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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物理海洋数据具有多维尧时空和海量等特征袁主要以 NetCDF 结构化文件格式进行存储遥 然

而袁在分布式环境中袁结构化文件存在数据块寻址困难尧边界不易判定等问题袁制约着大数据场景
下的存储及应用遥 论文设计基于 HDFS+Spark 的 NetCDF 物理海洋数据云存储方案袁 首先采用
HDFS 分布式存储技术存储和管理物理海洋数据曰 并设计基于 Spark 并行计算框架的数据分片方

案袁复写读取接口获取分布式环境下的 NetCDF 文件数据块地址袁实现了物理海洋数据的高效率

存储与查询分析遥选取中国海域 100 a 时长的物理海洋数据进行波高-周期散布图统计实验遥结果

表明院在数亿级记录数条件下袁文中方法可将查询分析耗时由集中式文件存储方式的 2 300 s 缩
短至 50 s 内袁效率较集中式文件存储方式提升 95%以上袁验证了该方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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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海洋数据采集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海
洋资料也快速累积，海洋数据呈现出类型多样化、
维度丰富化、数据量爆炸式增长等特征，从而推动
海洋领域研究进入大数据时代[1]。物理海洋数据通
常以 NetCDF(Network Common Data Form)文件格式
进行存储和交换。NetCDF 作为一种通用的数据存
取格式，可高效地对网格化和多维度化数据进行存
储、管理、获取和分发等操作，具有简单易用、自描
述、跨平台和读取方式灵活等优点，广泛应用于物
理海洋数据存储[2]。但在实际的存储和应用过程中，
物理海洋数据更新周期短、增长量大，且 NetCDF 格
式存在共享性差、损坏不易恢复、管理效率低等局
限性，使得数据在使用传统集中式文件存储方式管
理时，具有存储空间不易扩展、数据不便迁移、计算
机单节点工作效率低下等缺点，在安全维护和高效
应用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近年来，大数据的普及和广泛应用，对 NetCDF
格式数据进行分布式存储和计算已成为领域内的

研究热点之一。刘金凤[3]提出了将 NetCDF 文件转换

成自定义的 txt 格式数据进行分布式存储的方法；
Zhao [4] 将 NetCDF 数据转换为基于文本的 CDL 文
件，以允许使用 MapReduce 并行访问数据；这两种
处理方法会造成大量的数据记录数，浪费存储空间，
并且打破了原本 NetCDF 格式的紧凑性。张玉娟[5]提
出了基于分布式数据库的云存储技术，需要根据实
际业务场景调整时空分片和时空索引方案，灵活性
较差且数据入库工作量大。Duffy [6]利用 Hadoop 的
MapReduce 将数据集转换为 Hadoop 序列文件来处
理 NetCDF 格式的气象数据，但是由于序列文件不
支持索引或查询，随着数据不断更新，记录数量增
加，处理性能也会大大降低。目前，
大多数方案都是
把 NetCDF 文件预处理后进行存储，打散了原始数
据的多维度化特性，新数据存在冗余且预处理量
大。而直接将 NetCDF 原始文件按流式分割进行分
布式存储时，如何并行读取分布式环境中对应的数
据块是限制 NetCDF 文件云存储的关键难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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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了一种直接针对原始的结构化
NetCDF 文件进行云存储的技术方案。采用 HDFS
（Hadoop Distributed File System） 分布式存储技术，
将 NetCDF 格式的物理海洋数据分块备份储存至集
群中，实现数据的分布式存储和安全管理；设计基
于 Spark 计算框架的 NetCDF 数据并行处理方案，
在保持 NetCDF 文件原有结构基础上，设计数据分
片逻辑构建分布 式 数据 集 ， 复 写 读取 接口 获 取
HDFS 上数据块位置信息，实现了分布式环境中
NetCDF 数据的快速查询和高效计算。

1

云存储体系架构

目前常用的分布式存储系统是 HDFS，其对大
数据存储具有较高的可靠性、扩展性和容错性，很
好地解决了海量 数 据 存 储 和 管 理的 难 题 。 由 于
NetCDF 官方提供的 API 只能识别本地文件系统上
的文件位置，因此如何在分布式环境中读取
NetCDF 文 件 成 为 了 一 个 难 点 问 题 。 另 一 方 面 ，
NetCDF 作为结构化文件格式，存储数据多维度、多
变量、结构紧凑，不能进行简单的流式分割，将
NetCDF 数据分块存储在 HDFS 上时，无法获取变
量数组在文件字节流中的起始位置信息和对应的
数据块信息，使得 Hadoop 的 MapReduce 分布式处
理函数在执行切 分 任务 时 ， 面 临 着 跨 输 入 分 片
(InputSplit)拼接数据的问题[7]。
NetCDF 文件云存储的关键技术在于设计数据
分片方案和复写开源的读取接口，以实现 HDFS 上
NetCDF 数据的并行处理。本文基于 Ucar 读取接口
研发算法解决数据块寻址问题，并使用 Spark 并行
计算模式根据任务切分数据分片，实现了各个任务
在 数 据 节 点 上 的 分 布 式 执 行 ； 同 时 创 建 RDD
(Resilient Distributed Datasets)，将中间计算结果保
存在内存中，避免迭代运算造成的多次磁盘访问开
销，提高了算法的运行效率。
根据 HDFS 的分布式特征，本文设计了 HDFS
和 Spark 结合的云存储架构体系，如图 1 所示，其中
HDFS 作为底层存储框架，
Yarn 作为整个集群的资
源管理器，Spark 作为基于内存的分布式计算框架
部署在 HDFS 之上。系统架构可分为应用层、逻辑
层和数据层，可实现海量物理海洋数据安全存储和
快速读取，提高存储系统的容错性和可扩展性以及
分布式计算的高效性。

