:"99.50" 

            ,minLat:"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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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Lon:"110.50" 

            ,maxLat:"45.40" 

             ,precision:4 

        }@SYS_GEO_QUERY  

group by geohash_s order by cnt desc 

 limit 20; 

查询结果如下图所示（geohash 分块标识在第 4 章节中有所介绍）： 

 

6.2.2. 相似轨迹匹配（按匹配条件个数排序） 

1. 匹配算法 

Lsql 的默认打分机制是根据 TF/IDF 算法，即词频算法。 

 TF：分词项在文档中出现的次数（term frequency）。 

 IDF：代表分词项在多少个文档中出现（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但在进行轨迹匹配时需要按照匹配的条件个数排序，匹配个数多的排在前面。 

2. 创建实例 

create table geo_match( 

id y_string_id, 

geoname y_string_id, 

geodata y_geopoint_idm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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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导入数据 

测试数据如下所示（标红为几条轨迹数据的不同之处）： 

{"tablename":"geo_match","partition":"test","id":1, 

"geoname":"102.72242222037083,28.88523027458959 

110.72242222037083,28.88523027458959 99.72242222037083,28.88523027458959 ", 

"geodata@geo5000":"102.72242222037083,28.88523027458959 

110.72242222037083,28.88523027458959 99.72242222037083,28.88523027458959 "} 

{"tablename":"geo_match","partition":"test","id":2, 

"geoname":"102.72242222037083,28.88523027458959 

110.72242222037083,28.88523027458959 90.72242222037083,28.88523027458959 ", 

"geodata@geo5000":"102.72242222037083,28.88523027458959 

110.72242222037083,28.88523027458959 90.72242222037083,28.88523027458959 "} 

{"tablename":"geo_match","partition":"test","id":3, 

"geoname":"102.72242222037083,28.88523027458959 

120.72242222037083,28.88523027458959 90.72242222037083,28.88523027458959 ", 

"geodata@geo5000":"102.72242222037083,28.88523027458959 

120.72242222037083,28.88523027458959 90.72242222037083,28.88523027458959 "} 

{"tablename":"geo_match","partition":"test","id":4, 

"geoname":"100.72242222037083,28.88523027458959 

130.72242222037083,28.88523027458959 90.72242222037083,28.88523027458959 ", 

"geodata@geo5000":"100.72242222037083,28.88523027458959 

130.72242222037083,28.88523027458959 90.72242222037083,28.88523027458959 "} 

 

./load.sh -t geo_match -p test -tp json  -local -f /wyh/testMatch.json 

导入数据后全表查询结果如下： 

select * from geo_match  where partition like '%' limi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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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轨迹匹配检索 

(1) 描点 

 轨迹匹配，需要对导入的两个经纬度之间，进行描点，以体现出轨迹匹配，lsql 默认在

两个经纬度点之间从两头向中间最多描 100 个点。 

 注意：描完点后的经纬度的值，会很多，膨胀率较高，一般仅用于轨迹匹配，不要做

其他用途。另外描点距离越近，精度越高，但膨胀率越高。 

 如果要对导入的经纬度数据进行进行描点，需要导入数据的时候在列名字上做特殊处

理。 

 kafka 导入 （注意绿色部分） 

    原先 

{ 

'table':'geo_match' 

,'partition':'default' 

,'id':'1' 

,'geoname':'test' 

,'geodata':'100.72242222037083,28.88523027458959 

130.40751616748125,31.369586323194188 90.71391535438913,29.393961382032614' 

} 

按照 5000 米描点的写法 

{ 

'table':'geo_match  ' 

,'partition':'default' 

,'id':'1' 

,'geoname':'test' 

,'geodata@geo5000':'100.72242222037083,28.88523027458959 

130.40751616748125,31.369586323194188 

90.71391535438913,29.393961382032614' 

} 

 离线导入 

json 写法与上述 kafka 导入类型，不再细述。 

分隔符方式的导入以@分隔符为例(注意绿色部分) 

原先写法： 

./load.sh -t geo_match -p default -tp txt -fl id,geoname,geodata -f /load /1.log -s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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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5000 米描点写法： 

./load.sh -t geo_match -p default -tp txt -fl id,geoname,geodata@geo5000 -f /load/1.log -sp 

0x09 

(2) 普通排序语法 

 radius 为匹配半径，meters 为描点距离，radius 通常来说大于等于 meters 

 percent:表示最小匹配的点数，小于该值的记录不会被检索出来 

select * from geo_match where partition like '%' and   

        SYS_JSON_QUERY@{ 

            query_type:"geo" 

            ,geo_type:"track" 

            ,field:"geodata" 

            ,list:["100.72242222037083,28.88523027458959","130.72242222037083,28.

88523027458959","90.72242222037083,28.88523027458959"] 

            ,radius:10000 

            ,meters:5000 

            ,percent:20 

        }@SYS_JSON_QUERY  

 limit 20;   

查询结果如下图所示： 

 

(3) 按匹配条件个数排序语法(注意绿色部分的写法) 

select id, geoname,geodata, cl_score_y_double_d  from geo_match where partition like 

'%' and  

 SYS_SCORE_QUERY@ 

        SYS_JSON_QUERY@{ 

            query_type:"geo" 

            ,geo_type:"track" 

            ,field:"geo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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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t:["100.72242222037083,28.88523027458959","130.72242222037083,28.

88523027458959","90.72242222037083,28.88523027458959"] 

            ,radius:10000 

            ,meters:5000 

            ,percent:20 

        }@SYS_JSON_QUERY  

@SYS_SCORE_QUERY 

order by cl_score_y_double_d desc 

 limit 20;   

查询结果如下图所示： 

 

记录匹配 condition 个数越多的得分越高，排名越靠前，会首先返回，而普通排序功能

无此效果。 

6.2.3. 必备函数 

 CL_GEO_DISTANCE(tmp.geodata,6.1,8.3) as distance //计算两点之间的距离 

 CL_GEO_UNHASH(tmp.geodata) //用于将 morton 值解析出经纬度 

 CL_GEO_HASH(lon,lat) //用于将经纬度数据解析成 morton 值 

 



  

 

 - 137 - 

6.2.4. 附录（背景） 

1. Geohash 描述 

(1) GeoHash 编码 

地理位置检索服务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小到共享单车、高德地图，大到飞行航线轨

迹。上述服务中很多相关功能都可以通过 GeoHash来实现，Lucene/Solr 中也有应用到

GeoHash，通过 GeoHash创建索引、查询索引以及距离的计算等等。 

Lucene内部 sandbox 包支持地理位置检索，默认实现可以支持方形，圆形和多边形的

地理位置检索。 

GeoHash 算法本质上是空间索引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将整个地球设想为一个二维平

面，将地球上所有区域展开平铺之后通过递归分解将该平面切分为 32个模块。之后再将其

中的模块再进行分块，随着范围不断缩小，位置精度也越来越高。每个分块都由一定的标识

来表示该块。而地球上所有经纬度坐标都会通过 GeoHash算法转变为一个唯一的 base32标

识，该标识对应上述分块的标识，一层一层的确定分块位置，最终便可通过标识找到具体的

地理位置。 

首先贴出 base32 编码表： 

 

base32 编码表 

对于给定的一组经纬度数据（116.389550， 39.928167），使用二分法无限逼近。对纬

度 39.928167进行编码： 

1) 区间[-90,0),[0,90]，39.928167在右区间内，取 1； 

2) 区间 [0,45),[45,90]，39.928167在左区间内，取 0； 

3) 区间 [0,22.5),[22.5,45]，39.928167 在右区间内，取 1； 

4) 不断递归进行二分拆解，慢慢缩小范围（最多缩小 13次）... 

5) 最终纬度编码为 1 1 0 1 0 0 1 0 1 1 0 0 0 1 0； 

 

对经度 116.389550做上述操作，可得经度编码 1 0 1 1 1 0 0 0 1 1 0 0 0 1 1。 

得到经纬度的二进制位后需要对其进行合并。奇数位取纬度，偶数位取经度，每次取其

二进制位的一位（不足为取 0），最终合并成一个新的二进制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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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0 11101 00100 01111 0000 01101 

每 5位为一个 10进制数，换算过来为 28、29、4、15，0，13。通过换算过来的 5个十

进制数便可对照上面的 base32表得到该经纬度对应的 encode标识：wx4g0e。将标识编码转

换为经纬度的 decode 算法与之相反。 

经过以上过程，便可将一长串经纬度数据简化为一段短小的 url标识——wx4g0e。 

在得到标识之后，便可以只通过标识在地图上寻找对应的具体位置了。首先现在已分好

的板块中找到 W。找到 W块后，再将 W块进行分块，从子块之中找到 X块。随后继续将 X块

细分，从 X块的子块中找到 4块。以此类推...随着不断地细分，直至找到 wx4g0e对应的子

块。 

在该子块对应的区域内，即一定的经纬度范围内，他们的标识相同。也就是说，每一个

字符串标识，都代表了而某一矩形区域。在这个矩形区域内的所有点，都共享 GeoHash字符

串标识，这样既可以保护隐私，又容易做缓存。 

(2) GeoHash 优势 

GeoHash因为是字符串查询，本身是比较耗时的。但当其做了索引之后，其查询速度是

快于普通查询的，尤其是当第二次命中时查询速度比普通查询二次命中会更快。原因也很简

单：单列索引、单列命中显然是高于多列的。GeoHash查询出来的仅仅是某个范围内的数据，

需要对返回的数据在进行距离运算，排序后最近的便是。其优化效率主要体现在范围查询上。

由上述分析可知，GeoHash是相当有用且高效的一个算法，这个算法通过无穷的细分，能确

保将每一个小块的 geohash值确保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这样就为灵活的周边查找和范围查找

提供了可能。 

(3) GeoHash 缺陷 

GeoHash算法也存在一定的缺陷。由于 GeoHash 算法采用的是 Peano 空间填充曲线，虽

然能够将将二维空间转换成一维曲线，但 Peano 空间填充曲线最大的缺点就是突变性，有些

编码相邻但距离却相差很远，比如 0111与 1000，编码是相邻的，但距离相差很大。虽然 geo

确实尽可能的将位置相近的点 hash到了一起，可是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实际上也并不可

能，因为毕竟多一维坐标)，例如在图中的红点虽然和上方的白点离的很近，可是它们的

geohash值一定有差别，因为他们所属子块并不同；虽然在视野上红点和黑点离的很远，但

他们因为同属一个子块，事实上 geohash值相同。很多时候我们对 geohash的值进行简单的

排序比较，结果貌似真的能够找出相近的点，并且似乎还是按照距离的远近排列的，可是实

际上会有一些点被漏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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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hash 误差示意图 

2. Morton 码 

眼下有一替代 geohash的方案——morton 码（莫顿码）代替 GeoHash。针对现有剖分模

型的不足，有效避免了传统经纬度格网模型在高纬度地区的形状退化和正多面体格网模型的

面片形状不规则问题。通过 morton码，实现了面片编码与传统地理坐标之间的转换和邻接

关系的计算，弥补了上述 GeoHash算法中因地球不规则性和纬度变化带来的缺陷。 

Morton码可以将多维数据转化为一维数据编码，根据一维编码位数可确定多维数据保

留精度，是一种比较常用的压缩编码方法，尤其是作为哈希表的映射算法等，加速了树结构

数据的存储和访问速度。 

Morton编码也叫 z-order code ，因为其编码顺序按照空间 z序，编码结果展现为一种

Z形的填充曲线。 

 

Morton 编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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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ucene 在实现地理位置检索上的缺点 

由于 morton码仅能用来表达一个方形的区域，而 lucene在实现圆形，多边形地理位置

检索的时候是先基于 morton筛选出一个大致的范围，然后对筛选出来的每一条记录进行二

次验证与剪切，以达到精确匹配的目的。 

目前 lucene的二次验证采用的是 DocValues 实现，DocValues字段是一个面向列存储

的字段，DocValues 是在 Lucene4.0引入的新特性，属于正向索引。它存储文档编号到字段

值正向关系的索引。 

基于 DocValues实现二次验证和剪切存在较多的随机 IO，如果命中的记录条数很多，

会导致整体地理位置检索性能非常的差。 

(2) 改进办法 

原先采用 docvalues或正排数据进行地理位置（如圆形，多边形）的二次校验，也即原

先进行地理位置（如圆形，多边形）的二次校验读取的数据分布在磁盘的不同位置，不连续。

如下图所示： 

 

数据分布示意图 

更改为将相同的地理位置的数据存储存储在一起，通过构造连续数据，减少随机读取的

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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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之后数据分布示意图 

 

6.3. Ldrill 多列联合倒排索引 

6.3.1. 背景介绍 

近年来随着各个行业数据量的大幅度增长，使得存储费用和管理费用也随之增长，面对

海量数据的 OLAP 需求，行存储数据库在统计数据的时候会消耗大量的时间做映射。对海量

数据的操作，使得数据库性能受到计算机内存和硬盘的限制。为了减少存储费用和对机器配

置的需求，数据库系统采用压缩数据的方法保存数据。为了方便 OLAP 的统计需求，采用了

列存储数据的方法。但是传统的列存储是针对单列存储，多列之间并未建立关联，数据也没

有按照顺序排列，这样在多列统计的场景效率提升并不明显。 

现有技术存在的缺点： 

1. 现有的列存储数据库当需要读取某条记录的所有属性的时候，列存储数据库不再高

效。因为需要读取每个列属性文件的相应行的内容，浪费大量的 IO 时间。 

2. 目前的列存储内部多列之间时独立排序，在基于多列的分组统计时消耗过多的 cpu

和 io 资源。 

3. 现有的列存储数据库压缩比不高。 

4. 现有的列存储数据库执行引擎访问数据的基本单位是单个属性值，列数据库对属性

值的访问存在大量的跳跃访问和随机访问严重影响查询性能。 

常规的 lucene 是对单列建立倒排索引，包括字典和倒排表，数据存储的格式为行存，

但是这种存储格式并不适合统计场景，当需要对单列进行分组的查询时，可以通过 lucene

的倒排表，因为原生 lucene 倒排表中 term 有序分组速度还可以接受，但是当对多列进行分

组统计时就需要依赖 lucene 的 docvalue，但是 docvalue 不是有序存储，所以只能将数据加

载到内存做排序,效率不高。修改为对多列建立索引，有以下几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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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快统计与检索场景的速度。 

2. 实现多层次关系分析。 

3. 提升 TopN 排序速度。 

4. 加快数据导出的速度。 

6.3.2. 多列联合倒排索引 ldrill 

1. 多列联合倒排索引特点  

(1) 每列之间采用列存储。  

(2) 预先干预数据的排序分布,让列存储的压缩更有效。  

(3) 依据查询构造顺序读取。  

(4) 多个列之间有层次关系。  

(5) 结合分块存储。  

2. 应用场景  

(1) 统计与检索。  

(2) 多层次的关系分析。  

(3) TOP N 排序。  

(4) 因存储连续，适合数据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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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原理图 

 

6.3.3. 使用方法 

1. 基本概念 

(1) olap_key: 

1) 按照 olap_key 预先干预数据的分布 

2) olap_key 的每一列均是列存储 

3) olap_key 的每一列采用多种不同的压缩算法 

4) 尽量将识别率高的列排在前面 

① 如用来过滤筛选的手机号,虽然压缩比一般,可以有效利用索引先过滤; 

② 或者那些重复值很高的列,如性别，省份，协议等 可以有非常高的压缩比。 

 

(2) olap_value: 

1) 跟随着 olap_key 后面存储,连续存储 

2) 可以存储多个值,但并非按列存储,压缩方法采用 lz4 

3) 一般用来存储一些长文本数据 

4) 不可以进行 scan 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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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表方法 

     create table olap_test( 

     s_high y_string_is, 

     s_middle y_string_is, 

     s_low y_string_is, 

 

     l_high y_long_is, 

     l_middle y_long_is, 

     l_low y_int_is, 

 

     d_high y_double_is, 

     d_middle y_double_is, 

     d_low y_double_is, 

 

     hlll_1 y_ldrill_imp 'olap_key@s_high,s_low,l_low,d_low' 'olap_value@l_high,d_high', 

     hmll_2 y_ldrill_imp 'olap_key@l_high,l_middle,l_low,s_low' , 

     mlll_1 y_ldrill_imp 'olap_key@s_middle,s_low,l_low,d_low' 'olap_value@l_high,d_high', 

     mmll_2 y_ldrill_imp 'olap_key@d_middle,l_middle,l_low,s_low' , 

 

     lllh_1 y_ldrill_imp 'olap_key@s_low,l_low,d_low,s_high' 'olap_value@s_low,d_high', 

     llmh_2 y_ldrill_imp 'olap_key@l_low,s_low,l_middle,l_high'  , 

     lllm_1 y_ldrill_imp 'olap_key@s_low,l_low,d_low,s_middle' 'olap_value@s_low,d_high', 

     llmm_2 y_ldrill_imp 'olap_key@l_low,s_low,d_middle,l_middle'  , 

 

     hl_1 y_ldrill_imp 'olap_key@s_high,s_low' 'olap_value@l_high,d_high', 

     hm_2 y_ldrill_imp 'olap_key@l_high,l_middle'  , 

     ml_1 y_ldrill_imp 'olap_key@s_middle,s_low' 'olap_value@l_high,d_high', 

     mm_2 y_ldrill_imp 'olap_key@d_middle,l_middle'  , 

 

     ll_1 y_ldrill_imp 'olap_key@s_low,l_low' 'olap_value@d_low', 

     ll_2 y_ldrill_imp 'olap_key@l_low,s_l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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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结合列簇，将不同的列分开，存储到不同的存储介质中： 

   create columnfamily olap_test ( 

        default at 'index@true' 'store@false'  

        ,hlll_1 at 'fields@hlll_1' 'index@true' 'store@false'  

        ,hmll_2 at 'fields@hmll_2' 'index@true' 'store@false'  

        ,mlll_1 at 'fields@mlll_1' 'index@true' 'store@false'  

        ,mmll_2 at 'fields@mmll_2' 'index@true' 'store@false'  

        ,lllh_1 at 'fields@lllh_1' 'index@true' 'store@false'  

        ,llmh_2 at 'fields@llmh_2' 'index@true' 'store@false'  

        ,lllm_1 at 'fields@lllm_1' 'index@true' 'store@false'  

        ,llmm_2 at 'fields@llmm_2' 'index@true' 'store@false'  

        ,hl_1 at 'fields@llmm_2' 'index@true' 'store@false'  

        ,hm_2 at 'fields@llmm_2' 'index@true' 'store@false'  

        ,ml_1 at 'fields@llmm_2' 'index@true' 'store@false'  

        ,mm_2 at 'fields@llmm_2' 'index@true' 'store@false'  

        ,ll_1 at 'fields@llmm_2' 'index@true' 'store@false'  

        ,ll_2 at 'fields@llmm_2' 'index@true' 'store@fa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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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询使用方法 

(1) 测试数据如下： 

 

(2) 导入语句如下： 

sh load.sh -t olap_test -p all_50yi_002 -tp txt -local -f /wyh/ldrill.log -sp , -fl 

s_high,s_middle,s_low,l_high,l_middle,l_low,d_high,d_middle,d_low 

(3) 查看表数据： 

 

(4) 仅扫描 olap_key(按列存储,不需要的列不扫描) 

select s_high,s_low,l_low from olap_test where partition like 'all_50yi_002'   

and syskv='ldrill.name:hlll_1'    limit 20; 

 

(5) 同时扫描 olap_key 与 olap_value 

注：olap_value 不同的是整体压缩,查一个列与查询所有的列,IO 是一样的,且 Olap_value

里面的列不能参与过滤, 他也会加载 doclist 文件,速度略慢,但因为是顺序读,且有 lz4 压缩,性

能一般也比 docvalues 快 

select s_high,s_low,l_high from olap_test where partition like 'all_50yi_002'   

and syskv='ldrill.name:hlll_1'    limi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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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带检索条件 from to，如果 from==to 相当于等值查询，尽量将需要过滤的列放在第一位，

适合 http 协议那种根据 key 直接导出一批大的结果 

--等值查询 

select  s_high,s_low,l_low from olap_test where partition like 'all_50yi_002'   

and syskv='ldrill.name:hlll_1'   

and syskv='ldrill.form:SYS_URL_ENCODE@['za']@SYS_URL_ENCODE'   

and syskv='ldrill.to:SYS_URL_ENCODE@['za']@SYS_URL_ENCODE'    

limit 20;   

 

--范围查询 

select  s_high,s_low,l_low from olap_test where partition like 'all_50yi_002'   

and syskv='ldrill.name:hlll_1'   

and syskv='ldrill.form:SYS_URL_ENCODE@['za']@SYS_URL_ENCODE'   

and syskv='ldrill.to:SYS_URL_ENCODE@['zd']@SYS_URL_ENCODE'    

limit 20;   

 

(7) 通配符*的使用 

select  s_high,s_low,l_low from olap_test where partition like 'all_50yi_002'   

and syskv='ldrill.name:hlll_1'   

and syskv='ldrill.form:SYS_URL_ENCODE@['*','zc']@SYS_URL_EN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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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yskv='ldrill.to:SYS_URL_ENCODE@['*','zc']@SYS_URL_ENCODE'    

limit 20; 

 

select  s_high,s_low,l_low from olap_test where partition like 'all_50yi_002'   

and syskv='ldrill.name:hlll_1'   

and syskv='ldrill.form:SYS_URL_ENCODE@['*','*','9']@SYS_URL_ENCODE'   

and syskv='ldrill.to:SYS_UR L_ENCODE@['*','*','16']@SYS_URL_ENCODE'    

limit 20;   

 

(8) 也可以与其他检索条件组合使用，但是要借助 doclist 进行 bitset 比对，会有 doclist 的

额外开销，性能相对于纯粹的 from to 会差一些。 

select  s_high,s_low,l_low from olap_test where partition like 'all_50yi_002'   

and syskv='ldrill.name:hlll_1'   

and syskv='ldrill.form:SYS_URL_ENCODE@['*','*','9']@SYS_URL_ENCODE'   

and syskv='ldrill.to:SYS_URL_ENCODE@['*','*','16']@SYS_URL_ENCODE'   

and s_low='zc'    

limit 20;   

 

(9) 统计 

select l_low,count(*) from olap_test where partition like 'all_50yi_002'  and 

syskv='ldrill.name:ll_1'  group by l_low  limi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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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ldrill 的统计是可以多列的，这是它的特点 

select s_low,l_low,count(*) from olap_test where partition like 'all_50yi_002'   

and syskv='ldrill.name:ll_1'  group by s_low,l_low  limit 20; 

 

(11) 对于某一个筛选值下面的统计,如筛选某一手机号,统计某一局部数据,这样筛选范围数

据量就少了,而且这些数据还是连续存储 

select d_middle,l_middle,count(*) from olap_test where partition like 'all_50yi_002'   

and syskv='ldrill.name:mm_2'  

and syskv='ldrill.form:SYS_URL_ENCODE@['30.0']@SYS_URL_ENCODE'   

and syskv='ldrill.to:SYS_URL_ENCODE@['50.0']@SYS_URL_ENCODE'  

group by d_middle,l_middle   

limit 20; 

 

select l_middle,count(*),avg(d_middle),max(d_middle),min(d_middle),sum(d_middle)  

from olap_test where partition like 'all_50yi_002'   

and syskv='ldrill.name:mm_2'  

and syskv='ldrill.form:SYS_URL_ENCODE@['*','15256372889']@SYS_URL_ENCODE'   

and syskv='ldrill.to:SYS_URL_ENCODE@['*','15289790327']@SYS_URL_ENCODE'  

group by l_middle   

limi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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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d_middle,count(*),avg(l_middle),max(l_middle),min(l_middle),sum(l_middle)  

from olap_test where partition like 'all_50yi_002'   

and syskv='ldrill.name:mm_2'  

and syskv='ldrill.form:SYS_URL_ENCODE@['30.0']@SYS_URL_ENCODE'   

and syskv='ldrill.to:SYS_URL_ENCODE@['50.0']@SYS_URL_ENCODE'  

group by d_middle  limit 20; 

 

(12) 数据导出,仅导出 olap_key 

export json overwrite  /data/export/test2 select s_middle,s_low,l_low,d_low  

from olap_test where partition like 'all_50yi_002'   

and syskv='ldrill.name:mlll_1'  

and syskv='ldrill.form:SYS_URL_ENCODE@['zb']@SYS_URL_ENCODE'   

and syskv='ldrill.to:SYS_URL_ENCODE@['ze']@SYS_URL_EN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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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处测试所用的 LSQL 为单机版，故导出后文件存放在本地指定路径（如为集群版，

则存放在 HDFS 上）。导出的文件数量与 executor 数有关。 

(13) 数据导出,很多时候,往往需要将 olap_value 中的大块的值也导出去,这个时候只能读

doclist,但是好在是顺序读取 

export json overwrite /wyh/export/test2  select s_middle,s_low,l_low,d_low,l_high,d_high  

from olap_test where partition like 'all_50yi_002'   

and syskv='ldrill.name:mlll_1'  

and syskv='ldrill.form:SYS_URL_ENCODE@['zb']@SYS_URL_ENCODE'   

and syskv='ldrill.to:SYS_URL_ENCODE@['ze']@SYS_URL_ENCODE';  

 

 

(14) group by 只能做一种请求,如果一次请求要返回多种汇总数据,可以借助 facet. 

--不返回数据明细  

select * from olap_test where partition like 'all_50yi_002'  

    and 

syskv='cl.facet.ldrill:SYS_URL_ENCODE@{'name':'ll_1','fl':'s_low,l_low','from':['*'],'to':['*']}@SYS_

URL_ENCODE'  

    and 

syskv='cl.facet.ldrill:SYS_URL_ENCODE@{'name':'ll_2','fl':'l_low,s_low','from':['*'],'to':['*']}@SYS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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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_ENCODE'    

 limit 0; 

 

结合过滤筛选的 facet： 

select * from olap_test where partition like 'all_50yi_002'  

    and 

syskv='cl.facet.ldrill:SYS_URL_ENCODE@{'name':'ll_1','fl':'s_low,l_low','from':['zc','5'],'to':['zi','12']

}@SYS_URL_ENCODE'  

    and 

syskv='cl.facet.ldrill:SYS_URL_ENCODE@{'name':'ll_1','fl':'s_low,l_low','from':['zc','12'],'to':['zf','18

']}@SYS_URL_ENCODE'  

 

    and 

syskv='cl.facet.ldrill:SYS_URL_ENCODE@{'name':'ll_2','fl':'l_low','from':['9'],'to':['17']}@SYS_URL_

ENCODE'    

 limit 0; 

 

4. 伴随分析 

伴随分析是一种常见的分析任务，常用来做同行、同住、同乘、同飞等碰撞分析。此处

举例利用 ldrill 与 RamIndexFilter 相结合通过基站数据及手机 MAC 地址来快速对手机进行伴

随分析。 

 

 

 

 



  

 

 - 153 - 

 

 

 

(1) 建表 

 point_id y_string_is  --手机的 mac 地址 

 mubiao_id y_string_is --基站 ID 

 time_sec y_long_is  --与基站交互的时间 

 time_min y_long_is  --与基站交互的时间 

create table tongxing ( 

point_id y_string_is 

,mubiao_id y_string_is 

,time_sec y_long_is 

,time_min y_long_is 

) 

tableproperties( 

ldrill=' olap_name@bansui olap_key@mubiao_id,time_min olap_value@point_i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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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导入数据 

sh load.sh -t tongxing -tp txt -local -f /wyh/testbasestation.txt -fl 

point_id,mubiao_id,time_sec,time_min -sp , 

 

(3) 全表扫描 

 

(4) 通过基站对手机进行伴随分析 

通过待分析的手机 MAC 地址检索出该手机在某段时间内经过的所有基站，并将基站数

据以及经过的该基站的时间（误差为±300s）放入 RamIndexFilter 中，再结合 ldrill 与全部数

据集进行碰撞，快速返回伴随该手机的其他手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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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IndexFilter@0000000001:10240:over_rand@  

select mubiao_id as id,from_unixtime(unix_timestamp(cast(time_min as 

string),'yyyyMMddHHmm')-300,'yyyyMMddHHmm') as 

time_start,from_unixtime(unix_timestamp(cast(time_min as 

string),'yyyyMMddHHmm')+300,'yyyyMMddHHmm') as time_end  from  

( 

select mubiao_id,time_min from tongxing where partition like '%' and 

point_id='ebfe3ac2-50a3-4b74-856b-58e6d3a62ba6'  

) tmp 

@RamIndexFilter 

 

select point_id,count(*) as dist,sum(cnt) as cnt from ( 

select  point_id,mubiao_id,count(*) as cnt from tongxing  where partition like '%'  and 

syskv='ldrill.name:bansui'  and 

syskv='ldrill.form:RamIndexQuery@0,1@0,2@{RamIndexId:0000000001}'   group by 

point_id,mubiao_id  

) dist1  group by point_id order by dist desc 

 limit 200;   

返回结果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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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主从集群 

6.4.1. 主从简介 

LSQL 在主从集群上需要启动两个 LSQL，两个 LSQL 是在进程上的资源隔离。 

在主上面可以进行数据的导入、删除以及查询。从只能负责数据的查询。 

启动多个 lsql 集群，一主多从。  

 在主上面做数据写入。从做查询。  

 与 mysql 不同的是，主从共享同一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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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从复制 

6.4.2. 配置方法 

主从集群，需要在两个不同的机器上配置。 

在 lsql_env.sh 里配置： 

export CL_SERVER_ROLE=primary   #为主集群,切记,主集群只能由一个,不能有多

个,否则会相互冲突,有可能引起数据丢失 

export CL_SERVER_ROLE=standby   #为只读集群 

 

--如果在从集群里，为了节省资源，有些表不希望加载，可以通过在 lsql_site 文件中，

配置 cl.partxxxxx.skip.tablelist 来跳过 

cl.partxxxxx.skip.tablelist=.*olap.*;.*lsql.* 

配置完毕后，在 1210 页面上可以看到集群角色为 primary 或 standby。 

6.5. 过载保护 

6.5.1. 过载保护 

对查询资源进行限制，如果超过设定的资源，则主动停止该 SQL 的运行。 

6.5.2. 解决问题 

 *查询导致系统崩溃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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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uffle 达到过载保护的阈值，则中断此 SQL，保证系统服务正常 

 文件读写量的过载控制 

 SQL 任务执行时间的控制-超时则 kill 

6.5.3. 开启 shuffle 数据倾斜自动识别 

1. 在 config/spark/spark-defaults.conf 里添加如下配置项（单位为 byte）： 

spark.shuffle.io.limitSize=true    #是否启用过载保护 

spark.shuffle.io.maxrwSize=5120000000  #原先默认过载保护的阈值 

spark.shuffle.io.agg.records=10240000  #新发现的聚集部分的过载保护，限制条数，此

处 shuffle 的 io 并不大，故只能采用条数进行判断。 

spark.shuffle.io.sort.maxrwSize=5120000000  #sort 部分的过载保护的阈值 

spark.shuffle.io.collection.maxrwSize=5120000000  #collection 部分的过载保护的阈值 

2. 在 config/spark/spark-defaults.conf 里修改如下配置项： 

spark.sql.shuffle.partitions=256 #该参数代表了 shuffle read task 的并行度，该值默认是

32，当机器数量增加至 100 台时需将该值调整为 256。增加 shuffle read task 的数量，可以让

原本分配给一个 task 的多个 key 分配给多个 task，从而让每个 task 处理比原来更少的数据，

通过提高 shuffle 操作的并行度来有效缓解和减轻数据倾斜的影响。 

6.5.4. 关闭过载保护 

在 config/spark/spark-defaults.conf 里修改为如下配置项： 

spark.shuffle.io.limitSize=false    #不启用过载保护 

6.5.5. 过载保护其他配置项 

1. 过载保护 1 

配置项 
运行时 

动态设置 
默认值 说明 

cl.query.multi.termquery.throw.error 不可以 true 

超过 term 允许你遍历的个数，是抛错还是直接返

回数据，当用户进行*或者范围检索时，如果扫描

的范围太大，影响了性能，有系统查挂的风险时，

系统会进行过载保护，进行过载保护的方式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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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返回数据而不抛错，true 则中断当前查询抛错

给用户 

cl.query.multi.termquery.size 可以 10240 

当用户进行*或者范围检索时，扫描的 term 数量超

过多少会触发系统过载保护行为，默认 term 允许

你遍历的个数 

cl.search.max.collect.return.break.size 可以 无限制 
where 检索的时候，检索命中多少条数后直接 

break 返回  

cl.sql.execute.timeout.secs 可以 600 
运行时，一条 SQL 期望在多少秒内执行完毕，如

果没有执行完毕，则会自动 kill 这条 SQL 的执行 

cl.sql.execute.max.mb 可以 102400 
运行时，一条 SQL 期望的 IO 读取限制，默认限制

每个进程 1024mb 

2. 过载保护 2 

配置项 
运行时 

动态设置 
默认值 说明 

cl.sql.parser.auto.add.limit 不可以 true 如果 SQL 没写 limit 自动是否自动补 limit 

cl.sql.parser.auto.add.limit.default.rows 不可以 1024 
自动补的 limit 的大小，用户 SQL 不写 limit，默认

限制的返回条数 

syskv='sys.forbid.sql.auto.limit:true'  可以  
在 sql 中动态添加该参数，可以显示禁用自动添

加 limit,注意这里设置 false 无效 

cl.mdrill.max.forbid.limit.rows 不可以 
10000

000 

在 sql 中能够使用的最大 limit 的大小，超过改值

会被禁用，并报错 

cl.mdrill.max.allow.limit.rows 不可以 30000 
mdrill 模式最多允许的 limit 大小，offset+rows 的

和，超过了，就不能翻页，只能走 spark 了 

cl.groupby.combine.max.hashmap.size 可以 5000 
mdrill 方式能够进行的最大分组数，如果超过此

值，则会通过 spark 进行分组 

cl.highpriority.partition 可以 null 

 

在 mdrill 模式的检索里 ，按照日期分区分批次返

回 

配 置  如 何 分 区 返 回  ， 以 及 配 置 

cl.highpriority.facet.count 控制 数量达到多少即

可停止不在继续请求 

在 facet 逻 辑 里 也 可 以  通 常 与

cl.facet.group.max.count 组合使用，来绝对每个

分组统计值 达到多少后就不在继续统计，从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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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计算资源 

select s1 from common_example001  

where partition like '%' and s1 like '3*' 

and syskv='cl.facet.fl:s1'  

and 

syskv='cl.highpriority.partition:day_1@day_4@day

_16@day_64' 

and syskv='cl.highpriority.facet.count:30000' 

and syskv='cl.facet.group.max.count:5000' 

limit 5  

 

6.6. 权限管理 

6.6.1. 权限规则 

1. 在配有主从集群时建议在主节点上做权限相关操作 

2. 只有管理员和超级管理员才有将数据导入至表中的权限 

3. 管 理 员 用 户 赋 予 的 是 以 整 表 为 单 位 的 权 限 ， 所 有 能 赋 予 的 权 限 为

create/select/truncate/delete/drop 

4. 管理员建表需要超管授权后才能创建，即使这张表不存在，直接创建也是没有权限的；

管理员只具备 create 权限时，创建表后默认具备 select 权限，show tables 需要的权限与

select 一致，但从 create 衍生而来的 select 权限不予以显示 

5. 普通用户只能赋予 select 的权限，具体分为列级权限 columns 和行级权限 rows，其中行

级权限需要以列级权限为基准，行级权限是对列级权限更进一步的限制，即只有行级权

限是查看不到表数据的 

6. 管理员用户对普通用户赋权是在管理员用户所拥有的权限基础上对普通用户赋权 

7. 管理员用户所有赋权均为追加操作，可先赋予一个权限，之后再赋予其他权限 

8. 普通用户只有赋予行级权限 rows 时为覆盖操作（行级权限一次只可赋予一行权限），

以最后一次赋权信息为最终行级权限信息，赋予列级权限 columns 时为追加操作（列级

权限可以按列进行赋权） 

9. 管理员用户可一次回收一个或多个或所有权限，但普通用户只能一次回收所有列的查询

权限，而不能一列一列的回收权限 

10. 回收不存在的权限时会显示成功，但实际没有需要回收的权限信息 

11. 如果操作失误赋予了不符合要求的权限信息，可以基于 revoke 对比操作失误输入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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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进行回收，不符合要求的权限信息不会生效，但会予以显示 

6.6.2. 用户操作 

1. 创建用户 

操作指令中会举例说明 SQL 具体语法。 

注：以下操作请保证在主节点（primary）进行操作，从节点（standby）会自动同步用

户权限信息，如果在从节点操作，主节点在内存中的用户权限信息会与 HDFS 中文件保存的

用户权限信息不一致，需要在主节点上重复操作。 

用户一共分为三类：超级管理员、管理员以及普通用户。 

a. 创建管理员 

create admin user 用户名 identified by ‘密码’; 

create admin user rovisuk identified by ‘qwerty’; 

 

b. 创建普通用户 

create user 用户名 identified by '密码'; 

create user rktest identified by ‘qwerty’; 

 

c. 删除用户，只有超级管理员有权限删除用户 

所有类别用户均使用此语法，超级管理员无法删除 

drop user 用户名; 

drop user rovisuk; 

drop user rktest; 

 

以上操作需要在超管 root 使用 beeline 登录 LSQL 完成，创建管理员成功之后的 JDBC 连

接就需要通过密码来访问了，例： 

connection conn = DriverManager.getConnection("jdbc:hive2://master:10009/default", 

"rovisuk", "123456"); 

2. 查看用户权限 

a. 查看当前所有用户，以及用户类别，所有用户类别均有权限查看 

show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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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查看某个用户当前所拥有的权限，所有用户类别均有权限查看，超管权限拥有最高

级别权限，不予显示，没有的权限显示为 NULL 

show grant user 用户名; 

#管理员显示包含表名以及对整表的权限 

show grant user rovisuk; 

#普通用户显示包含表名，列名和行的权限 

show grant user rktest; 

 

3. 修改密码 

a. 每个用户都可以修改自己的密码，但只有超级管理员才能修改其他用户的密码 

alter user 用户名 identified by ‘密码’; 

alter user rovisuk identified by '123456'; 

alter user rktest identified by '123456'; 

6.6.3. 赋权操作 

1. 超级管理员 

(1) 对管理员 

a. 赋予一张或多张表或所有表的所有权限，具体权限信息查看权限规则 

grant all[.*] table1[table1,table2,…,tableN][all][.*] to admin user 用户名; 

grant all pri_tb1 to admin user rovisuk; 

grant all pri_tb1,pri_tb2 to admin user rovisuk; 

grant all all to admin user rovisuk; 

 

b. 赋予以 pri 为前缀名的所有表所有权限，此处只能使用.*匹配 

grant all pri.* to admin user 用户名; 

 

c. 只赋予一张或多张表某个或多个权限 

grant type1[type1,type2,…,typeN] table1[table1,table2,…,tableN] to admin user 用户名; 

grant create[select][truncate][delete][drop] pri_tb1 to admin user rovisuk; 

grant create,select[truncate][delete][drop] pri_tb1,pri_tb2 to admin user rovis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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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普通用户 

a. 赋予一张表或多张表或所有表的一列或多列或所有列的查询权限，所有列省略写 

grant select table1,table2,…,tableN[all] column1,column2,…,columnM[省略] to user rktest;  

grant select pri_tb1 col1,col2 to user rktest; 

grant select pri_tb1 to user rktest; 

grant select all to user rktest; 

 

b. 赋予一张表或多张表的某一行权限，注意，需要结合列级权限进行赋权，如果未赋

予列级权限直接赋予行级权限，用户仍然查询不到数据 

grant rows on table1,table2,…tableN to user rktest where 列名=值; 

grant rows on pri_tb1,pri_tb2 to user rktest where col1=1; 

 

2. 管理员 

(1) 对普通用户 

a. 创建用户 

create user rk identified by '123456'; 

 

b. 赋予一张表或多张表，某列或多列中一行的权限 

grant select all to user rk; 

grant select table1,table2,…,tableN to user rk; 

grant select table1 column1,column2,…,columnM to user rk; 

grant select table1,table2,…,tableN column1,column2,…,columnM to user rk; 

grant rows on pri_tb1 to user rk where col1=6; 

 

6.6.4. 回收权限 

1. 超级管理员 

(1) 对管理员 

a. 回收一张表或多张表或所有表某个或多个或所有权限 

revoke type1,type2,…,typeN[all][.*] table1,table2,…,tableN[all] from admin user rovisuk; 

revoke all pri_tb1 from admin user rovis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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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oke create[select][truncate][delete][drop] pri_tb1 from admin user rovisuk; 

revoke create,select pri_tb1,pri_tb2 from admin user rovisuk; 

revoke all all from admin user rovisuk; 

(2) 对普通用户 

a. 回收所有表的查询权限 

revoke select all from user 用户名; 

 

b. 只回收一张表或多张表的查询权限，收回列级权限后，就无法再进行查询 

revoke select table1,table2,…,tableN from user 用户名; 

 

c. 只回收行级查询权限，保留列级查询权限 

revoke rows on table1,table2,…tableN from user 用户名; 

 

2. 管理员 

管理员对普通用户的权限回收请参照超级管理员回收普通用户的指令。  

6.7. 不同表不同分片 

6.7.1. 使用背景 

目前部分业务中存在表的数量很多，但是每张表的数据很少的情况。这会造成文件数量

很多，导致分布式文件系统压力很大，故针对小表，我们可以通过减少分片的方式，从而减

少文件数量。 

6.7.2. 使用方法 

注意 partcount 部分的写法 ；partcount 的值如果为 0 则会写所有分片（默认值）。 

下面按照例子分别说明： 

 2：表示默认值，当后面所有的规则都没有匹配上会取该值 

 mm@8：如果分区名含有 mm 关键字，则会使用 8 个分片 

 single@1：如果分区名含有 single 关键字，则会使用 1 个分片 

 all@0：如果分区名含有 all 关键字，则会使用所有分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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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yyyMMdd_3@6: 最近 3 天的分区，转换为 yyyyMMdd 后如果能匹配上，会写 6 个分片 

 yyyyMM_20@5 : 最近 20 天的分区，转换为 yyyyMM 后如果能匹配上，会写 5 个分片（适

用于部分按月分区的情形） 

 yyyy_60@3: 最近 60 天的分区，转换为 yyyy 后如果能匹配上，会写 3 个分片（适用于

按年分区的情形） 

create table olap_test( 

s_high y_string_is, 

s_middle y_string_is, 

s_low y_string_is, 

 

l_high y_long_is, 

l_middle y_long_is, 

l_low y_int_is, 

 

d_high y_double_is, 

d_middle y_double_is, 

d_low y_double_is  

 

) 

tableproperties 

( 

partcount='2 mm@8 yyyyMMdd_3@6 yyyyMM_20@5 yyyy_60@3 single@1 all@0 ', 

); 

 

6.7.3. 实时模式配置 

实时模式需要依赖 kafka 的 dispatch 设置，dispatch 名称不可更改，必须是这个名字。 

cl.stream.reader.list=xxx 其他 topic,dispatch 

 

kafka.topic.dispatch=dispatch_test_topic 

bootstrap.servers.dispatch=10.10.12.7:9092,10.10.12.8:9092,10.10.12.9:9092,10.10.12.10:9

092 

kafka.group.dispatch=dispatch_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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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fka.conf.params.dispatch= 

##dispatch 目前 kafka 与 json 的设置不可以变,且 kafka 的 partition 的数量>=lsql 的进程数

*每个进程的分片数(非常重要) 

cl.stream.consumer.class.dispatch=cn.lucene.plugins.service.stream.api.impl.CLKafkaConsu

mer 

cl.stream.parser.class.dispatch=cn.lucene.plugins.service.stream.api.impl.CLJsonParser 

6.7.4. 对数据量较大的 topic 禁用转发功能 

不同表不同分片的 kafka 模式,可以针对数据量较大的 topic 禁用转发功能，以提高性能。 

可以通过"kafka.dispatch"+prefix=false 来单独控制某个 topic 是否禁用,true 表示禁用，不

配置或者 false 表示不禁用。 

6.7.5. 不同表不同分片，可以按照视图表进行 hash 

不同表不同分片，可以按照视图表进行 hash(目前仅限实时模式)，可以根据表名或字段

名 hash 1~多个不同的分片中去，这个功能属于备用功能，在特定的场景会用到： 

tableproperties 

( 

partcount='4', 

dispatchfield='mapping_name@2' 

); 

6.7.6. 测试过程 

测试日期为 20190616。 

1. 实时导入测试 

测试 1: 

sh ./kafka.sh mm_kafka_001 1000000  

#命中 mm 应该为 8 个分片 1000000 条记录 

测试 2: 

sh ./kafka.sh mm_kafka_002 1000000  

#命中 mm 应该为 8 个分片 1000000 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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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3: 

sh ./kafka.sh 20190616_kafka 1000000  

#命中 yyyyMMdd_3 应该为 6 个分片 1000000 条记录 

测试 4: 

sh ./kafka.sh 20190602_kafka 1000000  

#命中 yyyyMM_20 应该为 5 个分片 1000000 条记录 

测试 5: 

sh ./kafka.sh 20190402_kafka 1000000  

#命中 yyyy_60 应该为 3 个分片 1000000 条记录 

测试 6: 

sh ./kafka.sh 20180302_kafka 1000000  

#无命中 应该为 2 个分片 1000000 条记录 

测试 7: 

sh ./kafka.sh kafka_single 1000000  

#命中 single 应该为 3 个分片 1000000 条记录 

测试 8: 

sh ./kafka.sh mm_mix_001 1000000  

#命中 mm 应该为 8 个分片 1000000 条记录  

测试 9: 

sh ./kafka.sh single_mix_001 1000000  

#命中 single 应该为 3 个分片 1000000 条记录 

测试 10: 

sh ./kafka.sh mix_001 1000000  

#无命中 应该为 2 个分片 1000000 条记录 

测试 11: 

sh ./kafka.sh all_kafka_001 1000000  

#命中 all 应该为 16 个分片 1000000 条记录 

2. 离线导入测试 

测试 1: 

 ./load.sh -t olap_test -p mm_load_001 -tp txt -f /data/example/scan/c -sp , -fl 

s_high,s_middle,s_low,l_high,l_middle,l_low,d_high,d_middle,d_low  

#命中 mm 应该为 8 个分片 1000000 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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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2: 

 ./load.sh -t olap_test -p mm_load_002 -tp txt -f /data/example/scan/c -sp , -fl 

s_high,s_middle,s_low,l_high,l_middle,l_low,d_high,d_middle,d_low  

#命中 mm 应该为 8 个分片 1000000 条记录 

测试 3: 

 ./load.sh -t olap_test -p 20190616_load -tp txt -f /data/example/scan/c -sp , -fl 

s_high,s_middle,s_low,l_high,l_middle,l_low,d_high,d_middle,d_low  

#命中 yyyyMMdd_3 应该为 6 个分片 1000000 条记录 

测试 4: 

 ./load.sh -t olap_test -p 20190602_load -tp txt -f /data/example/scan/c -sp , -fl 

s_high,s_middle,s_low,l_high,l_middle,l_low,d_high,d_middle,d_low  

#命中 yyyyMM_20 应该为 5 个分片 1000000 条记录 

测试 5: 

 ./load.sh -t olap_test -p 20190402_load -tp txt -f /data/example/scan/c -sp , -fl 

s_high,s_middle,s_low,l_high,l_middle,l_low,d_high,d_middle,d_low  

#命中 yyyy_60 应该为 3 个分片 1000000 条记录 

测试 6: 

 ./load.sh -t olap_test -p 20190302_load -tp txt -f /data/example/scan/c -sp , -fl 

s_high,s_middle,s_low,l_high,l_middle,l_low,d_high,d_middle,d_low  

#无命中 应该为 2 个分片 1000000 条记录 

测试 7:  

./load.sh -t olap_test -p load_single -tp txt -f /data/example/scan/c -sp , -fl 

s_high,s_middle,s_low,l_high,l_middle,l_low,d_high,d_middle,d_low  

#命中 single 应该为 3 个分片 1000000 条记录 

测试 8:  

./load.sh -t olap_test -p mm_mix_001 -tp txt -f /data/example/scan/c -sp , -fl 

s_high,s_middle,s_low,l_high,l_middle,l_low,d_high,d_middle,d_low  

#命中 mm 应该为 8 个分片 2000000 条记录 (有实时导入的 100 万) 

测试 9:  