图 1 云存储体系架构图

第一层为应用层，实现基于云存储的各种应用
（散布图统计、极值重现期推算等），为用户提供丰
富的云存储服务[1]，包括向逻辑层发送应用程序 Jar
包、返回计算结果以及用户交互操作。
第二层为逻辑层，是分布式计算的核心部分，
由 Spark 并行计算框架负责底层数据与应用之间的
数据交换和计算工作。逻辑层接收来自应用层的程
序 Jar 包，Yarn 资源管理器接收请求并将集群的资
源分配给各个应用程序，
Spark 集群运行程序、划分
Stage、分发任务至相应节点分区上，各个分区从数
据层的 HDFS 上读取 NetCDF 文件，数据以 RDD 形
式缓存在内存中，并根据具体应用需求进行处理，
最后将计算结果汇总合并返回给应用层。
第三层为数据层，作为云存储方案的底层基
础，该层采用 HDFS 技术实现海量数据的分布式存
储。HDFS 可运行于廉价的商用服务器上，解决了超
大文件单节点存储的难题，降低了单台计算机的负
载和性能要求[8]，同时也为 Spark 并行计算框架提供
了底层支撑，实现了高效的分布式计算。

2

基于 HDFS 的分布式存储方案设计

分布式存储是指通过集群应用、网络技术等功
能，将分散的存储资源整合起来，共同对外提供海
量数据存储和业务访问的技术[9]。本文将 HDFS 技
术应用到分布式存储中存储和管理数据，测试数据
分块大小优化存储性能，提高云存储系统的使用效
率和响应速度。
2.1 HDFS 分布式存储系统搭建
本文基于 HDFS 的分布式存储技术对 NetC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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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的物理海洋数据进行高效存储和安全维护。将
物理海洋数据分块存储在集群中的各个节点上，通
过设置适宜的分块大小和数据副本数，HDFS 能够
快速地自动分配失败的任务，避免因某一环节出错
而导致整个任务失败，进一步提高了系统运行的容
错性[10]。
整个分布式存储架构包括多个节点，其中某个
节点将承担集群的各种“主”功能，即作为 HDFS 存
储系统的 NameNode （管理维护数据节点），Yarn 资
源管理器的 ResourceManager（集群整体资源分配管
理）节点以及 Spark 内存计算的 Master（整个集群的
控制器）节点；其次，剩余节点将承担各种“从”功
能，包括作为 HDFS 的 DataNode（负责存储数据）节
点，Yarn 的 NodeManager （负责单个节点的资源管
理）节点和 Spark 的 Worker（执行计算任务）节点。
这些功能共同构成了可以对外提供服务的分布式
存储架构，如图 2 所示。

图 2 HDFS 分布式存储方案

2.2 存储性能优化
存储系统的性能主要体现在安全的数据存储
和高效的响应速度。HDFS 具有支持节点扩展和数
据备份的特性，这使其在安全管理上具有较好的表
现。在此，本文主要关注在 HDFS 上数据查询的效
率。
Time 单机
（1）
Time 总=Time 框架+
Num
式中：Time 总为查询计算总耗时；Time 框架 指启动

Hadoop 框架耗时，其受集群环境限制且一般比较稳
定；Num 表示操作 HDFS 上数据的计算并发度，计
算并发度取决于最大并行任务数和数据分块数。其
中，最大并行任务数与服务器中机器的物理 CPU 核
心数相关，这个值通常也是固定的，数据分块数则
由文件在 HDFS 上存放时设置的分块大小决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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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数据分块大小成了最重要的可调参数，并且对数
据查询效率具有很大的影响。
通过更改数据块大小，测试相同环境（单个文
件2G 大小，
同样的数据量和应用需求）不同块大小下
数据查询的速度，数据块的大小依次设置为 64 M，
128 M，256 M，512 M。为了得到较接近真实情况的
实验结果，不同块大小的实验均执行了 5 次，其数
据处理速度如表 1 所示。
表 1 HDFS 数据块大小设置调优实验结果
实验过程耗时/s