./load.sh -t olap_test -p single_mix_001 -tp txt -f /data/example/scan/c -sp , -fl 

s_high,s_middle,s_low,l_high,l_middle,l_low,d_high,d_middle,d_low  

#命中 single 应该为 3 个分片 2000000 条记录 (有实时导入的 100 万) 

测试 10:  

./load.sh -t olap_test -p mix_001 -tp txt -f /data/example/scan/c -sp , -fl 

s_high,s_middle,s_low,l_high,l_middle,l_low,d_high,d_middle,d_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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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命中 应该为 2 个分片 2000000 条记录 (有实时导入的 100 万) 

测试 11:  

./load.sh -t olap_test -p all_load_001 -tp txt -f /data/example/scan/c -sp , -fl 

s_high,s_middle,s_low,l_high,l_middle,l_low,d_high,d_middle,d_low  

#命中 all 应该为 16 个分片 1000000 条记录 

6.8. 均匀返回 

6.8.1. 按列均匀返回技术 

实际业务中不同种类的数据会有严重的倾斜现象，很可能某个协议的数据占整体 95%

以上，因为 100 个表，代表了 100 种不同的协议，但是有的协议数据多，有的协议数据少，

这样返回的结果往往都是同一种类的数据。 

该功能可以让每个协议的数据都有所返回，均匀的呈现给用户，即使这个协议的数据很

少，也是能够看到的。不会让用户看到的都是一个协议的数据。 

6.8.2. 使用例子 

下面例子为按照 label 列进行均匀返回： 

select * from {table} where partition='{partition}' and syskv='cl.dist.avg.fl:label' limi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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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异步返回 

6.9.1. 异步返回技术 

 lsql 的异步返回 

如果一个检索命中的结果数很多，lsql 采用异步返回，当有记录满足条件后立即返回，

虽然整体的响应时间没有变，但是用户见到第一条数据的时间则会大大缩短。边查边返

回数据，快速展现数据。 

 ES 的同步返回 

如果一个检索命中的结果数很多，ES 是采用等所有的结果均检索完毕才返回给用户，

用户见到数据时间太晚。 

6.9.2. 异步配置 

1. 有些查询不需要排序，对返回顺序没要求，可以查询到数据后立即返回。 

通过 cl.sql.request.async.batch.size 配置每批返回多少条。 

2. 有些查询，由于配置了异构策略，最近的日期，在 SSD 盘上，性能较好。如果最近日

期的数据已经够了返回条数，就没必要返回比较老的日期的冷数据了。 

通过 cl.highpriority.partition 参数控制，哪些天的数据高优先级返回（可参考 4.4.3.Facet

使用章节）； 

如果配置成 day_1@day_7@day_15 则表示先请求当天的，再请求 7 天的，然后请求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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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5 天的，如果数据还不够，则去请求所有的日期。  

6.10. 大文件存储  

6.10.1. 存储需求  

LSQL 需支持文件体的存储管理和下载功能，例如给定 bcp 文件，内容为关键字段值（例如

身份证，姓名等）及文件路径（例如/data/SFZ.jpg），LSQL 根据需求进行存储规划。  

 

6.10.2. 存储方案  

LSQL 独特的大文件存储技术，直接存储在 HDFS 之上，内置集成了对 2M 以上规模的字

段的存储支持，针对大文件，图片有良好的解决方案，因此不会因为存储太大而影响索引的

入库效率。  

针对以上需求，lsql 将分为两部分处理：  

1. 首先，针对 2M 及 2M 以下的文件体，lsql 的解决方案如下：  

(1) 创建相应表结构，文件体字段设为 lsql 可识别的特殊字段类型（类型待定）；  

(2) 将文件体按照一定规则转换格式（如二进制格式），再转换成 kafka 的 json 数组格

式进行数据导入；  

(3) 通过关键字段检索，lsql 自动根据第二步的规则将文件体转换回原文件体格式并展

示；  

2. 其次，针对 2M 以上的文件体，lsql 的解决方案如下：  

(1) 创建 http 共享目录,通过 http 方式 lsql 可以将图片等下载过来，并存储到 hdfs 里  

(2) 创建相应表结构，文件路径设为 lsql 可识别的特殊字段类型（类型待定）；  

(3) 将 bcp 数据入库，lsql 通过文件体路径特殊类型将共享目录下的文件拉取到 hdfs 上

存储；  

(4) 通过关键字段检索出文件体的下载路径 streamID（如 select streamID,name from lsql 

where sfz='220323199305261664';）;  

(5) lsql 根 据 streamID ， 通 过 流 的 方 式 将 文 件 下 载 下 来 （ 如

http://127.0.0.1:1210/streamidsfz=220323199305261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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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3. 具体用法 

目前可以支持 http 与 hdfs 上的大文件上传与下载。 

1. 准备工作 

关于 hdfs 和本地的测试文本、图片、视频作为被储存对象。 

建表和建列簇，并且包括含有特殊列簇和普通列簇，其中列簇名包含 hdfscolumnfamily

为特殊列簇（其中 hdfscolumnfamily 不区分大小写）。 

2. 建表和建列簇语句 

create table info( 

l_id y_string_is, 

l_hdfspath y_string_is 

); 

 

create columnfamily info( 

Default at 'index@true' 'store@false' 

,nonhdfs at 'fields@l_id' 'index@true' 'store@true' 

,hdfsColumnFamily_001 at 'fields@l_hdfspath' 'index@true' 'store@true' 

); 

注：此处创建表时字段必须为行存，创建列簇时列簇均需开启数据列簇管理，即

'store@true'。 

3. 测试文本数据 

(1) 测试 hdfs 文本的列簇功能 

1) 数据入库： 

sh load.sh -t info -tp txt -f /testhdfsdata.txt -sp , -fl l_id,l_hdfspath 

2) 数据库可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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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 l_hdfspath 的路径黏贴在 10.10.12.7:1210/columnfamily?val=的固定路径后面即可下载

数据（10.10.12.7 为测试节点 ip）： 

 

4) 将下载的数据和从 hdfs copyToLocal 的数据源进行 md5 比对： 

 

(2) 测试服务器上的 https 的数据源 

1) 数据入库： 

sh load.sh -t info -tp txt -f /testlocaldata.txt -sp , -fl l_id,l_hdfspath 

 

2) 数据库可查看到： 

 

3) 将 l_hdfspath 的路径黏贴在 10.10.12.7:1210/columnfamily?val=的固定路径后面即可下载

数据： 

 

4) 将下载的数据和服务器上的数据源进行 md5 比对： 

 

4. 测试图片数据 

(1) 测试 hdfs 的图片数据 

1) 数据入库： 

sh load.sh -t info -tp txt -f /testhdfsimage.txt -sp , -fl l_id,l_hdfspath 

2) 数据库可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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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 l_hdfspath 的路径黏贴在 10.10.12.7:1210/columnfamily?val=的固定路径后面即可下载

数据： 

 

4) 将下载的数据和从 hdfs copyToLocal 的数据源进行 md5 比对： 

 

(2) 测试 https 的图片数据。 

1) 数据入库： 

sh load.sh -t info -tp txt -f /testlocalimage.txt -sp , -fl l_id,l_hdfspath 

2) 数据库可查看到： 

 

3) 将 l_hdfspath 的路径黏贴在 10.10.12.7:1210/columnfamily?val=的固定路径后面即可下载

数据： 

 

4) 将下载的数据和服务器上的数据源进行 md5 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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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测试视频数据 

(1) 测试 hdfs 的视频数据。 

1) 数据入库： 

sh load.sh -t info -tp txt -f /testhdfsvideo.txt -sp , -fl l_id,l_hdfspath 

2) 数据库可查看到： 

 

3) 将 l_hdfspath 的路径黏贴在 10.10.12.7:1210/columnfamily?val=的固定路径后面即可下载

数据： 

 

4) 将下载的数据和从 hdfs copyToLocal 的数据源进行 md5 比对： 

 

(2) 测试 https 的视频数据。 

1) 数据入库： 

sh load.sh -t info -tp txt -f /testlocalvideo.txt -sp , -fl l_id,l_hdfspath 

2) 数据库可查看到： 

 

3) 将 l_hdfspath 的路径黏贴在 10.10.12.7:1210/columnfamily?val=的固定路径后面即可下载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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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下载的数据和服务器上的数据源进行 md5 比对： 

 

6.11. 数据快照 

6.11.1. 快照介绍 

人为误操作是不可避免的，因管理制度的不同，仅仅是概率大小的不同。而实际情况每

个厂商也均出现过因为误操作，将客户积累多年的数据给弄丢的情况。而数据丢失则有可能

会给用户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快照功能是在发生误删后恢复数据最佳的方式， 

基于 lsql 的快照策略： 

1. 删除数据找回 

lsql 的索引支持快照，如果因为人为误操作等原因，清理掉了数据，传统的 ES 集群是

无法找回丢失的数据的，而 lsql 则可以将误删的数据从快照中找回，避免数据丢失带来

的巨大损失。本身创建快照不会像异步备份那样耗费太多的成本，不需要单独复制数据

出去，创建速度很快，一个 1PB 的集群 2~3 秒就可以创建一个快照。 

2. 升级回退 

快照在升级的时候也非常有用，一旦升级失败，有可能因为 BUG 和兼容性等原因，造

成之前的旧索引损坏，数据丢失，而快照在这种升级失败情况下的回退是一个很好的安

全保障。 

建议启用快照，如果不启用会有如下风险： 

1. 一旦误操作，将数据清理掉，则无法恢复数据，数据永久丢失。 

2. 程序升级有可能存在索引不兼容的问题，一旦没升级好，索引损坏了，则无法回退。 

6.11.2. 快照使用 

1. 创建快照 

在/opt/software/lsql/sbin/目录中添加 snapshot.sh 脚本实现数据创建快照，定期对 hd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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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进行备份，以防误删数据。 

使用样例： 

sh snapshot.sh    需要创建快照的路径  此目录能创建的快照最大数量 

lsql/sbin/snapshot.sh      /data       3 

参数 3 标识保留最近三个快照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将快照放到定时任务里，每天创建一次快照。 

2. 查看快照 

查看.snapshot 下快照是否生成成功： 

hadoop fs -ls /data/.snapshot/ 

快照生成后也可以在 hdfs 的 50070 页面看到生成的快照。 

3. 快照恢复 

hadoop fs -cp /data/.snapshot/20191125162639 /data/ 

6.12. 基于 kafka 数据误删数据的恢复 

一般设置 kafka 数据保留七天 ，假如删除了七天之内的数据，可以通过如下方法进行

数据恢复 

6.12.1. 数据误删 

1. 表分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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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误删数据前的数据分布情况 

 

3. 数据被删除 

 

6.12.2. 数据恢复步骤 

1. 停掉 lsql 

[root@mini3 sbin]# sh /opt/software/lsql/sbin/stop.sh 

2. 基于当前时间点为 lsql 在 hdfs 上的目录做快照，以免误操作，将数据删除。 

[root@mini3 sbin]# sh /opt/software/hgs/lsql/sbin/snapshot.sh /data-pr 3 

下面是快照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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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改 lsql 的 hdfs 目录  

修改文件 lsql/config/site/lsql-env.sh 

export CL_HDFS_PATH=/data-pr 修改为 export CL_HDFS_PATH=/data-recover 

修改 kafka 消费， 修改其消费的组名,文件为 lsql/config/site/lsql-site.properties 

原始配置： 

 

只修改 group 名称： 

 

看蓝色笔圈起来的部分 如果有多个配置就修改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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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创建需要的目录文件 

手动在 hdfs 上建目录，‘hdfs’命令请根据具体目录来拼写命令路径 

/opt/software/hadoop/hadoop/bin/hdfs dfs -mkdir /data-recover 

如果有 ssd 的配置请根据需要 建立 ssd 目录。 

以本例为主  /data-pr/ssdindex 是 ssd 的配置，则改变目录后需要手动建立 

/data-recover/ssdindex 并将该目录设置为 One_SSD。 

 

5. 启动 lsql 

现在启动 lsql 将数据恢复到/data-recover 下面 

[root@mini3 site]# sh /opt/software/hgs/lsql/sbin/start.sh 

6. 等待 kafka 的消费进度到 100% 

以下为刚开始是的消费进度 

 

等待消费进度为 100%，如图： 

 

7. 停止 lsql 

sh /opt/software/hgs/lsql/sbin/stop.sh 

8. 数据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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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于删除的数据是 20200115 分区 

故只需将该分区的数据拷贝到原 lsql 目录下 /data-pr 

将 /data-pr/index/person/index/20200115、/data-pr/ssdindex/person/index/20200115 移

动到一个备用目录 

sh hdfs dfs  -mkdir /data-pr/old-data #创建临时目录 

#将普通磁盘 ssd 磁盘的数据移动到/data-pr/old-data 下 

sh hdfs dfs -mv  /data-pr/index/person/index/20200115 /data-pr/old-data 

sh hdfs dfs -mv  /data-pr/ssdindex/person/index/20200115 

/data-pr/old-data/ssd-20200115  

(2) 将重新生成的数据移动到/data-pr 下 

将/data-recover/index/person/index/20200115、 

   /data-recover/ssdindex/person/index/20200115 

分别移动到/data-pr/person/index、/data-pr/ssdindex/person/index 

sh hdfs dfs -mv  /data-recover/index/person/index/20200115 /data-pr/index/person/index 

#一下蓝色字体为一句命令 

sh hdfs dfs -mv /data-recover/ssdindex/person/index/20200115 

/data-pr/ssdindex/person/index 

(3) 切换 lsql 的 hdfs 目录为原来的目录 即/data-pr,修改文件 lsql/config/site/lsql-env.sh 

export CL_HDFS_PATH=/data-recover 改为原来目录 export CL_HDFS_PATH=/data-pr 

(4) 启动 lsql 

查询数据结果： 

 

数据已恢复。 

6.13. 无需通过 Producer 向 kafka 推数据 

本功能可以不通过 kafka 的 Producer 即可向 kafka 推数据从而使 lsql 能够消费到的场景。

针对数据来源的正确性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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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1. 数据格式正确 

1. 创建一个 java 工程，将 lsql 的包作为依赖添加进来，继承 CLStreamConsumer 方法并且

实现 NotProguardUser, NotEncrypt 两个接口。 

 

2. 通过实现 read 方法，将生成的 json 数据 return 出去，lsql 的 paser 类即可消费到。 

 

调用 Main 方法测试 Return 的 json 数据示例： 

[{"tablename":"test_lgy","partition":"20200630","T_ID":"3","T_NAME":"猪猪","T_AGE":"27

","T_TIME":"20200630151424","T_SCORE":"78"}] 

 tablename：数据需要导入的表名 

 partition：需要导入的分区 

 T_ID、T_NAME、T_AGE、T_TIME、T_SCORE：表中的字段及数据 

完整无误后就可以打包放在 lsql 的 lib 下（无需打入依赖包，打包大小为 kb 级）。 

3. 数据生产已经完成，只需在 lsql-site.properties 中添加 consumer 和 paser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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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后重启 lsql，即可消费到数据（4 个 executer 每个 7000000 数据，共入了 28000000

条数据） 

 

makeSkipKafka

Test.java

 

6.13.2. 数据格式不正确 

在现实生产环境中推进 kafka 的数据格式不正确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自己写 paser 类来

使 lsql 消费 kafka 数据。 

1. 造一些不规则的数据推向 kafka 

makeLsqlData.zi

p

 

java -jar makelsqldata.jar 192.168.0.191 hgs test_lgy 20200701 10 

192.168.0.191 hgs test_lgy 20200701 10 分别代表 kafka 的 ip，topic，表名，分区名，

条数（表名和分区名在此处不起作用，因为我们的造数据本来就是不规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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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kafka-console-consumer.sh -zookeeper 192.168.0.191:2181 --from-beginning --topic 

hgs 

查看控制台消费到的数据，如下图所示。这样的数据无法进入 lsql，我们需要自己写 p

aser。 

 

2. 写 paser 类来使消费到的 kafka 数据转换成 lsql 能消费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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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aser.java

 

3. 打包 paser，放到 lib 下面并修改 lsql-site.properties 文件，指定 paser 类 

 

 

 

4. 查询 20200701 分区，数据已成功入库。 

 

6.14. 磁盘慢读识别并自动切换 

6.14.1. 磁盘慢读识别功能 

数据存储使用两份副本，如果其中一份副本所对应的磁盘出现故障，或当前正进行大 IO

操作导致繁忙等因素，这块磁盘查询会很慢。 

lsql 方案： 

 lsql 会自动识别切换到另外一块磁盘上进行读写，通过这种方式解决查询检索因磁盘导

致的托后腿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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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方案： 

 ES 在遇到这种情况时这个磁盘会是瓶颈，会影响整体的查询性能。 

6.14.2. 配置方法 

1. 设置 hdfs 的 hedge 

DFSClient Hedged Read 特性默认是关闭的。如果要开启，则需配置如下： 

 dfs.client.hedged.read.threadpool.size #并发 Hedged 读的线程池大小 如配置成 100  

 dfs.client.hedged.read.threshold.millis #开启一个 Hedged 读前的等待时间（毫秒），如

配置成 300 毫秒 

2. 解决死锁 bug 

相当部分的 hadoop 的 hedge 实现有死锁 BUG，所以一定要使用 lsql 提供的补丁。 

6.15. 跨集群数据同步 

6.15.1. 跨集群访问数据（非认证） 

1. Hadoop 集群配置  

跨集群同步数据主要分为两种情况：有 kerberos 认证集群和无 kerberos 认证集群，目

的就是将对端集群的数据同步到 lsql 中，下面以无 kerberos 认证集群为例讲解操作步骤。 

使用 load.sh 将其他集群的数据导入 lsql，需要先配置 lsql 访问其他集群的 Hadoop 配置。 

(1) 编辑 hdfs-site.xml 增加如下配置，其中 127.0.0.1、127.0.0.2 为对端集群的主备节点。  

# vi /opt/software/hadoop/hdfs/etc/hadoop/hdfs-site.xml 

(2) ngpcluster,ngpcluster2 为两套 namenode 集群的名字， ngpcluster2 下面有两个

NameNode，逻辑地址分别是 nn1，nn2。 

<!-- 跨集群访问配置 --> 

<property> 

<name>dfs.nameservices</name> 

<value>ngpcluster,ngpcluster2</value>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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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 

<name>dfs.ha.namenodes.ngpcluster2</name> 

<value>nn1,nn2</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dfs.namenode.rpc-address.ngpcluster2.nn1</name> 

<value>127.0.0.1:8020</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dfs.namenode.rpc-address.ngpcluster2.nn2</name> 

<value>127.0.0.2:8020</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dfs.client.failover.proxy.provider.ngpcluster2</name> 

<value>org.apache.hadoop.hdfs.server.namenode.ha.ConfiguredFailoverProxyProvider</val

ue> 

</property>  

<!-- 跨集群访问配置 --> 

(3) 配置完，需要重启 lsql。  

(4) 测试数据访问。  

# hadoop fs -ls hdfs://ngpcluster2/ 

6.15.2. 跨集群访问数据（基于 kerberos 认证）  

1. 流程原理 

跨集群同步数据主要分为两种情况：有 kerberos 认证集群和无 kerberos 认证集群，目

的就是将对端集群的数据同步到 lsql 中，下面以有 kerberos 认证集群为例讲解操作步骤和原

理。主要用于 LSQL 集群访问带认证的 hadoop 集群，下图为数据同步的流程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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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步骤 

(1) 从 KDC 服务器（含有认证的服务器）获取“/etc/krb5.conf”和“/etc/hadoop/user/user.keyt

ab”拷贝到 lsql 集群所有节点的/etc/目录下。 

(2) Lsql 所有节点修改“/etc/hosts”配置增加对端集群所有服务器的 hosts 信息，一般从对端

集群的“/etc/hosts”获取。 

# vim /etc/hosts 

# hadoop cluster namenode 

 

172.168.3.11 NM01 

172.168.3.12 NB01 

172.168.3.13 NS01 

172.168.3.14 NS02 

(3) 获取 JDK 中的“sunjce_provider.jar”放入 lsql 的 lib 目录下。 

# cp $JAVA_HOME/jre/lib/ext/sunjce_provider.jar /opt/software/lsql/lib 

 

 

 

 

 

 

6.16. 伴随分析、同行同住、时空碰撞 

6.16.1. 数据准备  

HDFS
/data/import

Hadoop离线分析集群
（带Kerberos认证服务）

load.sh

LSQL

○导入接口

LSQL在线检索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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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表示例 

 

  
create table geo_bansui ( 

uuid y_string_id 

,entry_id y_string_id 

,position_str y_string_id 

,position y_geopoint_idmp 

,dest_tel y_string_id 

,capture_time y_long_id 

,type y_int_id 

,entry_info y_string_id 

,copy_geo y_keyword_ism 

,copy_date y_keyword_ism 

) 

tableproperties( 

ldrill=' olap_name@lname1 olap_key@copy_geo,copy_date 

olap_value@entry_id,capture_time,position_str,dest_tel,entry_info ' 

,ldrill=' olap_name@lname2 olap_key@dest_tel,copy_date 

olap_value@entry_id,capture_time,position_str,dest_tel,entry_info ' 

,copyfield='equals@position_str dest@copy_geo format@[g5]%s ' 

,copyfield='equals@capture_time dest@copy_date format@[min10]%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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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键字段解析 

 

3. 数据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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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伴随分析所依赖的多列联合索引说明 

1. 经纬度的解析 

 

2. 时间的解析 

 
3. 多列联合索引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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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2 伴随碰撞的 SQL 具体写法  

 

RamIndexFilter@0000000001:10240:over_rand@  

select CL_CONCAT_WS('','[g5]',position_str,',','5000') as id, 

       from_unixtime(unix_timestamp(cast(time_groupby as 

string),'yyyyMMddHHmm')-1200,'yyyyMMddHHmmss') as time_start, 

       from_unixtime(unix_timestamp(cast(time_groupby as 

string),'yyyyMMddHHmm')+1200,'yyyyMMddHHmmss') as time_end  

from ( 

--如果有相同的轨迹点重复,尽量先按照经纬度和分钟聚下,减少数据条数 

select geo_groupby,time_groupby ,max(position_str) as position_str 

          from (select  

              CL_GEO_LEVEL(position_str,6) as geo_groupby, 

           from_unixtime(unix_timestamp(cast(capture_time as 

string),'yyyyMMddHHmmss'),'yyyyMMddHHmm') as time_groupby, 

         position_str as position_str 

              from (select position_str,capture_time from geo_bansui  where partition like 

'202009' and entry_id='15803110957'   

     ) raw_data where position_str <>'' 

       ) min_group group by geo_groupby,time_groupby 

) tmp 

 

 

@RamIndexFilter 

with a as ( 

    select  entry_id,sys_group_i  from geo_bansui  

         where partition like '202009'   

               and syskv='ldrill.name:lname1'   

               and syskv='ldrill.form:RamIndexQuery@0,1@0,2@{RamIndexId:0000000001}' 

) 

 

select entry_id,count(distinct sys_group_i) as cnt,count(*) from a group by entry_id order by cnt 

desc limi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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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返回的结果 

 

2. SQL 解释-第一步先查询一个 ID 的每个轨迹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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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QL 解释-第二步将 ID 与时间按照已经粒度模糊-为第三部的数

据合并做准备 

 

 

4. SQL 解释-第三步将一个 ID 的轨迹，按照相同的地点和时间合并 

（地点为 6 精度的经纬度，时间为分钟） 

合并的目的是考虑到基站数据与卡口数据不一样， 在一段时间内会有很多笔相同的重复记

录。这些记录位于同一地点的连续的一段时间，将其合并成一条记录，有助于后续的匹配性

能。 

目前给的例子中，时间是按照分钟粒度合并的，其实并不是最优解。有的时候一个人可能会

在某一个工位上连续座几个小时不更换地方（经纬度不变），这个连续的时间里可以完整的

合并成一条记录。 

但是那种合并需要额外写 UDAF 来实现连续片段的划分，并结合 UDTF 方式将不同片段进行

列转行的操作，比较麻烦，这里仅仅为了演示用法，实际情况需要根据不同的业务标准划分

连续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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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QL 解释-第四步最终得出一个 ID 的估计点和在每个轨迹点上的

停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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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QL 解释-碰撞第一步，根据轨迹碰撞出每个轨迹点的数据 

 

 

7. SQL解释-碰撞最后一步-通过distinct计算出每个 ID的碰撞重叠

次数 

 

6.16.3 注意事项 

1. 建表语句里的位置精度与时间精度非常影响性能 

 如果精度太细会造成扫描个 key 的数量（格子）很多，影响性能。精度太粗，会影响准

确性 



  

 

 - 198 - 

 

2. 查询时候的位置精度，一定要与建表语句一直，这个精度决定了

地理位置检索的方格粒度 

 

 

3. 轨迹点合并也会对性能影响很大 

轨迹点合并的精度，经纬度的范围，都会涉及扫描单元格的数量，如下图所示的几个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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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志中可以查看具体检索了哪些方格 

 

5. 如何打印多列联合索引内部实际存放的数据格式 

select  copy_geo,copy_date,entry_id,sys_group_i  from geo_bansui  

         where partition like '202009'   

               and syskv='ldrill.name:lname1'   

               and  syskv='ldrill.from:SYS_URL_ENCODE@['wteue']@SYS_URL_ENCODE'  

and  syskv='ldrill.to:SYS_URL_ENCODE@['wteue']@SYS_URL_ENCODE' limit 100 

6. keyword 分词的切词后的结果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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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_Analyzer('y_keyword_ism','index','[g5]118.66193990410852,32.03330786410121') as a1, 

    CL_Analyzer('y_keyword_ism','index','[min10]20200810061229') as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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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LSQL 其他特性 

7.1. 简单查询分页 

由于 spark sql 不支持分页查询，在很多页面展示上会有问题。我们在简单的 lsql 上实现

了分页功能，希望您能喜欢。分页由于性能的限制，目前仅支持 offset+limit 之和不超过 3

万条。 

select * from common_example001 where partition like 'teststream' and s1='1' limit 5,10 

select * from common_example001 where partition like 'teststream' and s1='1' limit 3,10 

7.2. 自定义分词器 

LSQL 提供了拓展自定义分词的方式。具体使用方法跟 solr 的 schema.xml 非常类似。 

1. 首先 编辑 lib 下的 cl_field_type_define.txt 文件，增加新的分词类型 

<fieldType name="{类型名称}" class="solr.TextField" positionIncrementGap="100000"  

omitNorms="true"  > 

      <analyzer type="index"> 

        <tokenizer  class="{实现的类名称}"   {创建索引切词的一些参数}   /> 

      </analyzer> 

      <analyzer type="query"> 

        <tokenizer  class="{实现的类名称}"   {搜索时候切词的一些参数}   /> 

      </analyzer> 

</fieldType> 

下面为内部的 wildcard4 的写法例子： 

<fieldType name="wildcard4" class="solr.TextField" positionIncrementGap="100000"  

omitNorms="true"  > 

      <analyzer type="index"> 

        <tokenizer  class="cn.lucene.plugins.lucene.tokenizer.wildcard.api.CLWildcardFactory"   

TokenLength="4"   isforsearch="false"   /> 

      </analyzer> 

      <analyzer type="query"> 

        <tokenizer  class="cn.lucene.plugins.lucene.tokenizer.wildcard.api.CLWildcard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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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enLength="4"    isforsearch="true"   /> 

      </analyzer> 

    </fieldType> 

2. 编辑 lib 下 cl_field_type_list.txt 文件，将分词类型映射（注册）成 lsql 的数据类型一行

一个 

wildcard4 

wildcard8 

3. 然后将相关依赖的 jar 包放到 lsql 的 lib 目录下，并重启 

4. 建表示例 

create table myntest( 

c1 y_{类型注册名}_i, 

c2 y_{类型注册名}_is, 

c3 y_{类型注册名}_ismp 

); 

7.3. 执行 Hive sql 

在 sql 的一开始加上@hiveonly 或者 /*@hiveonly*/ 即可： 

如  

@hiveonly show tables; 

 

@hiveonly drop table xxxx; 

 

@hiveonly CREATE external  table xxxx(  

     a1 double, 

     a2 float, 

     a3 bigint, 

     a4 int 

) 

row format delimited fields terminated by ','  

stored as  

    INPUTFORMAT 

'cn.lucene.plugins.service.storageHandler.api.user.CLCombineInputFormat' 

    OUTPUTFORMAT 'org.apache.hadoop.hive.ql.io.HiveIgnoreKeyTextOutputFormat'  

location '/data/xx/demo/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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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LPROPERTIES ( 

    'cl.combine.input.format.raw.format'='org.apache.hadoop.mapred.TextInputFormat' 

); 

7.4. 大范围扫描安全限制 

大范围的匹配默认现在是有安全限制的，如果扫描的倒排表长度超过 1 万，就会报错提

醒，意味着这个 SQL 应该优化了，如 *,1*,a>=0,between 等这种涉及扫描范围的，就会经常

遇到，如果是数值型，推荐采用 tree 类型规避这个问题。  

select s1,s2,i1,l1 from common_example001 where partition like 'teststream' and s1='1' and 

s2='2' and l1>'2' limit 5;  

 

当然如果特殊需要,可以通过下面的方法突破这个限制（也可以在服务器端配置），但

切记尽量少用，会影响性能  

select s1,s2,i1,l1 from common_example001 where partition like 'teststream' and s1='1' and 

s2='2' and l1>'2' and syskv='cl.query.multi.termquery.size:10000000' limit 5 ; 

7.5. History Server 

使用 history server 功能-未来诊断工具需进行如下的 kafka 设置，sqlmonitor 固定写死不

可变动： 

kafka.topic.sqlmonitor=sqlmon8itor_topic 

bootstrap.servers.sqlmonitor=10.10.12.7:9092,10.10.12.8:9092,10.10.12.9:9092,10.10.12.1

0:9092 

kafka.group.sqlmonitor=monitorsql_test6_group_1 

kafka.conf.params.sql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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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stream.consumer.class.sqlmonitor=cn.lucene.plugins.service.stream.api.impl.CLKafkaCons

umer 

cl.stream.parser.class.sqlmonitor=cn.lucene.plugins.service.stream.api.impl.CLJsonParser 

注：10.10.12.7、10.10.12.8、10.10.12.9、10.10.12.10 为测试集群节点 ip。 

7.6. 使用 Redis 累加器 

cl.acc.stop.type=redis 

cl.acc.stop.redis.ip=xxx.xxx.xxx.xxx 

cl.acc.stop.redis.port=6379 

用途：控制下面两个参数的精确搜索返回 

--where 检索的时候，检索命中多少条数后直接 break 返回  

cl.search.max.collect.return.break.size 

--facet 统计时决定每个分组统计值达到多少后就不在继续统计，从而节省计算资源。  

cl.facet.group.max.count 

 

7.7. 自定义消费 

7.7.1. 自定义 parser 

只需要实现该类即可，具体是文本怎么解析，由 parser 决定 

public abstract class CLStreamParser implements NotProguardUser { 

 public abstract void init(String prefix, CLConfigKVApi config, int readerIndex, int 

readerCount) throws IOException; 

 

 public abstract ClParsedRowList parse(Object raw) throws Throwable; 

 

 public void setReaderMeta(Object met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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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 自定义 Consumer 

是从 kafka 获取实时数据，还是从其他消息队列里读，可以通过这个接口拓展 

public abstract class  CLStreamConsumer implements NotProguardUser 

{ 

 public abstract void init(String prefix, CLConfigKVApi config, int readerIndex, int 

readerCount) throws IOException; 

 

    public abstract List <Object> read() throws IOException; 

 

 public abstract void close() throws IOException; 

 

 public void setTrans(CLStreamImport stream) { 

 

 } 

 

 public void setParser(CLStreamParser parser) { 

 

 } 

} 

7.7.3. 使用方法 

在 lsql-site.properties 中将对应的类配置上即可 

如 kafka 的配置： 

cl.stream.reader.list=kafka1 

cl.stream.consumer.class.kafka1=cn.lucene.plugins.service.stream.api.impl.CLKafkaConsume

r 

cl.stream.parser.class.kafka1=cn.lucene.plugins.service.stream.api.impl.CLJsonParser 

7.8. 在 Kerberos 集群上启动 Lsql  

1. krb5.conf 与 user.keytab 拷贝启动集群，且不要更改文件名。放到/opt/software/lsql/ker

beros 目录下  

2. 获取 JDK 中的“sunjce_provider.jar”放入 LSQL 的 lib 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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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集群的内存检查参数 yarn.nodemanager.pmem-check-enabled 与 yarn.nodemanager.vme

m-check-enabled 一定要都配置成 false，  

4. 进行如下配置后 启动 lsql 即可 

export CL_CUSTOM_CONF=" --conf spark.yarn.keytab=/opt/software/lsql/kerberos/user.k

eytab" 

export CL_CUSTOM_CONF="${CL_CUSTOM_CONF} --conf spark.yarn.principal=test1" 

export CL_CUSTOM_CONF="${CL_CUSTOM_CONF} --hiveconf hive.server2.authentication.

kerberos.keytab=/opt/software/lsql/kerberos/user.keytab" 

export CL_CUSTOM_CONF="${CL_CUSTOM_CONF} --hiveconf hive.server2.authentication.

kerberos.principal=test1"export CL_CUSTOM_OPTS=" -Dcl.security.kerberos=true " 

export CL_CUSTOM_OPTS="${CL_CUSTOM_OPTS} -Dcl.kerberos.user=test1 " 

export CL_CUSTOM_OPTS="${CL_CUSTOM_OPTS} -Dcl.hadoop.conf.setting=hadoop.securi

ty.authentication@kerberos "  

 

7.9. Kafka 动态刷新 topic 

7.9.1. Kafka 动态刷新 topic 概述  

之前版本的 LSQL 在每次修改 lsql-site.properties 里 kafka 的相关配置后，都需要重启 lsql

才能够使配置生效。备受客户的诟病，因而在 2.1 版本中修改这一问题。之后的版本中对于

lsql-site.properties 的修改不需要重启 LSQL，只需要将该文件同步到 HDFS 即可，请确保该文

件一定要与本地的文件保持同步。 

7.9.2. kafka 动态 topic 的使用方法 

在 lsql 启动的情况下将 lsql/config/site/lsql-site.properties 文件上传到 HDFS 指定目录 

1. lsql-site.properties 文件下添加如下配置（该参数必须在 lsql 启动前配置完毕） 

cl.kafka.refresh.mode=cluster #开启监控线程 

2. 修改 lsql/config/site/lsql-site.properties ，为了看到效果请换一个其他的 topic ，这样

的效果更明显。 

3. 将修改后的文件同步到 HDFS，HDFS 目录为 lsql-env.sh 里配置的 CL_HDFS_PATH 

例如：CL_HDFS_PATH=/data 

则上传文件时应该执行的步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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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oop fs -rm -f /data/ lsql-site.properties 

hadoop fs -put /opt/software/lsql/config/site/ lsql-site.properties  /data/ lsql-site.properties 

4. 观察 LSQL 的 1210 界面，查看 executor 状态,可以看到对应 kafka 的统计信息的改变。 

注：请确保本地文件和 HDFS 文件是同步的，如果 HDFS 上的该配置文件存在，那么在

LSQL 的进程里是会覆盖本地配置的。 

 

7.10. 自定义函数 

1. 自定义的 java 类继承 GenericUDF 类，然后实现一个 init 方法和 evaluate（其中 init 方法的

返 回 值 中 自 己 选 择 自 己 所 需 类 型 ， 例 如 这 里 我 们 返 回 定 义 的 string 类 型

primitiveObjectInspectorFactory.javaStringObjectInspector）。 

 

2. 实现完成即可打成 jar 包，上传至 lsql 的 lib 文件夹下 

 

3. 在 lsql 的 config/init 文件夹下的 lsql-init-default.sql 文件中注册函数（create  function 

tolowercase as 'testudf.testudf.ToLowerCase'; 其 中 的 tolowercase 为 函 数 名 ，

testudf.testudf.ToLowerCase 为你的自定义函数完整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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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启 lsql 即可使用自定义函数（重启后即可 select tolowercase('QQAAGFGFDH');进行验证函

数是否注册成功。注意：查询时请使用 with as 方式，否则函数不起作用） 

 

7.11. 多线程 Streaminsert 

7.11.1. 概述 

Streaminsert 是为了简化 kafka 的使用，我们配好 kafka 后，在 lsql-site.properties 里面配

置 CLJsonParser 后便可以使用该功能，通过 beeline 或者 jdbc 接口交互，插入语句格式如下： 

Streaminsert {“tablename”:”tb1”,”partition”:”p1”,”col”:1,”col2”:”xxxx”} 

其中语句必须以 streaminsert 开头，后边是 json 数据。 

7.11.2. 使用方法 

1. lsql-site.properties 文件配置 

#在安装好 kafka 后 lsql 内必须又对应的配置 

cl.stream.reader.list=kafka1 

cl.stream.consumer.class.kafka1=cn.lucene.plugins.service.stream.api.impl.CLKafkaConsume

r 

cl.stream.parser.class.kafka1=cn.lucene.plugins.service.stream.api.impl.CLJsonParser 

kafka.topic.kafka1=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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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tstrap.servers.kafka1=xxx 

kafka.group.kafka1=xxx 

kafka.conf.params.kafka1= 

 

2. 单条条插入数据格式 

表结构： 

create table test(id y_int_id,name y_string_ids,wg y_double_id); 

通过 beeline 或 jdbc 插入 

#在 json 中 tablename,partition,list 固定，其中 list 是一个 json 数组，数据组每一列是该

表的字段内容的 json. 

streaminsert 

{"tablename":"test","partition":"p1","list":[{"id":1,"name":"lucene1","wg":4.56},{"id":2,"name":"

lucene2","wg":4.88},{"id":3,"name":"lucene3","wg":4.99}]}; 

 

3. 单条插入 

表结构： 

create table test(id y_int_id,name y_string_ids,wg y_double_id); 

通过 beeline 或 jdbc 插入 

单条插入 除了 tablename,partition(不写默认 default 分区)外，其他的是该表的列值 

streaminsert {"tablename":"test","partition":"p2", "id":1,"name":"lucene1","wg":4.55}; 

streaminsert {"tablename":"test","partition":"p2", "id":2,"name":"lucene1","wg":4.66}; 

streaminsert {"tablename":"test","partition":"p2", "id":3,"name":"lucene1","wg":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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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巡检工具 

7.12.1. 概述 

经常发生客户配置错 lsql 必须的关键配置，或者现场机器出现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导致

lsql 出现不可用或者查询慢等问题，为了排查现场 lsql 出现的问题，故开发出诊断工具（巡

检工具），用于检测环境内是否有配置出现问题或者其他一些因素导致 lsql 出现问题。 

7.12.2. 使用方法 

1. 参数配置 

修改 lsql/config/site/check_env.sh 内的以下参数（e.g.为参照例子，且例子都已被注释掉，

只需参考例子填写下一行配置参数即可） 

(1) zookeeper 的安装目录 

##export CL_ZOOKEEPER_HOME=/opt/software/zk-3.4.6 

export CL_ZOOKEEPER_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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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Zookeeper 安装目录） 

(2) hadoop 的日志文件路径 

##e.g.：export CL_HADOOP_LOG_DIR=/opt/software/hadoop/logs 

export CL_HADOOP_LOG_D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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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hadoop 的日志路径） 

(3) kafka 的安装目录 

##e.g.：export CL_KAFKA_HOME=/opt/software/kafka 

export CL_KAFKA_HOME= 

 

（图 3：kafka 的安装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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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启动说明 

check.sh 位于 lsql 安装目录的 tools 目录下 

(1) 整体巡检 

sh check.sh 

会诊断所有项目 

(2) 单项巡检 

sh check.sh os 

只检查系统配置情况 

 

sh check.sh hadoop 

只检查 hadoop 配置情况 

 

sh check.sh kafka 

只检查 kafka 配置情况 

 

sh check.sh oom 

只检查内存爆掉情况 

 

sh check.sh zookeeper 

只检查 zookeeper 情况 

 

sh check.sh containerlogdir 

只查看 container 日志路径 

 

sh check.sh kafkahost 

只查看 kafka 域名解析 

 

sh check.sh interspeed 

只检查网络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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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zgc 配置 

1. lsql 依赖的 hadoop 需要配置为 jdk13 及以上版本 

2. 修改 lsql/config/site/lsql-env.sh 将 jdk设置为 jdk13及以上版本,且将CL_ZGC_SUPPORT=false

设置为 true 

7.14. show process list 

1. 只显示运行中的 sql 

show procssslist; 

2. 察看近期执行的 sql,包括运行结束的 

show processlist all; 

7.15. kill sql 

用法： 

kill sql ${sqlid} 

sqlid 为通过 show processlist 里看到的 sqlid,支持 spark 与 mdrill sql 

如： 

 

7.16. sql 超时 

添加对超时 SQL 的处理，一个 SQL 可以添加超时时间，如果超过超时时间可以 cancel

掉。 

1. 通过 cl.sql.execute.timeout.secs 在配置文件中设置 select 查询的默认超时时间,默认 600 秒 

2. 通过 cl.sql.execute.timeout.longtime.secs 在配置文件中设置 insert@load@create@export

的超时时间,默认 30 天（该参数配置后同时对 select 生效，如与第一点中参数同时配置则再

select 查询时取最小值生效，故建议若需要两者同时配置，需保证本处所配参数值大于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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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中参数值） 

3. 通过注解,动态设置 sql 的执行时间 /*sys_timeout_kill_secs(3)*/ 

/*sys_timeout_kill_secs(3)*/ select count(*) from  (select * from tcp_test where partition 

like '20200302') tmp   limit 20 

 

/*sys_timeout_kill_secs(3)*/ select LogType,TransProto, sum(RecHour) from tcp_test where 

partition like '20200101'   group by LogType,TransProto 

 

/*sys_timeout_kill_secs(3)*/ select LogType,TransProto, sum(RecHour) from tcp_test where 

partition like '20200101'   group by LogType,TransProto  limit 10  

注意，调度是有误差的，以 10 秒为一个调度周期，如果设置超时周期为 1 秒，可能 10

秒才会被杀掉。 

7.17. 数据字典用法 

7.17.1. 描述 

数据存储有时候存在大量的数据冗余，冗余一方面占用存储资源，另一方面在段合并时

也回占用过多的系统资源。现在开发数据字典功能，支持用户指定字典，将较长的数据替换

为较短的标识符，来减少数据存储。 

7.17.2. 用法 

1. 在配置文件 lsql-site.properties 中指定字典元数据目录 

#cl.replace.path=hdfs://127.0.0.1:9000/root/dicit.txt 

cl.replace.path= 

2. 字典数据文件信息 

1) 样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1 

王小二:2 

李小三:3 

2) 配置要求 

      字典替换值必须是数值，且已有的字典值和编码对应关系不能改变，否则数据转换会

出现问题。 



  

 

 - 216 - 

7.18. 按照容量设置的异构设置脚本 

7.18.1. 使用方法 

lsql 安装目录的 sbin 目录下执行以下命令 

sh ssdchanged.sh /data/ssdindex 20000000000 

sh ssdchanged.sh /data/ssdindex2 20000000000 

7.18.2. 参数说明 

/data/ssdindex ssd 存储路径 

20000000000 容量(单位 B) 

使用后该异构目录最多只能存储给定容量大小的数据。 

 

八、LSQL 使用规范 

8.1. 开发规范 

8.1.1. 数据库、表规范化的总体要求 

 数据表设计的合理化； 

 SQL 质量规范化； 

 数据性能可控化； 

 数据管理规范化。 

8.1.2. 特殊注意事项 

1. 行存存储不能用于统计分析、排序。 

2. 排序、统计分析使用列存存储。 



  

 

 - 217 - 

3. group by 语句 select 中必须带有统计函数。 

4. 数值类型不能模糊匹配。 

5. 所有查询都必须加 limit 限制（且 lsql 层有 3 万限制）。 

6. order by 语句必须加 limit 限制且字段需在 select 后面做展示。 

7. 实时入库更新，不支持。 

8. 离线更新某一列，不支持。 

9. 表在线改名，不支持。 

10. 修改字段名、字段类型，不支持。 

11. LSQL 层不支持两表或者多表关联的解析。 

12. lsql 存储应避免小文件过多，会造成 NAMENODE 压力过大导致 HDFS 挂死。 

13. lsql 中关键词（保留词）不可使用。 

14. 建表语句应注意按照标准，避免‘，’等造成数据类型出现问题，lsql 暂时不进行报错。 

15. 多值列 group by 分组统计和分组数超过 5000 会抛到 spark 层 ，分页不生效。 

16. lsql 创建用户名和密码之后权限认证才生效。 

17. 同一个括号内不能同时有 and 和 or！ 

18. 杜绝使用 select *查询！ 

19. 离线入库请参考规范文档《NebulaCM_Dbn_LSQL-1.0.1.13 离线数据接入规范》。 

20. lsql 离线导入禁止使用-distinct 参数。 

21. 自定义汇聚列 copyfile 存储如果汇聚多个字段，字段类型必须采用多值列！ 

22. 多值列中每个值长度不能超过 32k，分词类型多值列不能超过 2.1 万个值，非分词类型

多值列个数不能超过 21 万个值。 

23. 默认汇聚列单个字段查询前面必须加^查询。 

8.1.3. SQL 规范使用说明 

1. SQL 语句与表名、字段名 

LSQL 中表名与字段名区分大小写，若表名和字段名为大写字母，则查询语句中表名、

字段名必须为大写；如果业务对接元数据，需根据公司统一标准制定表名和表字段名。 

LSQL 中表名及字段名可以由数字、字母、下划线组成，不能以数字及_或者特殊字符开

头，只能以字母开头；  

对于表名和字段名不能包含如：or、from、where、partition、order、desc、limit、join、

on、and、between、like、sum、count、avg、min、to、with、as 等关键词；在此不再一一

列举，业务上使用时尽量避开所有的 SQL 关键字，包含大小写。 



  

 

 - 218 - 

LSQL 表中分区标识 partition 与 RamIndexFilter 的筛选必须使用以下写法：  

 分区：partition 不能大写；  

 基于 RamIndexFilter 的筛选：RamIndexFilter@0000000001:10240:over_rand@ 不能大写。 

2. SQL 的数据类型 

LSQL 主要有三种类型  

基本类型  

分词类型  

多值列  

他们命名有共同特点:  

 i 表示 进行索引 INDEXED  

 s 表示 进行了行存储 STORED  

 d 表示 进行了列存储 DOCVALUES  

 m 表示多值列       

 p 表示存储了词的偏移量，可以通过 LIKE 进行词的顺序模糊匹配 

3. 行存储与列存 

LSQL 数据库支持行存、列存、行存加列存。根据不同的业务场景使用不同的存储方式

能够提高业务效率。  

 行存：只做查询（只有 select），不做统计的情况下（count、avg、sum）推荐使用行

存。 

 列存：做统计功能时，需要统计、分组、排序的字段必须为列存，行存无法使用。 

 当查询的字段数小于 8 个时，字段做行存查询走行存，字段做列存查询走列存，字段

做行存加列存查询优先走列存。  

 当查询的字段数大于 8 个时，字段做行存查询走行存，字段做列存查询走列存，字段

做行存加列存查询优先走行存。（8 这个分界点可以设置）  

 就单独查询而言查询的字段小于 8 个，列存类型效率高，查询的字段大于 8 个，行存

类型效率高。 

4. SQL TABLE DDL 

创建表时不支持 IF NOT EXISTS 操作，注意不要重复创建,会导致表的元数据被覆盖。 

CREATE TABLE TABLE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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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_NAME DATA_TYPE ,...)] ;  

查看表结构  

DESC TABLE_NAME;  

查看表分区  

SHOW PARTITIONS TABLE_NAME;  

查看建表语句 

SHOW CREATE TABLE TABLE_NAME; 

5. SQL mapping DDL 

创建映射表  

CREATE mapping mapping_NAME ( 

s0    y_string_id, 

s1    y_string_id physical@s1_y_string_id, 

/*physical@s1_y_string_id 表示在物理表中实际存储的字段为 s1_y_string_id */ 

wc4_1   y_wildcard4_isp , 

wc8_1   y_wildcard8_isp , 

)  

tableproperties 

( 

mapping_physical_table='mappping_example001_physical', /*映射到哪张表里去*/ 

); 

删除映射表 

DROP mapping mapping_NAME;  

清空视图表  

TRUNCATE mapping mapping_NAME partitions [PARTITION1,PARTITION2..];   

查看分区  

SHOW partitions mapping_NAME;  

查看表结构  

DESC mapping_NAME; 

6. LSQL 和 Hive 保留字 

All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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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Non-reserved Keywords Reserved Keywords 

Hive 

1.2.0 

ADD, ADMIN, AFTER, ANALYZE, 

ARCHIVE, ASC, BEFORE, BUCKET, 

BUCKETS, CASCADE, CHANGE, 

CLUSTER, CLUSTERED, 

CLUSTERSTATUS, COLLECTION, 

COLUMNS, COMMENT, COMPACT, 

COMPACTIONS, COMPUTE, 

CONCATENATE, CONTINUE, 

DATA, DATABASES, DATETIME, 

DAY, DBPROPERTIES, DEFERRED, 

DEFINED, DELIMITED, 

DEPENDENCY, DESC, 

DIRECTORIES, DIRECTORY, 

DISABLE, DISTRIBUTE, 

ELEM_TYPE, ENABLE, ESCAPED, 

EXCLUSIVE, EXPLAIN, EXPORT, 

FIELDS, FILE, FILEFORMAT, FIRST, 

FORMAT, FORMATTED, 

FUNCTIONS, HOLD_DDLTIME, 

HOUR, IDXPROPERTIES, IGNORE, 

INDEX, INDEXES, INPATH, 

INPUTDRIVER, INPUTFORMAT, 

ITEMS, JAR, KEYS, KEY_TYPE, 

LIMIT, LINES, LOAD, LOCATION, 

LOCK, LOCKS, LOGICAL, LONG, 

MAPJOIN, MATERIALIZED, 

METADATA, MINUS, MINUTE, 

MONTH, MSCK, NOSCAN, 

NO_DROP, OFFLINE, OPTION, 

OUTPUTDRIVER, 

OUTPUTFORMAT, OVERWRITE, 

OWNER, PARTITIONED, 

PARTITIONS, PLUS, PRETTY, 

PRINCIPALS, PROTECTION, 

PURGE, READ, READONLY, 

REBUILD, RECORDREADER, 

RECORDWRITER, REGEXP, 

ALL, ALTER, AND, ARRAY, AS, 

AUTHORIZATION, BETWEEN, 

BIGINT, BINARY, BOOLEAN, 

BOTH, BY, CASE, CAST, CHAR, 

COLUMN, CONF, CREATE, 

CROSS, CUBE, CURRENT, 

CURRENT_DATE, 

CURRENT_TIMESTAMP, 

CURSOR, DATABASE, DATE, 

DECIMAL, DELETE, DESCRIBE, 

DISTINCT, DOUBLE, DROP, ELSE, 

END, EXCHANGE, EXISTS, 

EXTENDED, EXTERNAL, FALSE, 

FETCH, FLOAT, FOLLOWING, 

FOR, FROM, FULL, FUNCTION, 

GRANT, GROUP, GROUPING, 

HAVING, IF, IMPORT, IN, INNER, 

INSERT, INT, INTERSECT, 

INTERVAL, INTO, IS, JOIN, 

LATERAL, LEFT, LESS, LIKE, 

LOCAL, MACRO, MAP, MORE, 

NONE, NOT, NULL, OF, ON, OR, 

ORDER, OUT, OUTER, OVER, 

PARTIALSCAN, PARTITION, 

PERCENT, PRECEDING, 

PRESERVE, PROCEDURE, RANGE, 

READS, REDUCE, REVOKE, 

RIGHT, ROLLUP, ROW, ROWS, 

SELECT, SET, SMALLINT, TABLE, 

TABLESAMPLE, THEN, 

TIMESTAMP, TO, TRANSFORM, 

TRIGGER, TRUE, TRUNCATE, 

UNBOUNDED, UNION, 

UNIQUEJOIN, UPDATE, USER, 

USING, UTC_TMESTAMP, 

VALUES, VARCHAR, WHEN, 

WHERE, WINDOW,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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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OAD, RENAME, REPAIR, 

REPLACE, REPLICATION, 

RESTRICT, REWRITE, RLIKE, 

ROLE, ROLES, SCHEMA, 

SCHEMAS, SECOND, SEMI, SERDE, 

SERDEPROPERTIES, SERVER, 

SETS, SHARED, SHOW, 

SHOW_DATABASE, SKEWED, 

SORT, SORTED, SSL, STATISTICS, 

STORED, STREAMTABLE, STRING, 

STRUCT, TABLES, 

TBLPROPERTIES, TEMPORARY, 

TERMINATED, TINYINT, TOUCH, 

TRANSACTIONS, UNARCHIVE, 

UNDO, UNIONTYPE, UNLOCK, 

UNSET, UNSIGNED, URI, USE, UTC, 

UTCTIMESTAMP, VALUE_TYPE, 

VIEW, WHILE, YEAR 

Hive 

2.0.0 

removed: REGEXP, RLIKE added: COMMIT, ONLY, REGEXP, 

RLIKE, ROLLBACK, START 

added: AUTOCOMMIT, ISOLATION, 

LEVEL, OFFSET, 

SNAPSHOT, TRANSACTION, 

WORK, WRITE 

  

Hive 

2.1.0 

added: ABORT, KEY, LAST, 

NORELY, NOVALIDATE, NULLS, 

RELY, VALIDATE 

added: CACHE, CONSTRAINT, 

FOREIGN, PRIMARY, 

REFERENCES 

Hive 

2.2.0 

added: DETAIL, DOW, EXPRESSION, 

OPERATOR, QUARTER, 

SUMMARY, VECTORIZATION, 

WEEK, YEARS, MONTHS, WEEKS, 

DAYS, HOURS, MINUTES, 

SECONDS 

added: DAYOFWEEK, EXTRACT, 

FLOOR, INTEGER, PRECISION, 

VIEWS 



  

 

 - 222 - 

Hive 

3.0.0 

added: TIMESTAMPTZ, ZONE  added: TIME, NUMERIC, SYNC 

LSQL   added: SYSKV, 

LUCENE_QUERY_S, 

LUCENE_ENCODE_QUERY_S, 

PARTITIONS, LIMIT, LONG, 

TEXT, TEXT_HANLP, 

WILDCARD2, WILDCARD4, 

WILDCARD8, GEOPOINT, 

MORTONGEO, MAX, MIN, SUM, 

AVG, COUNT, COLUMNFAMILY, 

COLUMNFAMILYS, MAPPING, 

DEFAULT, INDEX, STORE, 

COMPRESS, TRUE, FALSE, AT, 

CLEANDAY, RAMINDEXFILTER, 

OVER_RAND, OVER_ERROR, 

OVER_RANDOM, SPLIT, 

RAMINDEXQUERY, TERMLIKE, 

QUERY 

8.1.4. SQL 解析层介绍 

1. LSQL 与 HIVE(Spark SQL)的关系 

由于 LSQL 底层使用 SPARK 进行复杂业务 SQL 的计算，所以 LSQL 支持的 SQL 宏观可分

为简单 SQL 和复杂 SQL。  

简单 SQL 为纯 LSQL SQL（即 LSQL 层 SQL）。复杂 SQL 为复合 SQL,即一个 SQL 语句中同

时使用了 LSQL 计算查询引擎和 SPARK 计算查询引擎。 

对于 LSQL 系统来说，我们将索引与 SPARK 集成在了一起，但是 LSQL 层的 SQL 解析与

SPARK 层的 SQL 解析是分别处理。 

2. 什么是 spark 

Apache Spark 是专为大规模数据处理而设计的快速通用的计算引擎。Spark 是基于内存

的迭代计算框架，适用于需要多次操作特定数据集的应用场合。SparkSQL 的前身是 Shark，

Shark 是伯克利实验室 Spark 生态环境的组件之一，它修改了内存管理、物理计划、执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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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模块，并使之能运行在 Spark 引擎上，从而使得 SQL 查询的速度得到 10-100 倍的提升。 

3. LSQL 与 spark 的关系 

LSQL 的 SQL 统计也是基于 spark，但 lsql 又增强了 spark,主要体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1) 通过 lucene 给 spark 加了一层索引 

 索引技术大幅度的加快数据的检索速度。 

 索引技术可以显著减少查询中分组、统计和排序的时间。 

 索引技术大幅度的提高系统的性能和响应时间，从而节约资源。 

(2) 让 spark SQL 可以实时导入数据，弥补了 spark 只能处理离线数据的不足。  

因为 spark 支持复杂的 SQL 查询，所以 lsql 因为基于 spark，故也支持复杂的 SQL 统计，

但又有检索与 facet 的两个绝对优势。 

4. 如何区分 Spark 的 SQL 解析层与 LSQL 的 SQL 解析层 

(1) 从架构角度 

 

(2) 从 SQL 角度 

在 LSQL 中,由系统自动识别 SQL 解析层,但是 LSQL 层的语法解析规则依然存在,请详细阅

读下面的 LSQL SQL 编写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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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SQL 编写的思路 

LSQL 所有 sql 查询都必须加上 limit 限制！ 

由于 LSQL 的 LSQL 执行引擎作用是直接对接数据索引的，充分利用索引进行过滤筛选，

所以充分使用 LSQL 执行引擎可以极大的提升数据检索以及统计的效率。原则上在数据获取

阶段，充分利用列存储机制，减少不需要列的返回，能够在 LSQL 层过滤掉的数据就在 LSQL

层过滤，不要抛到 SPARK 层过滤，LSQL 层获取数据效率更高。  

LSQL 层实现 COUNT、AVG、MAX、MIN、SUM 等功能的效率远高于 SPARK 实现的效

率。  

1. LSQL 的 SQL 解析层注意事项 

LSQL 层的作用是直接对接索引的，可以极大的提升数据检索以及统计的效率，功能简

单，支持的函数并不多，目前函数仅仅内置 COUNT、AVG、MAX、MIN、SUM 五个分组聚合

函数。 

(1) LSQL SQL 解析层能做什么 

 充分利用索引进行过滤筛选； 

 充分利用列存储机制，减少不需要列的返回； 

 利用索引实现高性能的 like 与 not like 匹配； 

 利用聚合函数 COUNT、AVG、MAX、MIN、SUM 进行必要的聚合，提升性能； 

 针对 tlong,tint,tdouble,tfloat 类型的列可以极大的提升范围过滤与 topN 排序的性能； 

 针对无排序的 GROUP BY 可以极大的提升高纬值列的分组性能； 

 针对维值不高的列可以结合 GROUP BY+聚合函数减少返回给 SPARK 层的数量，从而提升

能。 

(2) LSQL SQL 解析层限制  

 不可以进行 SQL 嵌套；  

 不可以进行多表关联；  

 不可以进行 UNION 操作； 

 除了 COUNT、AVG、MAX、MIN、SUM 外，其他函数一概不支持； 

 不支持自定义 UDF、UDAF、UDTF 的函数的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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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支持列与列之间的运算，大小比较，只支持上面的过滤写法； 

 不支持相同表名字的创建。若创建了相同表名的表，后创建的表结构会覆盖前面创建的

表的结构（相同表明的创建用在修改表结构的场景下）。  

(3) LSQL SQL 解析层支持的过滤条件写法 

1) 等值匹配： 

如 qq='165162897' 

2) 支持 in 操作 

如：indexnum in (1,2,3) 

3) >,<,>=,<=,区间查询的写法  

clickcount >='10' and clickcount <='11' 

4) 对于带有范围的过滤筛选，使用下面的方式能提升查询效率 

indexnum like ‘({0 TO 11})’ 不包含边界值 

indexnum like ‘([10 TO 11] )’ 包含边界值 

5) 不等于的写法 

label<>'l_14' and label<>'l_15'  

6) 过滤条件可以进行 and 与 or 的组合 

indexnum='1' or indexnum='2' or (clickcount >='5' and clickcount <='11') 

7) 支持 like 与 not like 写法 

8) 支持 is null 与 is not null 写法 

(4) LSQL SQL 解析层支持的写法示例 

1) 查看数据例子 

select S1,S2,I1,L1 from common_example001 where partition Like 'Teststream' Limit 5; 

2) 对某个列进行排序 

select S1,S2,I1,L1 from common_example001 where partition Like 'teststream' And  ( I1>'2' 

And I1<='5') order by S1 descl lmit 5; 

3) 对表进行简单的 count 统计 

select count(*) from common_example001 where partition Like 'teststream' limit 20; 

4) 简单的统计函数 

select sum(clickcount),avg(clickcount),max(clickcount),min(clickcount) from common_exa

mple001 where partition like 'teststream' limit 20; 

5) 分类汇总的写法 group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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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label,count(*),sum(clickcount) from common_example001 where partition like 

'teststream' Limit 20; 

6) 对分类汇总的结果进行排序 

select Label,Userage,count(*),sum(Clickcount) from common_example001 where partition 

Like 'teststream' limit 20; 

7) 多列排序的写法 

select Label,Indexnum  from common_example001 where partition like 'teststream' order 

by Label desc,Indexnum limit 1000; 

2. 简单 SQL（纯 LSQL SQL / 内 SQL）  

简单 SQL 为纯 LSQL SQL，SQL 语句直接作用在 LSQL 计算引擎上用于统计、查询功能的

实现。 

直接作用在 LSQL 表的统计语句如下：  

SELECT COUNT(*) FROM QUICKSTART WHERE partition = '3000W' LIMIT 5 ;  

直接作用在 LSQL 表的查询语句如下 ： 

SELECT ABC FROM QUICKSTART WHERE partition = '3000W' LIMIT 10;  

 

 

 

 

 

 

 

 

用户提交的 SQL 是复杂 SQL 或是简单 SQL，LSQL SQL 解析器自定识别，自动调用相应的

执行引擎。在执行的过程中如果 SQL 符合 LSQL 的 SQL 语法会优先使用 LSQL 执行引擎，否

则会使用 SPARK SQL 的执行引擎。  

3. 复杂 SQL(复合 SQL / 内外 SQL)  

目前，LSQL 计算引擎自身支持的 SQL 函数为 SUM、MAX、MIN、AVG、COUNT。除此

之外的其他函数、自定义函数等暂不支持，同时多表关联也不支持。  

显然多表关联、复杂函数在实际的项目中经常用到。为支持多表关联、以及复杂的函数、

自定义函数等 LSQL 引入 SPARK,借助 SPARK 的计算能力实现多表关联、复杂函数、自定义函

内 SQL  

SELECT COUNT(*) FROM QUICKSTART WHERE partition = '3000W' LIMIT 5; SELECT ABC 

FROM QUICKSTART WHERE partition = '3000W' LIM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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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等。  

复杂 SQL 为复合 SQL，用户提交的 SQL 语句部分作用在 LSQL 计算引擎上，部分作用在

SPARK 计算引擎上,以此实现复杂计算（多表关联、复杂函数、自定义函数）用于统计、查

询功能的实现。哪部分作用在 LSQL,哪部分作用在 SPARK,LSQL SQL 解析器自动判断。  

例如：LSQL 有一张表，表名为“QUICKSTART”，对此表的“PHONENUM”字段进行截

取 SQL 语句如下。 

WITH TMP AS  

(SELECT PHONENUM FROM QUICKSTART WHERE partition=’test’ LIMIT 5) 

SELECT SUBSTR(PHONENUM,5) FROM TMP  

内 SQL、简单 SQL 为“WITH TMP AS(SELECT PHONENUM FROM QUICKSTART WHERE 

partition = '3000W' LIMIT 5)”直接作用在 LSQL 中。  

外 SQL 为“SELECT SUBSTR(PHONENUM,5) FROM TMP”作用在 SPARK。  

执行过程为内层 SQL 直接作用在 LSQL 引擎进行数据获取或过滤，拿到数据后抛给外层

SPARK 层，数据截取等操作由 SPARK 来执行。  

LSQL 自身不支持“字符串截取”功能，借助 SPARK 可以实现此功能。  

SQL 语句 

 

 

 

 

 

 

 

 

8.1.6. LSQL 与传统的 SQL 写法对比 

对比点 传统SQL LSQL 

外 SQL  
SELECT SUBSTR(PHONENUM,5) FROM TMP  

内 SQL  
WITH TMP AS(SELECT PHONENUM FROM QUICKSTART WHERE  

partition = '3000W' LIM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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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计数 

 

 

 

SELECT COUNT(*) FROM 

EXAMPLE_SHU 

WHERE partition= '2015' ; 

① LSQL 层实现  

SELECT COUNT(*) FROM EXAMPLE_SHU WHERE 

partition = '2015';  

② SPRAK 层实现  

SELECT COUNT(*) FROM (SELECT * FROM 

EXAMPLE_SHU  

WHERE partition = '2015')TMP ; 

 

 

 

 

 

单列

GROUP 

BY 

 

 

 

SELECT 

SEX,COUNT(*),COUNT(AMTDOUBLE)

,S UM(AMTDOUBLE) FROM 

EXAMPLE_SHU 

WHERE partition = '3000W' GROUP BY 

SEX LIMIT 10 ; 

① LSQL 层实现SELECT  

SEX,COUNT(*),COUNT(AMTDOUBLE),SUM(AMTD

OUBLE)  

FROM EXAMPLE_SHU WHERE partition = '3000W' 

GROUP BY SEX LIMIT 10   

② SPRAK 层实现  

SELECT 

SEX,COUNT(*),COUNT(AMTDOUBLE),SUM(AMTD

OUBLE) FROM(SELECT SEX, AMTDOUBLE FROM 

EXAMPLE_SHU  

WHERE partition = '3000W' ) TMP  

GROUP BY SEX LIMIT 10  

 

 

 

 

 

 

多列

GROUP 

BY 

 

 

 

SELECT SEX,PROVINCE,COUNT(*) AS 

CNT,COUNT(AMTDOUBLE),SUM(AMT

DOUBLE) FROM EXAMPLE_SHU 

WHERE 

partition = '3000W' GROUP BY 

SEX,PROVINCE ORDER BY CNT DESC 

LIMIT 10 ; 

① LSQL 层实现  

SELECT SEX,PROVINCE,COUNT(*) AS 

CNT,COUNT(AMTDOUBLE),SUM(AMTDOUBLE) 

FROM  

EXAMPLE_SHU WHERE partition = '3000W' GROUP BY 

SEX,PROVINCE ORDER BY CNT DESC LIMIT 10   

② SPRAK 层实现  

SELECT SEX,PROVINCE,COUNT(*) AS 

CNT,COUNT(AMTDOUBLE),SUM(AMTDOUBLE) 

FROM (SELECT SEX,PROVINCE,AMTDOUBLE 

FROM EXAMPLE_SHU  

WHERE partition = '3000W' ) TMP GROUP BY 

SEX,PROVINCE ORDER BY CNT DESC LIMIT 10   

 

 

 

 

 

LEFT 

JOIN  

 

 

 

 

 

SELECT K21.VEHICLEPLATE FROM 

K21 LEFT JOIN K22 ON 

K21.VEHICLEPLATE=K22.VEHICLEPL

ATE ORDER BY K21.VEHICLEPLATE ; 

 

WITH K23 AS   

(SELECT VEHICLEPLATE,TOLLCODE FROM K21 

WHERE  

partition = '3000W'),  

K24 AS ( SELECT VEHICLEPLATE,TOLLCODE 

FROM K22 WHERE  

partition = '3000W')  

SELECT K23.VEHICLEPLATE FROM K23 LEFT JOIN 

K24 ON K23.VEHICLEPLATE=K24.VEHICLEPLATE 

ORDER BY K23.VEHICLE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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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ON 

ALL  

 

 

 

SELECT COUNT(*) AS CNT FROM 

EXAMPLE_SHU WHERE partition = 

'3000W' 

UNION ALL 

SELECT COUNT(*) AS CNT FROM 

EXAMPLE_SHU WHERE partition = 

'300WINSERT' ; 

 

 

WITH K23 AS   

(SELECT COUNT(*) AS CNT FROM K21 WHERE 

partition  

= '3000W' ),  

K24 AS   

(SELECT COUNT(*) AS CNT FROM K22 WHERE 

partition  

= '3000W' )  

SELECT * FROM K23 UNION ALL SELECT * FROM 

K24 ; 

 

 

 

 

 

 

 

 

DISTINC

T  

 

 

SELECT SIZE(COLLECT_SET(SEX)) AS 

DIST_SEX, 

SIZE(COLLECT_SET(PROVINCE)) AS 

DIST_PROVINCE, 

COUNT(*) AS CNT, 

COUNT(AMTLONG) AS CNT_LONG, 

COUNT(DISTINCT AMTLONG) AS 

DIST_LONG 

FROM EXAMPLE_SHU WHERE 

partition = '3000W' AND CONTENT='王

老吉'  ; 

 

 

SELECT   

    SIZE(COLLECT_SET(TMP.SEX)) AS DIST_SEX,  

    SIZE(COLLECT_SET(TMP.PROVINCE)) AS 

DIST_PROVINCE,  

    COUNT(*) AS CNT,  

    COUNT(TMP.AMTLONG) AS CNT_LONG,  

    COUNT(DISTINCT TMP.AMTLONG) AS 

DIST_LONG FROM (  

SELECT SEX,PROVINCE,AMTLONG FROM  

EXAMPLE_SHU WHERE partition = '3000W' AND  

CONTENT='王老吉'   

) TMP LIMIT 10;  

 

 

 

 

 

 

 

GROUP 

BY  

+DISTIN

CT  

 

 

SELECT  SEX AS SEX,    

SIZE(COLLECT_SET(PROVINCE)) AS 

DIST_PROVINCE, 

COUNT(*) AS CNT, 

COUNT(AMTLONG) AS CNT_LONG, 

COUNT(DISTINCT AMTLONG) AS 

DIST_LONG 

FROM EXAMPLE_SHU WHERE 

partition = '3000W' AND CONTENT=' 

王老吉' 

GROUP BY SEX LIMIT 10; 

SELECT   

    TMP.SEX AS SEX,   

    SIZE(COLLECT_SET(TMP.PROVINCE)) AS 

DIST_PROVINCE,  

    COUNT(*) AS CNT,  

    COUNT(TMP.AMTLONG) AS CNT_LONG,  

    COUNT(DISTINCT TMP.AMTLONG) AS 

DIST_LONG  

FROM   

( SELECT SEX,PROVINCE,AMTLONG FROM  

EXAMPLE_SHU WHERE partition = '3000W' AND  

CONTENT='王老吉'   

) TMP  

GROUP BY TMP.SEX LIMIT 10;  

结果返回  1. 统计返回为 0 时，显示为 0 

2. 查询返回为空时，显示为空 

1. 统计返回为 0 时，显示为空  

2. 查询返回为空时，显示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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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 SQL 优化 

1. SQL 优化原则  

(1) 优先使用 LSQL 的索引进行过滤，统计，分组，排序，能 LSQL 来实现的尽量 LSQL 实

现；  

(2) 一定要写 LIMIT,返回的数据条数越少越好；  

(3) 尽量尽早地过滤数据，减少每个阶段的数据量；  

(4) 减少不必要的列的返回；杜绝使用 select *查询！  

(5) 能并行执行的,就不要单点执行,如数据倾斜的场景；  

(6) 如果查询返回的列数很多,请选用行存； 

(7) 尽量减少扫描的分区数； 

(8) 避免数据倾斜； 

常见数据倾斜产生的原因： 

(1) ORDER BY ,不写 LIMIT,这样只会有一个 REDUCE 产生,单点瓶颈； 

(2) JOIN 的 KEY 里面含有 NULL 值或者大量的重复值导致的笛卡尔积；  

(3) ROW NUMBER 的 PARTION KEY 分组不均衡； 

(4) 对 SUM.COUNT 来说，不存在数据倾斜问题。但对 COUNT(DISTINCT ),效率较低，数据量

一多，准出问题；  

(5) GROUP BY+自定义 UDAF； 

2. 优先使用 LSQL 的过滤策略  

LSQL 层的作用是直接对接索引的，可以极大的提升数据检索以及统计的效率，功能简

单，支持的函数并不多，目前函数仅仅内置 COUNT、AVG、MAX、MIN、SUM 5 个聚合函数。 

3. 当需要同时使用 LSQL 与 HIVE 的特性时  

当用户需要同时用到 HIVE 的一些函数和写法,并且又想充分利用 LSQL 的索引特性时,可

以使用子查询的方式,例如:  

SELECT ABC FROM (  

--LSQL 的查询  

SELECT ABC FROM QUICKSTART WHERE partition='3000W' LIMIT 100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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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E 的 BETWEEN AND  

WHERE T.AGE BETWEEN 20 AND 40;  

4. 当需要进行 NOT IN ,IN 子查询时  

HIVE 只支持 FROM 的子查询，当需要使用 IN 的时候可以使用 JOIN 代替  

IN :  

SELECT  ID FROM A LEFT OUTER JOIN B ON A.ID=B.ID WHERE B.ID IS NOT NULL;  

NOT IN : 

SELECT ID FROM A LEFT OUTER JOIN B ON A.ID=B.ID WHERE B.ID IS NULL;  

5. 需要多表关联查询时  

需要多表关联查询时使用 WITH AS 的形式 

WITH B AS (  

SELECT C.ID FROM C   

)  

SELECT A.ID FROM A LEFT JOIN B ON A.ID = B.ID WHERE B.ID IS NOT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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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Hive 函数 

8.2.1. 关系运算： 

1. 等值比较: = 

语法：A=B 

 操作类型：所有基本类型 

 描述: 如果表达式 A 与表达式 B 相等，则为 TRUE；否则为 FALSE 

 举例： 

 hive> select 1 from lxw_dual where 1=1; 

 1 

2. 不等值比较: <> 

 语法: A <> B 

操作类型: 所有基本类型 

描述: 如果表达式 A 为 NULL，或者表达式 B 为 NULL，返回 NULL；如果表达式 A 与表

达式 B 不相等，则为 TRUE；否则为 FALSE 

举例： 

hive> select 1 from lxw_dual where 1 <> 2; 

1 

3. 小于比较: < 

 语法: A < B 

操作类型: 所有基本类型 

描述: 如果表达式 A 为 NULL，或者表达式 B 为 NULL，返回 NULL；如果表达式 A 小于

表达式 B，则为 TRUE；否则为 FALSE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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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e> select 1 from lxw_dual where 1 < 2; 

1 

4. 小于等于比较: <= 

语法: A <= B 

操作类型: 所有基本类型 

描述: 如果表达式 A 为 NULL，或者表达式 B 为 NULL，返回 NULL；如果表达式 A 小于

或者等于表达式 B，则为 TRUE；否则为 FALSE 

举例： 

hive> select 1 from lxw_dual where 1 <= 1; 

1 

5. 大于比较: > 

语法: A > B 

操作类型: 所有基本类型 

描述: 如果表达式 A 为 NULL，或者表达式 B 为 NULL，返回 NULL；如果表达式 A 大于

表达式 B，则为 TRUE；否则为 FALSE 

举例： 

hive> select 1 from lxw_dual where 2 > 1; 

1 

6. 大于等于比较: >= 

语法: A >= B 

操作类型: 所有基本类型 

描述: 如果表达式 A 为 NULL，或者表达式 B 为 NULL，返回 NULL；如果表达式 A 大于

或者等于表达式 B，则为 TRUE；否则为 FALSE 

举例： 

hive> select 1 from lxw_dual where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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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意：String 的比较要注意(常用的时间比较可以先 to_date 之后再比较) 

hive> select * from lxw_dual; 

2011111209 00:00:00     2011111209 

 

hive> select a,b,a<b,a>b,a=b from lxw_dual; 

2011111209 00:00:00     2011111209      false   true    false 

7. 空值判断: IS NULL 

语法: A IS NULL 

操作类型: 所有类型 

描述: 如果表达式 A 的值为 NULL，则为 TRUE；否则为 FALSE 

举例： 

hive> select 1 from lxw_dual where null is null; 

1 

8. 非空判断: IS NOT NULL 

语法: A IS NOT NULL 

操作类型: 所有类型 

描述: 如果表达式 A 的值为 NULL，则为 FALSE；否则为 TRUE 

举例： 

hive> select 1 from lxw_dual where 1 is not null; 

1 

9. LIKE 比较: LIKE 

语法: A LIKE B 

操作类型: strings 

描述: 如果字符串 A 或者字符串 B 为 NULL，则返回 NULL；如果字符串 A 符合表达式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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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则语法，则为 TRUE；否则为 FALSE。B 中字符”_”表示任意单个字符，而字符”%”表

示任意数量的字符。 

举例： 

hive> select 1 from lxw_dual where 'football' like 'foot%'; 

1 

 

hive> select 1 from lxw_dual where 'football' like 'foot____'; 

1 

注意：否定比较时候用 NOT A LIKE B 

hive> select 1 from lxw_dual where NOT 'football' like 'fff%'; 

1  

10. JAVA 的 LIKE 操作: RLIKE 

语法: A RLIKE B 

操作类型: strings 

描述: 如果字符串 A 或者字符串 B 为 NULL，则返回 NULL；如果字符串 A 符合 JAVA 正

则表达式 B 的正则语法，则为 TRUE；否则为 FALSE。 

举例： 

hive> select 1 from lxw_dual where 'footbar’ rlike '^f.*r$’; 

1 

注意：判断一个字符串是否全为数字： 

hive>select 1 from lxw_dual where '123456' rlike '^\\d+$'; 

1 

hive> select 1 from lxw_dual where '123456aa' rlike '^\\d+$'; 

11. REGEXP 操作: REGEXP 

语法: A REGEXP B 

操作类型: str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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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功能与 RLIKE 相同 

举例： 

hive> select 1 from lxw_dual where 'footbar' REGEXP '^f.*r$'; 

1 

8.2.2. 数学运算： 

1. 加法操作: + 

语法: A + B 

操作类型：所有数值类型 

说明：返回 A 与 B 相加的结果。结果的数值类型等于 A 的类型和 B 的类型的最小父类

型（详见数据类型的继承关系）。比如，int + int 一般结果为 int 类型，而 int + double 一般

结果为 double 类型 

举例： 

hive> select 1 + 9 from lxw_dual; 

10 

 

hive> create table lxw_dual as select 1 + 1.2 from lxw_dual; 

 

hive> describe lxw_dual; 

_c0     double 

2. 减法操作: - 

语法: A – B 

操作类型：所有数值类型 

说明：返回 A 与 B 相减的结果。结果的数值类型等于 A 的类型和 B 的类型的最小父类

型（详见数据类型的继承关系）。比如，int – int 一般结果为 int 类型，而 int – double 一

般结果为 double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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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hive> select 10 – 5 from lxw_dual; 

5 

 

hive> create table lxw_dual as select 5.6 – 4 from lxw_dual; 

 

hive> describe lxw_dual; 

_c0     double 

3. 乘法操作: * 

语法: A * B 

操作类型：所有数值类型 

说明：返回 A 与 B 相乘的结果。结果的数值类型等于 A 的类型和 B 的类型的最小父类

型（详见数据类型的继承关系）。注意，如果 A 乘以 B 的结果超过默认结果类型的数值范

围，则需要通过 cast 将结果转换成范围更大的数值类型 

举例： 

hive> select 40 * 5 from lxw_dual; 

200 

4. 除法操作: / 

语法: A / B 

操作类型：所有数值类型 

说明：返回 A 除以 B 的结果。结果的数值类型为 double 

举例： 

hive> select 40 / 5 from lxw_dual; 

8.0 

注意：hive 中最高精度的数据类型是 double,只精确到小数点后 16 位，在做除法运算的

时候要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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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e>select ceil(28.0/6.999999999999999999999) from lxw_dual limit 1;     

结果为 4 

 

hive>select ceil(28.0/6.99999999999999) from lxw_dual limit 1;            

结果为 5 

5. 取余操作: % 

语法: A % B 

操作类型：所有数值类型 

说明：返回 A 除以 B 的余数。结果的数值类型等于 A 的类型和 B 的类型的最小父类型

（详见数据类型的继承关系）。 

举例： 

hive> select 41 % 5 from lxw_dual; 

1 

 

hive> select 8.4 % 4 from lxw_dual; 

0.40000000000000036 

注意：精度在 hive 中是个很大的问题，类似这样的操作最好通过 round 指定精度 

hive> select round(8.4 % 4 , 2) from lxw_dual; 

0.4 

6. 位与操作: & 

语法: A & B 

操作类型：所有数值类型 

说明：返回 A 和 B 按位进行与操作的结果。结果的数值类型等于 A 的类型和 B 的类型

的最小父类型（详见数据类型的继承关系）。 

举例： 

hive> select 4 & 8 from lxw_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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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hive> select 6 & 4 from lxw_dual; 

4 

7. 位或操作: | 

语法: A | B 

操作类型：所有数值类型 

说明：返回 A 和 B 按位进行或操作的结果。结果的数值类型等于 A 的类型和 B 的类型

的最小父类型（详见数据类型的继承关系）。 

举例： 

hive> select 4 | 8 from lxw_dual; 

12 

 

hive> select 6 | 8 from lxw_dual; 

14 

8. 位异或操作: ^ 

语法: A ^ B 

操作类型：所有数值类型 

说明：返回 A 和 B 按位进行异或操作的结果。结果的数值类型等于 A 的类型和 B 的类

型的最小父类型（详见数据类型的继承关系）。 

举例： 

hive> select 4 ^ 8 from lxw_dual; 

12 

 

hive> select 6 ^ 4 from lxw_du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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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位取反操作: ~ 

语法: ~A 

操作类型：所有数值类型 

说明：返回 A 按位取反操作的结果。结果的数值类型等于 A 的类型。 

举例： 

hive> select ~6 from lxw_dual; 

-7 

 

hive> select ~4 from lxw_dual; 

-5 

8.2.3. 逻辑运算： 

1. 逻辑与操作: AND 

语法: A AND B 

操作类型：boolean 

说明：如果 A 和 B 均为 TRUE，则为 TRUE；否则为 FALSE。如果 A 为 NULL 或 B 为 NULL，

则为 NULL 

举例： 

hive> select 1 from lxw_dual where 1=1 and 2=2; 

1 

2. 逻辑或操作: OR 

语法: A OR B 

操作类型：boolean 

说明：如果 A 为 TRUE，或者 B 为 TRUE，或者 A 和 B 均为 TRUE，则为 TRUE；否则为 FALSE 

举例： 



 

 - 241 - 

hive> select 1 from lxw_dual where 1=2 or 2=2; 

1 

3. 逻辑非操作: NOT 

语法: NOT A 

操作类型：boolean 

说明：如果 A 为 FALSE，或者 A 为 NULL，则为 TRUE；否则为 FALSE 

举例： 

hive> select 1 from lxw_dual where not 1=2; 

1 

8.2.4. 数值计算 

1. 取整函数: round 

语法: round(double a) 

返回值: BIGINT 

说明: 返回 double 类型的整数值部分 （遵循四舍五入） 

举例： 

hive> select round(3.1415926) from lxw_dual; 

3 

 

hive> select round(3.5) from lxw_dual; 

4 

 

hive> create table lxw_dual as select round(9542.158) from lxw_dual; 

 

hive> describe lxw_dual; 

_c0     big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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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定精度取整函数: round 

语法: round(double a, int d) 

返回值: DOUBLE 

说明: 返回指定精度 d 的 double 类型 

举例： 

hive> select round(3.1415926,4) from lxw_dual; 

3.1416 

3. 向下取整函数: floor 

语法: floor(double a) 

返回值: BIGINT 

说明: 返回等于或者小于该 double 变量的最大的整数 

举例： 

hive> select floor(3.1415926) from lxw_dual; 

3 

 

hive> select floor(25) from lxw_dual; 

25 

4. 向上取整函数: ceil 

语法: ceil(double a) 

返回值: BIGINT 

说明: 返回等于或者大于该 double 变量的最小的整数 

举例： 

hive> select ceil(3.1415926) from lxw_dua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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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e> select ceil(46) from lxw_dual; 

46 

5. 向上取整函数: ceiling 

语法: ceiling(double a) 

返回值: BIGINT 

说明: 与 ceil 功能相同 

举例： 

hive> select ceiling(3.1415926) from lxw_dual; 

4 

 

hive> select ceiling(46) from lxw_dual; 

46 

6. 取随机数函数: rand 

语法: rand(),rand(int seed) 

返回值: double 

说明: 返回一个 0 到 1 范围内的随机数。如果指定种子 seed，则会等到一个稳定的随机

数序列 

举例： 

hive> select rand() from lxw_dual; 

0.5577432776034763 

 

hive> select rand() from lxw_dual; 

0.6638336467363424 

 

hive> select rand(100) from lxw_dual; 

0.7220096548596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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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e> select rand(100) from lxw_dual; 

0.7220096548596434 

7. 自然指数函数: exp 

语法: exp(double a) 

返回值: double 

说明: 返回自然对数 e 的 a 次方 

举例： 

hive> select exp(2) from lxw_dual; 

7.38905609893065 

自然对数函数: ln 

语法: ln(double a) 

返回值: double 

说明: 返回 a 的自然对数 

举例： 

hive> select ln(7.38905609893065) from lxw_dual; 

2.0 

8. 以 10 为底对数函数: log10 

语法: log10(double a) 

返回值: double 

说明: 返回以 10 为底的 a 的对数 

举例： 

hive> select log10(100) from lxw_dual;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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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以 2 为底对数函数: log2 

语法: log2(double a) 

返回值: double 

说明: 返回以 2 为底的 a 的对数 

举例： 

hive> select log2(8) from lxw_dual; 

3.0 

10. 对数函数: log 

语法: log(double base, double a) 

返回值: double 

说明: 返回以 base 为底的 a 的对数 

举例： 

hive> select log(4,256) from lxw_dual; 

4.0 

11. 幂运算函数: pow 

语法: pow(double a, double p) 

返回值: double 

说明: 返回 a 的 p 次幂 

举例： 

hive> select pow(2,4) from lxw_dual; 

16.0 

12. 幂运算函数: power 

语法: power(double a, double p) 

返回值: 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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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返回 a 的 p 次幂,与 pow 功能相同 

举例： 

hive> select power(2,4) from lxw_dual; 

16.0 

13. 开平方函数: sqrt 

语法: sqrt(double a) 

返回值: double 

说明: 返回 a 的平方根 

举例： 

hive> select sqrt(16) from lxw_dual; 

4.0 

14. 二进制函数: bin 

语法: bin(BIGINT a) 

返回值: string 

说明: 返回 a 的二进制代码表示 

举例： 

hive> select bin(7) from lxw_dual; 

111 

15. 十六进制函数: hex 

语法: hex(BIGINT a) 

返回值: string 

说明: 如果变量是 int 类型，那么返回 a 的十六进制表示；如果变量是 string 类型，则

返回该字符串的十六进制表示 

举例： 

hive> select hex(17) from lxw_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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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hive> select hex(‘abc’) from lxw_dual; 

616263 

16. 反转十六进制函数: unhex 

语法: unhex(string a) 

返回值: string 

说明: 返回该十六进制字符串所代码的字符串 

举例： 

hive> select unhex(‘616263’) from lxw_dual; 

Abc 

 

hive> select unhex(‘11’) from lxw_dual; 

- 

 

hive> select unhex(616263) from lxw_dual; 

abc 

17. 进制转换函数: conv 

语法: conv(BIGINT num, int from_base, int to_base) 

返回值: string 

说明: 将数值 num 从 from_base 进制转化到 to_base 进制 

举例： 

hive> select conv(17,10,16) from lxw_dual; 

11 

 

hive> select conv(17,10,2) from lxw_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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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 

18. 绝对值函数: abs 

语法: abs(double a)   abs(int a) 

返回值: double        int 

说明: 返回数值 a 的绝对值 

举例： 

hive> select abs(-3.9) from lxw_dual; 

3.9 

 

hive> select abs(10.9) from lxw_dual; 

10.9 

19. 正取余函数: pmod 

语法: pmod(int a, int b),pmod(double a, double b) 

返回值: int double 

说明: 返回正的 a 除以 b 的余数 

举例： 

hive> select pmod(9,4) from lxw_dual; 

1 

 

hive> select pmod(-9,4) from lxw_dual; 

3 

20. 正弦函数: sin 

语法: sin(double a) 

返回值: double 

说明: 返回 a 的正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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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hive> select sin(0.8) from lxw_dual; 

0.7173560908995228 

21. 反正弦函数: asin 

语法: asin(double a) 

返回值: double 

说明: 返回 a 的反正弦值 

举例： 

hive> select asin(0.7173560908995228) from lxw_dual; 

0.8 

22. 余弦函数: cos 

语法: cos(double a) 

返回值: double 

说明: 返回 a 的余弦值 

举例： 

hive> select cos(0.9) from lxw_dual; 

0.6216099682706644 

23. 反余弦函数: acos 

语法: acos(double a) 

返回值: double 

说明: 返回 a 的反余弦值 

举例： 

hive> select acos(0.6216099682706644) from lxw_dual;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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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positive 函数: positive 

语法: positive(int a), positive(double a) 

返回值: int double 

说明: 返回 a 

举例： 

hive> select positive(-10) from lxw_dual; 

-10 

 

hive> select positive(12) from lxw_dual; 

12 

25. negative 函数: negative 

语法: negative(int a), negative(double a) 

返回值: int double 

说明: 返回-a 

举例： 

hive> select negative(-5) from lxw_dual; 

5 

 

hive> select negative(8) from lxw_dual; 

-8 

8.2.5. 日期函数 

1. UNIX 时间戳转日期函数: from_unixtime 

语法: from_unixtime(bigint unixtime[, string format]) 

返回值: string 

说明: 转化 UNIX 时间戳（从 1970-01-01 00:00:00 UTC 到指定时间的秒数）到当前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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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格式 

举例： 

hive> select from_unixtime(1323308943,'yyyyMMdd') from lxw_dual; 

20111208 

2. 获取当前 UNIX 时间戳函数: unix_timestamp 

语法: unix_timestamp() 

返回值: bigint 

说明: 获得当前时区的 UNIX 时间戳 

举例： 

hive> select unix_timestamp() from lxw_dual; 

1323309615 

3. 日期转 UNIX 时间戳函数: unix_timestamp 

语法: unix_timestamp(string date) 

返回值: bigint 

说明: 转换格式为"yyyy-MM-dd HH:mm:ss"的日期到 UNIX 时间戳。如果转化失败，则返

回 0。 

举例： 

hive> select unix_timestamp('2011-12-07 13:01:03') from lxw_dual; 

1323234063 

4. 指定格式日期转 UNIX 时间戳函数: unix_timestamp 

语法: unix_timestamp(string date, string pattern) 

返回值: bigint 

说明: 转换 pattern 格式的日期到 UNIX 时间戳。如果转化失败，则返回 0。 

举例： 

hive> select unix_timestamp('20111207 13:01:03','yyyyMMdd HH:mm:ss') from lxw_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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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234063 

5. 日期时间转日期函数: to_date 

语法: to_date(string timestamp) 

返回值: string 

说明: 返回日期时间字段中的日期部分。 

举例： 

hive> select to_date('2011-12-08 10:03:01') from lxw_dual; 

2011-12-08 

6. 日期转年函数: year 

语法: year(string date) 

返回值: int 

说明: 返回日期中的年。 

举例： 

hive> select year('2011-12-08 10:03:01') from lxw_dual; 

2011 

 

hive> select year('2012-12-08') from lxw_dual; 

2012 

7. 日期转月函数: month 

语法: month (string date) 

返回值: int 

说明: 返回日期中的月份。 

举例： 

hive> select month('2011-12-08 10:03:01') from lxw_dual;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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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e> select month('2011-08-08') from lxw_dual; 

8 

8. 日期转天函数: day 

语法: day (string date) 

返回值: int 

说明: 返回日期中的天。 

举例： 

hive> select day('2011-12-08 10:03:01') from lxw_dual; 

8 

 

hive> select day('2011-12-24') from lxw_dual; 

24 

9. 日期转小时函数: hour 

语法: hour (string date) 

返回值: int 

说明: 返回日期中的小时。 

举例： 

hive> select hour('2011-12-08 10:03:01') from lxw_dual; 

10 

10. 日期转分钟函数: minute 

语法: minute (string date) 

返回值: int 

说明: 返回日期中的分钟。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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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e> select minute('2011-12-08 10:03:01') from lxw_dual; 

3 

11. 日期转秒函数: second 

语法: second (string date) 

返回值: int 

说明: 返回日期中的秒。 

举例： 

hive> select second('2011-12-08 10:03:01') from lxw_dual; 

1 

12. 日期转周函数: weekofyear 

语法: weekofyear (string date) 

返回值: int 

说明: 返回日期在当前的周数。 

举例： 

hive> select weekofyear('2011-12-08 10:03:01') from lxw_dual; 

49 

13. 日期比较函数: datediff 

语法: datediff(string enddate, string startdate) 

返回值: int 

说明: 返回结束日期减去开始日期的天数。 

举例： 

hive> select datediff('2012-12-08','2012-05-09') from lxw_dual;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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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期增加函数: date_add 

语法: date_add(string startdate, int days) 

返回值: string 

说明: 返回开始日期 startdate 增加 days 天后的日期。 

举例： 

hive> select date_add('2012-12-08',10) from lxw_dual; 

2012-12-18 

15. 日期减少函数: date_sub 

语法: date_sub (string startdate, int days) 

返回值: string 

说明: 返回开始日期 startdate 减少 days 天后的日期。 

举例： 

hive> select date_sub('2012-12-08',10) from lxw_dual; 

2012-11-28 

8.2.6. 条件函数 

1. If 函数: if 

语法: if(boolean testCondition, T valueTrue, T valueFalseOrNull) 

返回值: T 

说明:  当条件 testCondition 为 TRUE 时，返回 valueTrue；否则返回 valueFalseOrNull 

举例： 

hive> select if(1=2,100,200) from lxw_dual; 

200 

 

hive> select if(1=1,100,200) from lxw_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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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2. 非空查找函数: COALESCE 

语法: COALESCE(T v1, T v2, …) 

返回值: T 

说明:  返回参数中的第一个非空值；如果所有值都为 NULL，那么返回 NULL 

举例： 

hive> select COALESCE(null,'100','50′) from lxw_dual; 

100 

3. 条件判断函数：CASE 

语法: CASE a WHEN b THEN c [WHEN d THEN e]* [ELSE f] END 

返回值: T 

说明：如果 a 等于 b，那么返回 c；如果 a 等于 d，那么返回 e；否则返回 f 

举例： 

hive> Select case 100 when 50 then 'tom' when 100 then 'mary' else 'tim' end from 

lxw_dual; 

mary 

 

hive> Select case 200 when 50 then 'tom' when 100 then 'mary' else 'tim' end from 

lxw_dual; 

tim 

4. 条件判断函数：CASE 

语法: CASE WHEN a THEN b [WHEN c THEN d]* [ELSE e] END 

返回值: T 

说明：如果 a 为 TRUE,则返回 b；如果 c 为 TRUE，则返回 d；否则返回 e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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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e> select case when 1=2 then 'tom' when 2=2 then 'mary' else 'tim' end from lxw_dual; 

mary 

 

hive> select case when 1=1 then 'tom' when 2=2 then 'mary' else 'tim' end from lxw_dual; 

tom 

8.2.7. 字符串函数 

1. 字符串长度函数：length 

语法: length(string A) 

返回值: int 

说明：返回字符串 A 的长度 

举例： 

hive> select length('abcedfg') from lxw_dual; 

7 

2. 字符串反转函数：reverse 

语法: reverse(string A) 

返回值: string 

说明：返回字符串 A 的反转结果 

举例： 

hive> select reverse(abcedfg’) from lxw_dual; 

gfdecba 

3. 字符串连接函数：concat 

语法: concat(string A, string B…) 

返回值: string 

说明：返回输入字符串连接后的结果，支持任意个输入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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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hive> select concat(‘abc’,'def’,'gh’) from lxw_dual; 

abcdefgh 

4. 带分隔符字符串连接函数：concat_ws 

语法: concat_ws(string SEP, string A, string B…) 

返回值: string 

说明：返回输入字符串连接后的结果，SEP 表示各个字符串间的分隔符 

举例： 

hive> select concat_ws(',','abc','def','gh') from lxw_dual; 

abc,def,gh 

5. 字符串截取函数：substr,substring 

语法: substr(string A, int start),substring(string A, int start) 

返回值: string 

说明：返回字符串 A 从 start 位置到结尾的字符串 

举例： 

hive> select substr('abcde',3) from lxw_dual; 

cde 

 

hive> select substring('abcde',3) from lxw_dual; 

cde 

 

hive>  select substr('abcde',-1) from lxw_dual;  （和 ORACLE 相同） 

e 

6. 字符串截取函数：substr,substring 

语法: substr(string A, int start, int len),substring(string A, int start, int 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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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string 

说明：返回字符串 A 从 start 位置开始，长度为 len 的字符串 

举例： 

hive> select substr('abcde',3,2) from lxw_dual; 

cd 

 

hive> select substring('abcde',3,2) from lxw_dual; 

cd 

 

hive>select substring('abcde',-2,2) from lxw_dual; 

de 

7. 字符串转大写函数：upper,ucase 

语法: upper(string A) ucase(string A) 

返回值: string 

说明：返回字符串 A 的大写格式 

举例： 

hive> select upper('abSEd') from lxw_dual; 

ABSED 

 

hive> select ucase('abSEd') from lxw_dual; 

ABSED 

8. 字符串转小写函数：lower,lcase 

语法: lower(string A) lcase(string A) 

返回值: string 

说明：返回字符串 A 的小写格式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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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e> select lower('abSEd') from lxw_dual; 

absed 

 

hive> select lcase('abSEd') from lxw_dual; 

absed 

9. 去空格函数：trim 

语法: trim(string A) 

返回值: string 

说明：去除字符串两边的空格 

举例： 

hive> select trim(' abc ') from lxw_dual; 

abc 

10. 左边去空格函数：ltrim 

语法: ltrim(string A) 

返回值: string 

说明：去除字符串左边的空格 

举例： 

hive> select ltrim(' abc ') from lxw_dual; 

abc 

11. 右边去空格函数：rtrim 

语法: rtrim(string A) 

返回值: string 

说明：去除字符串右边的空格 

举例： 

hive> select rtrim(' abc ') from lxw_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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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 

12. 正则表达式替换函数：regexp_replace 

语法: regexp_replace(string A, string B, string C) 

返回值: string 

说明：将字符串 A 中的符合 java 正则表达式 B 的部分替换为 C。注意，在有些情况下要

使用转义字符,类似 oracle 中的 regexp_replace 函数。 

举例： 

hive> select regexp_replace('foobar', 'oo|ar', '') from lxw_dual; 

fb 

13. 则表达式解析函数：regexp_extract 

语法: regexp_extract(string subject, string pattern, int index) 

返回值: string 

说明：将字符串 subject 按照 pattern 正则表达式的规则拆分，返回 index 指定的字符。 

举例： 

hive> select regexp_extract('foothebar', 'foo(.*)(bar)', 1) from lxw_dual; 

the 

 

hive> select regexp_extract('foothebar', 'foo(.*)(bar)', 2) from lxw_dual; 

bar 

 

hive> select regexp_extract('foothebar', 'foo(.*)(bar)', 0) from lxw_dual; 

foothebar 

注意，在有些情况下要使用转义字符，下面的等号要用双竖线转义，这是 java 正则表

达式的规则。 

select data_field, 

 regexp_extract(data_field,'.*bgStart\\=([^&]+)',1) as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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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exp_extract(data_field,'.*contentLoaded_headStart\\=([^&]+)',1) as bbb, 

 regexp_extract(data_field,'.*AppLoad2Req\\=([^&]+)',1) as ccc  

 from pt_nginx_loginlog_st  

 where pt = '2012-03-26' limit 2; 

14. URL 解析函数：parse_url 

语法: parse_url(string urlString, string partToExtract [, string keyToExtract]) 

返回值: string 

说明：返回 URL 中指定的部分。partToExtract 的有效值为：HOST, PATH, QUERY, REF, 

PROTOCOL, AUTHORITY, FILE, and USERINFO. 

举例： 

hive> select parse_url('http://facebook.com/path1/p.phpk1=v1&k2=v2#Ref1', 'HOST') from 

lxw_dual; 

facebook.com 

 

hive> select parse_url('http://facebook.com/path1/p.phpk1=v1&k2=v2#Ref1', 'QUERY', 'k1') 

from lxw_dual; 

v1 

15. json 解析函数：get_json_object 

语法: get_json_object(string json_string, string path) 

返回值: string 

说明：解析 json 的字符串 json_string,返回 path 指定的内容。如果输入的 json 字符串无

效，那么返回 NULL。 

举例： 

hive> select  get_json_object('{"store": 

>   {"fruit":\[{"weight":8,"type":"apple"},{"weight":9,"type":"pear"}], 

>    "bicycle":{"price":19.95,"color":"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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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mail":"amy@only_for_json_udf_test.net", 

>  "owner":"amy" 

> } 

> ','$.owner') from lxw_dual; 

amy 

16. 空格字符串函数：space 

语法: space(int n) 

返回值: string 

说明：返回长度为 n 的字符串 

举例： 

hive> select space(10) from lxw_dual; 

hive> select length(space(10)) from lxw_dual; 

10 

17. 重复字符串函数：repeat 

语法: repeat(string str, int n) 

返回值: string 

说明：返回重复 n 次后的 str 字符串 

举例： 

hive> select repeat('abc',5) from lxw_dual; 

abcabcabcabcabc 

18. 首字符 ascii 函数：ascii 

语法: ascii(string str) 

返回值: int 

说明：返回字符串 str 第一个字符的 ascii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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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hive> select ascii('abcde') from lxw_dual; 

97 

19. 左补足函数：lpad 

语法: lpad(string str, int len, string pad) 

返回值: string 

说明：将 str 进行用 pad 进行左补足到 len 位 

举例： 

hive> select lpad('abc',10,'td') from lxw_dual; 

tdtdtdtabc 

注意：与 GP，ORACLE 不同，pad 不能默认 

20. 右补足函数：rpad 

语法: rpad(string str, int len, string pad) 

返回值: string 

说明：将 str 进行用 pad 进行右补足到 len 位 

举例： 

hive> select rpad('abc',10,'td') from lxw_dual; 

abctdtdtdt 

21. 分割字符串函数: split 

语法:  split(string str, string pat) 

返回值:  array 

说明: 按照 pat 字符串分割 str，会返回分割后的字符串数组 

举例： 

hive> select split('abtcdtef','t') from lxw_dual; 

["ab","cd","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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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集合查找函数: find_in_set 

语法: find_in_set(string str, string strList) 

返回值: int 

说明: 返回 str 在 strlist 第一次出现的位置，strlist 是用逗号分割的字符串。如果没有找

该 str 字符，则返回 0 

举例： 

hive> select find_in_set('ab','ef,ab,de') from lxw_dual; 

2 

 

hive> select find_in_set('at','ef,ab,de') from lxw_dual; 

0 

 

// select split('12304560789','0') as a from hmbbs limit 1 返回数组：["123","456","789"] 

// concat_ws(',',e.a[0],e.a[1],e.a[2])返回：123,456,789 转换 string 

 

hive> select find_in_set('456',concat_ws(',',e.a[0],e.a[1],e.a[2])) from (select 

split('12304560789','0') as a from hmbbs limit 1)e; 

8.2.8. 集合统计函数 

1. 个数统计函数: count 

语法: count(*), count(expr), count(DISTINCT expr[, expr_.]) 

返回值: int 

说明: count(*)统计检索出的行的个数，包括 NULL 值的行；count(expr)返回指定字段的

非空值的个数；count(DISTINCT expr[, expr_.])返回指定字段的不同的非空值的个数 

举例： 

hive> select count(*) from lxw_dual;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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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e> select count(distinct t) from lxw_dual; 

10 

2. 总和统计函数: sum 

语法: sum(col), sum(DISTINCT col) 

返回值: double 

说明: sum(col)统计结果集中 col 的相加的结果；sum(DISTINCT col)统计结果中 col 不同值

相加的结果 

举例： 

hive> select sum(t) from lxw_dual; 

100 

 

hive> select sum(distinct t) from lxw_dual; 

70 

3. 平均值统计函数: avg 

语法: avg(col), avg(DISTINCT col) 

返回值: double 

说明: avg(col)统计结果集中 col 的平均值；avg(DISTINCT col)统计结果中 col 不同值相加

的平均值 

举例： 

hive> select avg(t) from lxw_dual; 

50 

 

hive> select avg (distinct t) from lxw_dual;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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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小值统计函数: min 

语法: min(col) 

返回值: double 

说明: 统计结果集中 col 字段的最小值 

举例： 

hive> select min(t) from lxw_dual; 

20 

5. 最大值统计函数: max 

语法: maxcol) 

返回值: double 

说明: 统计结果集中 col 字段的最大值 

举例： 

hive> select max(t) from lxw_dual; 

120 

6. 非空集合总体变量函数: var_pop 

语法: var_pop(col) 

返回值: double 

说明: 统计结果集中 col 非空集合的总体变量（忽略 null） 

7. 非空集合样本变量函数: var_samp 

语法: var_samp (col) 

返回值: double 

说明: 统计结果集中 col 非空集合的样本变量（忽略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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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总体标准偏离函数: stddev_pop 

语法: stddev_pop(col) 

返回值: double 

说明: 该函数计算总体标准偏离，并返回总体变量的平方根，其返回值与 VAR_POP 函

数的平方根相同 

9. 样本标准偏离函数: stddev_samp 

语法: stddev_samp (col) 

返回值: double 

说明: 该函数计算样本标准偏离 

10. 中位数函数: percentile 

语法: percentile(BIGINT col, p) 

返回值: double 

说明: 求准确的第 pth 个百分位数，p 必须介于 0 和 1 之间，但是 col 字段目前只支持

整数，不支持浮点数类型 

11. 中位数函数: percentile 

语法: percentile(BIGINT col, array(p1 [, p2]…)) 

返回值: array<double> 

说明: 功能和上述类似，之后后面可以输入多个百分位数，返回类型也为 array<double>，

其中为对应的百分位数。 

举例： 

select percentile(score,<0.2,0.4>) from lxw_dual； 取 0.2，0.4 位置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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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近似中位数函数: percentile_approx 

语法: percentile_approx(DOUBLE col, p [, B]) 

返回值: double 

说明: 求近似的第 pth 个百分位数，p 必须介于 0 和 1 之间，返回类型为 double，但是

col 字段支持浮点类型。参数 B 控制内存消耗的近似精度，B 越大，结果的准确度越高。默

认为 10,000。当 col 字段中的 distinct 值的个数小于 B 时，结果为准确的百分位数 

13. 近似中位数函数: percentile_approx 

语法: percentile_approx(DOUBLE col, array(p1 [, p2]…) [, B]) 

返回值: array<double> 

说明: 功能和上述类似，之后后面可以输入多个百分位数，返回类型也为 array<double>，

其中为对应的百分位数。 

14. 直方图: histogram_numeric 

语法: histogram_numeric(col, b) 

返回值: array<struct {‘x’,‘y’}> 

说明: 以 b 为基准计算 col 的直方图信息。 

举例： 

hive> select histogram_numeric(100,5) from lxw_dual; 

[{"x":100.0,"y":1.0}] 

8.2.9. 复合类型构建操作 

1. Map 类型构建: map 

语法: map (key1, value1, key2, value2, …) 

说明：根据输入的 key 和 value 对构建 map 类型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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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e> Create table lxw_test as select map('100','tom','200','mary') as t from lxw_dual; 

 

hive> describe lxw_test; 

t       map<string,string> 

 

hive> select t from lxw_test; 

{"100":"tom","200":"mary"} 

2. Struct 类型构建: struct 

语法: struct(val1, val2, val3, …) 

说明：根据输入的参数构建结构体 struct 类型 

举例： 

hive> create table lxw_test as select struct('tom','mary','tim') as t from lxw_dual; 

 

hive> describe lxw_test; 

t       struct<col1:string,col2:string,col3:string> 

 

hive> select t from lxw_test; 

{"col1":"tom","col2":"mary","col3":"tim"} 

3. array 类型构建: array 

语法: array(val1, val2, …) 

说明：根据输入的参数构建数组 array 类型 

举例： 

hive> create table lxw_test as select array("tom","mary","tim") as t from lxw_dual; 

 

hive> describe lxw_test; 

t       array<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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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e> select t from lxw_test; 

["tom","mary","tim"] 

8.2.10. 复杂类型访问操作 

1. array 类型访问: A[n] 

语法: A[n] 

操作类型: A 为 array 类型，n 为 int 类型 

说明：返回数组 A 中的第 n 个变量值。数组的起始下标为 0。比如，A 是个值为['foo', 'bar']

的数组类型，那么 A[0]将返回'foo',而 A[1]将返回'bar' 

举例： 

hive> create table lxw_test as select array("tom","mary","tim") as t from lxw_dual; 

 

hive> select t[0],t[1],t[2] from lxw_test; 

tom     mary    tim 

2. map 类型访问: M[key] 

语法: M[key] 

操作类型: M 为 map 类型，key 为 map 中的 key 值 

说明：返回 map 类型 M 中，key 值为指定值的 value 值。比如，M 是值为{'f' -> 'foo', 'b' 

-> 'bar', 'all' -> 'foobar'}的 map 类型，那么 M['all']将会返回'foobar' 

举例： 

hive> Create table lxw_test as select map('100','tom','200','mary') as t from lxw_dual; 

 

hive> select t['200'],t['100'] from lxw_test; 

mary    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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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truct 类型访问: S.x 

语法: S.x 

操作类型: S 为 struct 类型 

说明：返回结构体 S 中的 x 字段。比如，对于结构体 struct foobar {int foo, int bar}，

foobar.foo 返回结构体中的 foo 字段 

举例： 

hive> create table lxw_test as select struct('tom','mary','tim') as t from lxw_dual; 

 

hive> describe lxw_test; 

t       struct<col1:string,col2:string,col3:string> 

 

hive> select t.col1,t.col3 from lxw_test; 

tom     tim 

8.2.11. 复杂类型长度统计函数 

1. Map 类型长度函数: size(Map<K.V>) 

语法: size(Map<K.V>) 

返回值: int 

说明: 返回 map 类型的长度 

举例： 

hive> select size(map('100','tom','101','mary')) from lxw_dual; 

2 

2. array 类型长度函数: size(Array<T>) 

语法: size(Array<T>) 

返回值: int 

说明: 返回 array 类型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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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hive> select size(array('100','101','102','103')) from lxw_dual; 

4 

3. 类型转换函数 

类型转换函数: cast 

语法: cast(expr as <type>) 

返回值: Expected "=" to follow "type" 

说明: 返回 array 类型的长度 

举例： 

hive> select cast(1 as bigint) from lxw_dual; 

1 

8.3. 注意事项 

8.3.1. SQL 优化原则  

1. 优先使用 lsql 的索引进行过滤，统计，分组，排序，能 lsql 来实现的尽量 lsql 实现；  

2. 一定要写 LIMIT,返回的数据条数越少越好.( LIMIT 9999 是个性能分界线)；  

3. 尽量尽早地过滤数据，减少每个阶段的数据量；  

4. 减少不必要的列的返回；  

5. 能并行执行的,就不要单点执行,如数据倾斜的场景；  

6. 如果查询返回的列数很多,请选用行存； 

7. 尽量减少扫描的分区数； 

8. 能尽早过滤的进行尽早过滤； 

9. 避免数据倾斜； 

8.3.2. 常见数据倾斜产生的原因 

1. ORDER BY ,不写 LIMIT,这样只会有一个 REDUCE 产生,单点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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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OIN 的 KEY 里面含有 NULL 值或者大量的重复值导致的笛卡尔积；  

3. ROW NUMBER 的 PARTION KEY 分组不均衡； 

4. 对 SUM.COUNT 来说，不存在数据倾斜问题。但对 COUNT(DISTINCT ),效率较低，数据量

一多，准出问题；  

5. GROUP BY+自定义 UDAF； 

8.3.3. 优先使用 lsql 的过滤策略  

lsql 层的作用是直接对接索引的，可以极大的提升数据检索以及统计的效率，功能简单，

支持的函数并不多，目前函数仅仅内置 COUNT、AVG、MAX、MIN、SUM 四个聚合函数。 

8.3.4. 同时使用 lsql 与 HIVE 的特性 

1. 当用户需要同时用到HIVE的一些函数和写法,并且又想充分利用 lsql的索引特性时,可以

使用子查询的方式，例如： 

SELECT * FROM (  

--lsql 的查询  

SELECT * FROM QUICKSTART WHERE partition='3000W' LIMIT 100  

) T  

--HIVE 的 BETWEEN AND  

WHERE T.AGE BETWEEN 20 AND 40;  

2. 当需要进行 NOT IN ,IN 子查询时： 

HIVE 只支持 FROM 的子查询当需要使用 IN 的时候可以使用 JOIN 代替  

IN :  

SELECT ID FROM A LEFT OUTER JOIN B ON A.ID=B.ID WHERE B.ID IS NOT NULL;  

NOT IN : 

SELECT ID FROM A LEFT OUTER JOIN B ON A.ID=B.ID WHERE B.ID IS NULL;  

3. 需要多表关联查询时： 

需要多表关联查询时使用 WITH AS 的形式 

WITH B AS (  

SELECT C.ID FROM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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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ECT A.ID FROM A LEFT JOIN B ON A.ID = B.ID WHERE B.ID IS NOT NULL; 

8.3.5. 特殊注意事项 

1. 行存不能用与统计分析（包括 order by）； 

2. group by 语句 select 中必须带有统计函数； 

3. order by 语句必须加 limit 限制且字段需在 select 后面做展示。 

8.4. 配置项说明 

8.4.1. 查询配置 

配置项 

运行时 

动态设置 

默认值 

写法 

例子 

说明 

cl.deletetable.wait.secs 不可以 7200   

（系统）当删除表的时候，最多的后台等待删除完毕的时

间 

cl.partition.default 不可以 default   如果 sql 不写分区，默认查询的分区名 

cl.fq.max.clause.count 不可以 102400   最多允许的 where 条件个数 

cl.autowarm.isforbidden 不可以 true   是否启用查询预热 

cl.dist.avg.fl 

只能运行

时间设置 

列明   按理均匀返回 mdrill 查询支持的特殊功能 

cl.tablelist 

只能运行

时间设置 

   

额外读取一些表,用于汇聚搜索,union 很多表的情况,多个

表之间用逗号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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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过载保护 1 

配置项 

运行时 

动态设置 

默认值 

写法 

例子 

说明 

cl.query.multi.termquery.throw.error 不可以 true   

超过 term 允许你遍历的个数，是抛错还

是直接返回数据，当用户进行*或者范围

检索时，如果扫描的范围太大，影响了

性能，有系统查挂的风险时，系统会进

行过载保护，进行过载保护的方式 false:

直接返回数据而不抛错，true 则中断当

前查询抛错给用户 

cl.query.multi.termquery.size 可以 10240   

当用户进行*或者范围检索时，扫描的

term 数量超过多少会触发系统过载保护

行为，默认 term 允许你遍历的个数 

cl.search.max.collect.return.break.size 可以 无限制   

where 检索的时候，检索命中多少条数

后直接 break 返回  

cl.sql.execute.timeout.secs 可以 600   

运行时，一条 SQL 期望在多少秒内执行

完毕，如果没有执行完毕，则会自动 kill

这条 SQL 的执行 

cl.sql.execute.max.mb 可以 102400   

运行时，一条 SQL 期望的 IO 读取限制，

默认限制每个进程 1024mb 

        

8.4.3. 过载保护 2 

配置项 

运行时 

动态设

置 

默认值 

写法 

例子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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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sql.parser.auto.add.limit 不可以 true   如果 SQL 没写 limit 自动是否自动补 limit 

cl.sql.parser.auto.add.limit.default.rows 不可以 1024   

自动补的 limit 的大小，用户 SQL 不写

limit，默认限制的返回条数 

syskv='sys.forbid.sql.auto.limit:true'  可以    

在 sql 中动态添加该参数，可以显示禁用

自动添加 limit,注意这里设置 false 无效 

cl.mdrill.max.forbid.limit.rows 不可以 10000000   

在 sql 中能够使用的最大 limit 的大小，超

过改值会被禁用，并报错 

cl.mdrill.max.allow.limit.rows 不可以 30000   

mdrill 模式最多允许的 limit 大小，

offset+rows 的和，超过了，就不能翻页，

只能走 spark 了 

cl.groupby.combine.max.hashmap.size 可以 5000   

mdrill 方式能够进行的最大分组数，如果

超过此值，则会通过 spark 进行分组 

cl.highpriority.partition 不可以 null   

 

在 mdrill 模式的检索里 ，按照日期分区

分批次返回 

配置 如何分区返回 ，以及配置 

cl.highpriority.facet.count 控制 数量达到

多少即可停止不在继续请求 

在 facet 逻辑里也可以 通常与

cl.facet.group.max.count 组合使用，来绝

对每个分组统计值 达到多少后就不在继

续统计，从而节省计算资源 

select s1 from common_example001  

where partition like '%' and s1 like '3*' 

and syskv='cl.facet.fl:s1'  

and 

syskv='cl.highpriority.partition:day_1@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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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day_16@day_64' 

and 

syskv='cl.highpriority.facet.count:30000' 

and syskv='cl.facet.group.max.count:5000' 

limit 5  

        

8.4.4. Reader 打开控制 

配置项 

运行时 

动态设

置 

默认

值 

写法 

例子 

说明 

cl.partxxxxx.readeropen.hdfs.percent 不可以 0   默认所有的内存都可用于打开 HDFS 索引 

cl.partxxxxx.readeropen.cache.ram.percent 不可以 0   默认所有的内存都可用于打开内存索引 

cl.partxxxxx.readeropen.hdfs.secs 不可以 

86400

*3 

  

当一个 hdfs 中的 reader 不在被使用，默

认 3 天后，会释放 

cl.partxxxxx.readeropen.ram.secs 不可以 86400   

当一个 ram 中的 reader 不在被使用，默

认 1 天后，会释放 

     

8.4.5. wal 日志清理控制 

配置项 

运行时 

动态设置 

默认值 

写法 

例子 

说明 

cl.wal.max.purger.secs 不可以 3600   wal 日志能清理的最早时间 

cl.partxxxxx.wal.roll.timelen.ms 不可以 1000l * 3600   wal 切割文件的间隔 

cl.partxxxxx.wal.usebinlog 不可以 true   是否启用 wal 

cl.partxxxxx.wal.flush.secs 不可以 30   刷盘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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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partxxxxx.wal.flush.secs.{tablename} 

     

8.4.6. 索引合并控制-doclist 

配置项 

运行时 

动态设置 

默认

值 

写法 

例子 

说明 

cl.partxxxxx.doclist.flush.timer.check.secs.{tablename} 

cl.partxxxxx.doclist.flush.timer.check.secs 

不可以 60   

(doclist)timer 每间隔多少秒检

查 doclist 是否需要刷到 buffer

里 

cl.partxxxxx.pools.doclistflush 不可以 4   

(doclist)后台用于将

doclist=>buffer 的线程数大小-

由下条 timer 定时任务控制 

cl.partxxxxx.doclist.flush.secs 

cl.partxxxxx.doclist.flush.secs.{tablename} 

不可以 10   

多长时间会触发从

doclist->buffer 的提交操作 

cl.partxxxxx.doclist.pending.thread.pral 不可以 3   

如果 commit 线程池满了，后面

允许的排队长度，超过这个长

度需要阻塞 

cl.partxxxxx.doclist.buff.bytes 不可以 

1024 

* 

1024 

  

多少字节的数据会触发从

doclist->buffer 的提交操作 

cl.partxxxxx.doclist.buff.size 不可以 1024   

多少条的数据会触发从

doclist->buffer 的提交操作 

     

8.4.7. 索引合并控制-buffer 

配置项 运行时 默认 写法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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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设置 值 例子 

cl.partxxxxx.pools.tobuffer 不可以 4   

(buffer)后台用于将 buffer=>ram 

search 的线程数大小-由 timer

定时任务控制 

cl.partxxxxx.buffer.maxcount 不可以 96   

buffer 区域的每个 part-xxxxx 最

多的索引个数 

cl.partxxxxx.buffer.merger.factor 不可以 16   

buffer 区域的每次合并的索引个

数 

cl.partxxxxx.buffer.write.each.percent.{tablename} 

cl.partxxxxx.buffer.write.each.percent 

不可以 1.0d   

默认每个 part-xxxx 使用多少内

存,注意是每个 part-xxxx 而不是

一共 

cl.partxxxxx.buffer.flush.timer.check.secs 

cl.partxxxxx.buffer.flush.timer.check.secs.{tablename} 

不可以 300   

(buffer)timer 每间隔多少秒检查

buffer 是否需要刷到 ram search

里 

cl.partxxxxx.buffer.flush.secs 

cl.partxxxxx.buffer.flush.secs.{tablename} 

    

多长时间会触发从 buffer->ram 

search 的提交操作 

     

8.4.8. 索引合并控制-ram search  

配置项 

运行时 

动态设置 

默认

值 

写法 

例子 

说明 

cl.partxxxxx.pools.todisk 不可以 4   

(ram search)后台用于将 ram 

search=>disk active 的线程数大小-由

timer 定时任务控制 

cl.partxxxxx.ram.ram.maxcount 不可以 18   

ram search 区域的每个 part-xxxxx 最

多的索引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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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partxxxxx.ram.merger.factor 不可以 16   

ram search 区域的每个 part-xxxxx 的

索引合并因子 

cl.partxxxxx.ram2disk.ram.premerger 不可以 true   

当索引内存刷到磁盘上的时候，是否

先将内存中的索引预先合并，这可能

会多使用一倍的内存，但可以减少磁

盘的 IO 

cl.partxxxxx.ram.write.each.percent.{tablename} 

cl.partxxxxx.ram.write.each.percent 

不可以 3.0   

默认每个 part-xxxx 使用多少内存,注

意是每个 part-xxxx 而不是一共 

cl.partxxxxx.global.memory.max.limit.mem 不可以 20   

默认使用多少内存,注意是总共，如

果超过则会根据 lru 进行强制 flush，

将会严重影响性能。 

cl.partxxxxx.global.memory.max.limit.cnt 不可以 256   

最多有多个 part-xxxx 在写入数据，

如果超过则会根据 lru 进行强制

flush，将会严重影响性能。 

cl.partxxxxx.ram.localflush.secs 

cl.partxxxxx.ram.localflush.secs.{tablename} 

不可以 120   ram-disk 的触发间隔 

     

8.4.9. 索引合并控制-disk active-磁盘动态数据索引  

配置项 

运行时 

动态设置 

默认

值 

写法 

例子 

说明 

cl.partxxxxx.index.disk.maxcount 不可以 16   

(disk active) 磁盘动态索引在 kafka 实

时导入情况的每个 part-xxxxx 最多的

索引个数  

cl.partxxxxx.index.disk.hivemode.maxcount 不可以 64   

(disk active)磁盘动态索引在离线导入

情况的每个 part-xxxxx 最多的索引个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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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partxxxxx.index.disk.merger.minfactor 不可以 5   

(disk active)磁盘动态索引-的最小合并

因子 

cl.partxxxxx.index.skip.merger.bigthan 不可以 8   

磁盘合并过程中，如若等待合并的索

引大小比合并队列中的索引大小超过

8 倍，则本次不合并该索引 

cl.partxxxxx.index.disk.merger.factor 不可以 9   (disk active)磁盘动态索引-的合并因子 

cl.partxxxxx.index.maxfilesize 不可以 

2147

4836

48l 

  

闲时-时间段-的索引合并体积大小控

制 

cl.partxxxxx.index.bigindex.maxfilesize 不可以 

5368

7091

20l 

  

忙时-时间段-的索引合并体积大小控

制 

cl.partxxxxx.index.livedocid.minpercent 不可以 85   

被删除条数/总条数 如果低于设定

值，则不再考虑索引体积，需要通过

索引合并，释放空间 

     

8.4.10. 索引合并控制-disk static-磁盘静态索引  

配置项 

运行时 

动态设置 

默认

值 

写法 

例子 

说明 

cl.partxxxxx.index.disk.longtime.maxcount 不可以 4   

(disk static)静态

索引的每个

part-xxxxx 最多的

索引个数 

cl.partxxxxx.index.disk.longtime.merger.minfactor 不可以 2   

(disk static)磁盘

静态索引-的最小

合并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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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partxxxxx.index.disk.longtime.merger.factor 不可以 2   

(disk static)磁盘

静态索引-的合并

因子 

cl.partxxxxx.longtime.merger.final.min.interval.secs.{tablename} 

cl.partxxxxx.longtime.merger.final.min.interval.secs 

不可以 

3600l 

* 24 

* 5d 

  

动静分离-索引必

须在设定的时间

异构才会被转换

为静态索引 

cl.partxxxxx.longtime.24hours.lessthan.records.count 不可以 

1000

000 

  

动静分离-如果

24 小时写入的记

录数小于这个数

值才会被判断为

静态索引 

     

8.4.11. 索引合并控制-disk final-磁盘无数据写入的归档索引  

配置项 

运行时 

动态设置 

默认值 

写法 

例子 

说明 

cl.partxxxxx.pools.mergerone 不可以 3   

(disk active)后台用于将 disk 

active=>disk static 的线程数

大小-由 timer 定时任务控制 

cl.partxxxxx.index.merger.final.minfactor 不可以 5   

(disk final)磁盘最终归档索

引-的合并因子 

cl.partxxxxx.index.merger.final.factor 不可以 2   

(disk final)磁盘归档索引-的

最小合并因子 

cl.partxxxxx.index.merger.final.maxcount 不可以 1   

(disk final)磁盘归档索引

-kafka 导入-索引个数 

cl.partxxxxx.index.merger.final.hivemode.maxcount 不可以 1   (disk final)磁盘归档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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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e 离线导入-索引个数 

cl.partxxxxx.index.merger.final.skip.lessthan.secs 不可以 86400   

(disk final)多久没有一条数

据写入，可以认为是最终归

档索引 

cl.partxxxxx.index.final.maxfilesize 不可以 

858993459

2l 

  索引合并大小控制 

8.4.12. 索引合并控制-时段控制-用于识别当前是 闲时-还是

忙时的时间段 

配置项 

运行时 

动态设置 

默认

值 

写法 

例子 

说明 

cl.partxxxxx.index.merger.final.hourbegin 不可以 22   

能够进行 final 以及删除数据空间释放的时

间段的开始时间 

这个参数也用于识别当前是 闲时-还是忙

时的时间段  

cl.partxxxxx.index.merge.final.hourend 不可以 4   

能够进行 final 以及删除数据空间释放的时

间段的结束时间 

这个参数也用于识别当前是 闲时-还是忙

时的时间段  

cl.lucene.compoundfile  不可以 false   使用启用复合索引 -现在废弃,勿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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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3. 索引合并控制-合并重试 (防止索引合并因 hdfs miss

导致无限僵死的时间设定-默认不要修改)  

配置项 

运行时 

动态设置 

默认

值 

写法 

例子 

说明 

cl.partxxxxx.lucene.merger.retry 不可以 8   

索引如果因为 hdfs 等异常报错

后，重试的次数 

cl.partxxxxx.lucene.merger.timeoutkill.timeout.secs 不可以 3600   索引合并的最小超时时间 

cl.partxxxxx.lucene.merger.timeoutkill.pergb.secs 不可以 7200   每 GB 索引可以增加的超时时间 

cl.partxxxxx.lucene.merger.timeoutkill.per100w.secs       

8.4.14. 索引合并控制-其他  

配置项 

运行时 

动态设置 

默认

值 

写法 

例子 

说明 

  不可以 1   

(disk final)磁盘归档索引-hive 离线导入

-索引个数 

cl.partxxxxx.pools.clean 不可以 3   

后台的垃圾索引，脏数据的清理，以

及 delete 数据空间的释放线程数 

cl.hdfs.index.dirty.commit.clean.nums 不可以 9   

离线 commit 部分垃圾的索引与脏数据

的清理单位 

cl.hdfs.index.dirty.clean.nums 不可以 7   

非 commit 部分的垃圾索引与脏数据的

清理单位 

cl.hdfs.index.dirty.clean.unit 不可以 36000   垃圾索引与脏数据的每单位时长 

cl.partxxxxx.index.lazy.delete.timelen.secs 不可以 1200   

索引合并后，延迟删除时间，用于保

证两段式查询 snapshot 的可用 

cl.partxxxxx.index.purgerreader.timelen.secs 不可以 1200   索引合并后，并删除后，释放 rader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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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用于保证两段式查询 snapshot

的可用 

8.4.15. 异步返回 

配置项 

运行时 

动态设置 

默认

值 

写法 

例子 

说明 

cl.sql.request.async.batch.size 不可以 1024   

进行异步返回为了性能也不是一条一条的返回的，

而是一批一批的，该定义为每批数据的大小 

cl.query.multi.termquery.size 不可以 10240   

当用户进行*或者范围检索时，扫描的 term 数量超

过多少会触发系统过载保护行为 

8.4.16. 缓存、IO 配置 

配置项 

运行时 

动态设置 

默认

值 

写法 

例子 

说明 

cl.blockcache.read.ram.percent 不可以 8   hdfs 的用于查询的缓存大小 

cl.blockcache.write.ram.percent 不可以 8   hdfs 的用于创建索引的缓存大小 

cl.blockcache.eachblock.bits 不可以 14   

hdfs 的用于创建索引的缓存的每个块的

大小默认 1<<14  

cl.hdfs.files.max.paral 不可以 3   

一个 hdfs文件可以在 executor 创建的打

开实例数 

cl.hdfs.files.maxopen.count 不可以 10240   

在一个 executor内可以打开的 hdfs文件

数量 

cl.hdfs.files.opentimes.secs 不可以 600   

一个hdfs索引文件打开后多少秒不被使

用就会关闭 

cl.blockcache.read.buffersize 不可以 4096   （系统）hdfs 索引的读缓冲区大小 

cl.blockcache.read.buffersize.randomaccess 不可以 1024   （系统）HDFS 索引的列存储随即访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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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冲区大小 

cl.blockcache.read.buffersize.fixedbinary 不可以 512   

（系统）HDFS 索引的列存储 fixedbinary

的缓冲区大小 

cl.blockcache.read.buffersize.varbinary 不可以 512   

（系统）HDFS 索引的列存储 varbinary

的缓冲区大小 

cl.blockcache.read.buffersize.terms 不可以 512   

（系统）HDFS 索引的列存储 terms 的缓

冲区大小 

cl.blockcache.write.buffersize 不可以 65536   （系统）HDFS 索引的写缓冲区的大小 

cl.fq.autowarm.cache.size 不可以 24   

（系统）新索引预热，默认保留多少个

预热查询条件 

cl.fq.autowarm.cache.size.hb 不可以 8   

（系统）新索引预热，默认预热多少个

查询条件 

cl.schema.cache.size 不可以 10240   

表结构的缓存大小，最多能在内存中缓

存多少张表 

cl.schema.cache.secs 不可以 43200   每张表的最大缓存时间 

cl.index.schema.cache.secs 不可以 3600   每张表的异步刷新时间 

8.4.17. facet 统计 

配置项 

运行时 

动态设置 

默认

值 

写法 

例子 

说明 

cl.facet.group.max.count 不可以 10240   facet 每个分组最大的 count 数-超过则 break 

累加器 请参考 4_1_0_acc.html 

cl.highpriority.facet.count 不可以 30000   

控制 数量达到多少即可停止不在继续请求详见

2.3.2facet 统计  

cl.facet.fl.rows 

只能运行时

间设置 

   每个 facet 返回的最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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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facet.group.max.count 可以 10240   

facet 内部一个组内，统计到多少就不在进行统计了，

直接返回开始计算下一个组 

8.4.18. 按天分批返回 

配置项 

运行时 

动态设置 

默认值 

写法 

例子 

说明 

cl.highpriority.partition 不可以 ""   请参考 2.4.1 详细介绍 

cl.search.max.collect.return.break.size 不可以 2000000000   

检索过滤期望控制的返回条数，默

认不限制 

累加器 请参考 4_1_0_acc.html 

8.4.19. 离线导入 

配置项 

运行时 

动态设置 

默认值 

写法 

例子 

说明 

cl.recordwriter.commit.max.waitfinish.ts 不可以 864000   离线导入的最大 commit 等待时间 

cl.udaf.index.replication 不可以 5   

离线按照 key 更新，生成的临时索引的

冗余份数 

8.4.20. 异构配置 

配置项 

运行时 

动态设置 

默认值 

写法 

例子 

说明 

cl.index.ssd.ext.{tablename} 

cl.index.ssd.ext 

不可以 tim,doc tim,doc@dvd,fdx@fdt 用于异构配置的目录切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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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1. 心跳 

配置项 

运行时 

动态设置 

默认值 

写法 

例子 

说明 

cl.work.timeout.secs 不可以 600   lsql 心跳超时时间 如果时钟不准，就会有问题 

cl.driver.hb.intervel.secs 不可以 300   driver 内部的心跳间隔 

lsql 本身退出码 

public static int SOCKET_DIE=150; 

 public static int REPLICATION_DIE=151; 

 public static int SQL_CHECK=152; 

 public static int GC_CHECK=153; 

 public static int EXEC_CHECK=154; 

 public static int NETWORK_BIND=155; 

 public static int HBCHAIN_HB=156; 

 public static int CHECK_MASTER=157; 

 public static int EXECUTOR_HB_TIMEOUT=158; 

 public static int ZOOKEERP_CONN=159; 

 public static int UN_CAUGHT=160; 

 public static int OK=0; 

8.4.22. 列簇存储-索引与数据分离-即行存部分进行外部列簇

存储 

配置项 

运行时 

动态设置 

默认值 

写法 

例子 

说明 

cl.column.family.store.{tablename} 

cl.column.family.store 

不可以 false   

是否启用索引外（即行存）的

列簇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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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rowstore.column.family 

cl.rowstore.column.family.{tablename} 

cl.rowstore.column.family.alltable.{fieldName} 

cl.rowstore.column.family.{tablename}.{fieldName} 

不可以 rowstore   列簇的配置选项 

cl.hdfs.columnfamily.files.maxopen.count 不可以 1024   

在一个 executor 内可以打开

的列簇文件的数量 

family.block.compress.size 不可以 1024l*64   

将多大的数据进行一次压缩，

调整此参数可以影响压缩比 

8.4.23. 列簇存储-索引部分按列存储 

配置项 

运行时 

动态设置 

默认值 

写法 

例子 

说明 

cl.index.column.family 

cl.index.column.family.{tablename} 

cl.index.column.family.alltable.{fieldName} 

cl.index.column.family.{tablename}.{fieldName} 

不可以 ""  默认不启用 

8.4.24. executor 相关 

配置项 

运行时 

动态设置 

默认值 

写法 

例子 

说明 

cl.rdd.flush.max.batch 不可以 10000   rdd 传输数据每批传输的最大条数 

cl.threads.per.request.index 不可以 24   

每个 SQL 在一个 executor 内能使用的线程数-如

果查询分区数很多，意味着会进行等待 

8.4.25. rdd sender 相关 

配置项 运行时 默认值 写法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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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设置 例子 

cl.rdd.sender.local.block.bytes 不可以 

1024 * 1024 * (1 + (int) Math.min(0.5 * 

CLStatic.RAM_GB_COUNT(), 8) 

  

rdd 传输数据-本

地模式-每个 block

的数据大小 

cl.rdd.sender.socket.block.bytes 不可以 

1024 * 1024 * (1 + (int) Math.min(0.5 * 

CLStatic.RAM_GB_COUNT(), 8)) 

  

rdd 传输数据-远

程模式-每个 block

的数据大小 

cl.rdd.sender.local.block.size 不可以 10240   

rdd 传输数据-本

地模式-每个 block

的数据条数 

cl.rdd.sender.socket.block.size 不可以 10240   

rdd 传输数据-远

程模式-每个 block

的数据条数 

8.4.26. 查询优化 

配置项 

运行时 

动态设置 

默认

值 

写法 

例子 

说明 

cl.allow.term.invert 不可以 true   是否启用单列 group by 的统计优化  

sys.multival.join 可以 json   

多值列之间拼接的方式，默认是拼成 json 数组，也可以设置为

space 是按照空格拼接，也可以采用 spacejson（兼容，已经弃用）  

        

8.4.27. 索引外存储 

配置项 

运行时 

动态设置 

默认值 

写法 

例子 

说明 

cl.hdfs.columnfamily.files.max.paral 不可以 16   单文件最大读写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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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hdfs.columnfamily.files.maxopen.count 不可以 102400   索引外存储最多可以打开多少文件 

cl.hdfs.columnfamily.files.opentimes.secs 不可以 1200   这些文件多久不用后会被关闭 

8.4.28. Hdfs 的索引打开与关闭  

配置项 运行时动态设置 默认值 写法例子 说明 

cl.hdfs.files.maxopen.count 不可以 102400   最多可以打开多少 HDFS 文件 

cl.hdfs.files.opentimes.secs 不可以 1200   这些文件多久不用后会被关闭 

8.4.29. Facet 累加器  

配置项 运行时动态设置 默认值 写法例子 说明 

cl.acc.stop.type 不可以 java   采用 java 还是 redis 聚合 

cl.acc.stop.redis.interval 不可以 64   每间隔多少条记录，与 redis 同步一次 

cl.acc.stop.redis.ip 不可以 -   redis 的 ip 地址 

cl.acc.stop.redis.port 不可以 6379   redis 的端口号 

8.4.30. FileSystem 

配置项 运行时动态设置 默认值 写法例子 说明 

cl.acc.stop.type 不可以 false   是否禁用 filesystem 的统计 

        

8.4.31. tried tree 操作 

配置项 

运行时 

动态设置 

默认值 

写法 

例子 

说明 

cl.allow.invert.sort 可以 true   是否允许 tried tree 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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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llow.invert.filter 可以 true   是否允许在单列 group by 的时候，先进行按照倒排表过滤  

        

8.4.32. sql cmd 内部命令-仅用于 svskv 表达，无法通过配置

文件设置  

强制持久化 

sys.cmd.disk.flush:true 进入标志 

sys.cmd.disk.flush.merger.final:true （是否持久化为 final 慎用）  

and sys.cmd.disk.flush.clean.crash:true 是否强制清理释放垃圾文件 和临时文件 --用来

计算数据膨胀比的时候 需要这里 

释放标记删除的空间 

delete xxx from xxx where 为进入条件  

sys.free.delete:true 会在标记完成后 立即释放空间 

8.4.33. jetty 

配置项 

运行时 

动态设置 

默认值 

写法 

例子 

说明 

cl.jetty.forbid.for.sqlpath 不可以 false   封掉 1210 端口界面有关 sql 查询的接口,用特定的页面 

jetty.login.username  admin   jetty 登录页面的用户名 

jetty.login.password  !QAZ2wsx   jetty 登录页面的密码 

8.4.34. jdbc 

配置项 

运行时 

动态设置 

默认值 

写法 

例子 

说明 

cl.au.used.default.password 不可以 true   默认 jdbc 链接用户名，密码为 root,!QAZ2wsx 如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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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所有用户都可以用，可以将此配置调整为 false 

8.4.35. partxxxxx 

配置项 

运行时 

动态设

置 

默

认

值 

写法 

例子 

说明 

cl.partxxxxx.skip.tablelist 不可以    

用于主从集群屏蔽某些特殊的表，多个表之

前通过;分割,中间支持正则表达 

如：cl.partxxxxx.skip.tablelist=.*olap.*;.*lsql.* 

cl.request.speed.first 不可以 

tr

u

e 

  

默认是速度优先模式，因 lucene 索引打开太

慢，部分查询不怕某些节点的数据返回少的

情况，可以不等待打开索引，而直接返回数

据。 

如果某个节点挂掉了，配置为 true 则不会等

待这个节点启动，而是直接返回结果。 

cl.request.thread.timeout.retries 不可以 3   

如果 executor 没响应，则重试链接的次数 

每次链接过程等待 10 秒  

cl.request.thread.timeout.fail.retries 不可以 8   

如果 executor 挂掉，则等待重试链接的次数 

每次链接过程等待 10 秒  

cl.executor.allow.miss.count 不可以 

1

2 

  最多允许多少个 executor 挂掉而不中断 SQL 

cl.executor.list.cache.secs 不可以 

3

0 

  

为了提高性能，在 executor 完整的情况下，

缓存秒数 

cl.executor.list.miss.cache.secs 不可以 

1

0 

  

为了提高性能，在 executor 完整的情况下，

缓存秒数 

cl.partxxxxx.init.recover.wait.timeout.exception 不可以 fa   等待 wal 恢复索引，如果恢复时间比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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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

e 

会让正在进行的查询进行中断，这个参数用

于控制中断后是否抛错给客户端，默认是能

返回多少就返回多少，不抛错 

cl.partxxxxx.init.recover.wal.secs 不可以 0   等待 wal 的恢复时间 默认 0 秒,不等待 

cl.partxxxxx.init.recover.hdfs.secs 不可以 

1

2

0

0 

  

等待索引加载完毕的时间，只有索引加载完

毕后才能恢复 wal 

        

        

sqlmonitor 

需进行如下的 kafka 设置，sqlmonitor 固定写死不可变动 

 kafka.topic.sqlmonitor=sqlmon8itor_topic 

 bootstrap.servers.sqlmonitor=10.10.12.7:9092,10.10.12.8:9092,10.10.12.9:9092,10.10.12.1

0:9092 

 kafka.group.sqlmonitor=monitorsql_test6_group_1 

 kafka.conf.params.sqlmonitor= 

 cl.stream.consumer.class.sqlmonitor=cn.lucene.plugins.service.stream.api.impl.CLKafkaCons

umer 

 cl.stream.parser.class.sqlmonitor=cn.lucene.plugins.service.stream.api.impl.CLJsonParser 

cl.sqlmonitor.clean.days 的清理天数，默认保留 7 天  

 

Kafka 相关配置 

 cl.partxxxxx.kafka.timeout.rebalance.ms 1000*600 kafka 的 rebalance 检测时间-发现分片

变化 

 cl.partxxxxx.kafka.commit.intervel kakfa comit 的间隔 512*3/4 

 cl.partxxxxx.kafka.commit.total.intervel 整体写多个表的 commit 间隔 cl.partxxxxx.kafk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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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mit.intervel*5 

 cl.partxxxxx.kafka.timeout.sync.ms kafka 强制 commit offset 的时间间隔 

8.4.36. 其他配置 

配置项 

运行时 

动态设置 

默认值 

写法 

例子 

说明 

cl.fieldvalue.max.columnstore.size 不可以 12   

在查询数据明细的时候，如果数据既

按行存又按列存 

默认 12 列以内优先从列存返回数据 

如果超过 12 列则因随即读写太多，

从行存返回数据 

cl.executor.list.cache.secs 不可以 30   

（系统）executor 进程 ID 在系统内

部的缓存时间 

cl.executor.list.miss.cache.secs 不可以 10   

（系统）当出现 executor Miss 的时

候,executor 进程 ID 在系统内部的缓

存时间 

cl.driver.slow.sql.secs 不可以 120   

（系统）一个 SQL 运行多少秒，会被

认为是慢查询 

cl.request.thread.timeout.secs 不可以 300   mdrill 的 socket 请求超时时间 

cl.request.thread.timeout.retries 不可以 3   mdirll 的 socket 超时后重试次数  

cl.request.thread.timeout.fail.retries 不可以 8   

如果 executor 宕掉了，需要等待其启

动，默认重试 8 次，每次休息 1 秒 

cl.executor.allow.miss.count 不可以 12   

允许丢失多少个 executor 而查询依

然不报错，依然允许用户可以继续查

询（之前会进行

cl.request.thread.timeout.fail.retries

次重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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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request.stagetwo.snapshop.cache.secs 不可以 600   

mdrill 采用的两段式查询的 snapshot

的缓存时间 

cl.bindip.mapping 不可以 null   

用于解决部分云主机，必须实现 IP

映射功能才能实现机器访问的问题。 

cl.line.reader.max.records.len 不可以 

1024*10

24*1024 

  

lsql中 load的读取文件数据的最大单

行长度  

cl.loaddata.empty.trans.tonull 不可以 true   

离线倒入空值是否设置为 null 以节

省存储空间  

cl.udaf.index.replication 不可以 5   

使用-k 更新的时候 生成的临时索引

的分数 切记 这个地方不能配置为

onessd 

cl.leaf.select.crc.cache.timeout 不可以 600   

mdrill 分页检索数据的用的是两段式

查询 -crc 驻留时间 

授权失败码说明 

2000x 跟 hdfs 有关的校验，如做了 format，换了 IP 

3000x 是授权码本身的校验，是否非法  

4000x 是授权码本身的校验，是否非法 

5000x 是 lsql 安装包的检查，是否非法 

6000x 是授权码本身的校验，是否非法 

7000x 是授权码本身的校验，是否非法 

8000x 是授权码本身的校验，是否非法 

9000x 是授权码本身的校验，是否非法 

a0001 是硬盘检查，是否有硬盘变更 

a0002 是内存检查，是否有内存变更 

a0003 是系统时钟检查，是否改了时钟为非标准时间 

a0004 是授权码有效期的检查，过期了的授权码不允许使用 

a0005 是授权码有效期的检查，过期了的授权码不允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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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0x 是授权码本身的校验，是否非法 

b000x 是授权码本身的校验，是否非法 

c000x 是授权码本身的校验，是否非法 

e0001 是跟 hdfs 有关的校验 

f000x 是软件完整性检查，防止系统被破坏，或被注入代码 

g000x 是软件防逆向工程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