块大
小/M
64

128
256
512

实验 1
35
26
30
39

实验 2 实验 3 实验 4 实验 5

均值

40

43

38

42

40

29

33

37

32

32

26
46

27
41

25
43

26
38

26
41

实验对比发现，数据查询效率受数据块大小影
响。在 HDFS 中设置数据块大小的目的是减少磁盘
寻址的开销和提高计算的并发度[11]。为了达到这一
目标，如果数据块太大，则用于处理数据的任务数
将会很少，单个节点上处理数据的时间会过长，这
样会浪费集群的资源，数据处理也会变得很缓慢；
但如果数据块太小，这会产生大量任务，且在 map
过程中产生大量的中间结果，增加了 DataNode 与
NameNode 之间的通信开销，不利于集群稳定[12]。本
文测试结果表明：集群将数据块大小设置为 128M
是最为合理的，此时数据处理的速度最快。

3

基于 Spark 的并行计算方案设计

Spark 作为搭载于 Hadoop 集群上的大数据处
理引擎，使用了基于内存的计算模式，在对物理海
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迭代计算时，处理性能较
Hadoop 更加优异。针对结构化的 NetCDF 文件，本
文设计基于 Spark 的并行计算方案，构建分布式数
据集、复写数据读取接口以及 Spark 参数调优，实现
NetCDF 物理海洋数据的分布式处理和高效计算。
3.1 构建基于 Spark 的 NetCDF 分布式数据集
Hadoop 的 MapReduce 接口在读取 HDFS 上的
数据时需要指定数据读取格式，在用 Mapper 函数
处理数据前，会调用 InputFormat 类对数据进行预处
理。对于 NetCDF 格式文件来说，如果按照每一个
InputSplit 分配一个 Mapper 的方法来处理数据，不
能保证 InputSplit 首尾数据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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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于文本文件是用行作为 InputSplit 之间的分界，
NetCDF 数据集中没有明确的边界来区分 InputSplit，
所以没有准确的逻辑用来对 NetCDF 数据块进行输
入分片。同时对于海洋应用需求来说，查询特定时
空范围内的海况要素数据时，这些数据仅存在于部
分 InputSplit 中，Hadoop 的 MapReduce 接口需要对
每一个 InputSplit 分配 Mapper 进行计算，这样容易
造成集群资源的浪费。
如上所述，Hadoop 自带的逻辑分片方式并不适
合 NetCDF 文件的分布式处理。论文采用 Spark 并
行计算模式处理数据，Spark 在读取 HDFS 上的分
块数据时，拥有更加灵活的 MapReduce 算法来设计
InputSplit 和 Mapper[13]。本文设计了基于 Spark 的任
务分区并行处理方案，如图 3 所示。

粗粒度的转换，记录着 RDD 之间的转换关系，如果
数据集一部分丢失，则可以对它们进行重建以恢复
丢失的分区[14]。最后根据具体应用将分区处理结果
Reducer 合并输出。
3.2 分布式环境下 NetCDF 数据处理接口设计
针对分布式环境中的 NetCDF 物理海洋数据，
需要复写 Ucar 官方处理接口。Ucar 官方提供的
Java 函数库只适用于读取本地 NetCDF 文件，本文
通过复写 Ucar 函数库的数据读取接口，使得新接口
可以像操作本地 NetCDF 文件一样对 HDFS 上的文
件进行读取，接口设计模式如图 4 所示。

图 3 基于 Spark 的任务分区并行处理方案

首先，分析 NetCDF 数据中维度、变量和属性信
息，由于物理海洋数据与时空信息紧密相连，每个
NetCDF 文件包含一定时间跨度和空间范围的数
据 。 Spark 在 切 分 输 入 分 片 时 把 一 个 完 整 的
NetCDF 文件分块集合作为分区 Partition （等同于
MapReduce 中的 InputSplit），每个分区函数处理单
个 NetCDF 文件，
并将文件名集合作为分区数组。设
置 Spark 作业的并行任务数，并行任务的数量为分
区数组的长度，SparkContext 根据分区数组和并行
任务数创建 RDD。Mapper 函数在对应 Worker 节点
上读取并计算分区的数据，这些任务拥有一样的计
算逻辑，只是每个任务处理的数据不同，这样不需
要再对 NetCDF 文件数据块进行逻辑分片。Spark 从
NetCDF 数据集中读取当前分区任务需要的数据，
以 RDD 形式加载到内存中方便计算时多次使用，
如果机器的内存不足时会和硬盘进行数据交换以
确保计算继续进行。在计算处理过程中，RDD 支持

图 4 分布式环境下 NetCDF 数据读取原理

Spark 的每个分区函数在读取 NetCDF 文件时，
需要借用 ucar.unidata.io 包中的 RandomAccessFile
类，这个类被 Ucar 库用来自由获取文件流中某个位
置上的数据。论文中将复写 RandomAccessFile 的类
命名为 HadoopRandomAccessFile。
在复写的 HadoopRandomAccessFile 类中，调用
File System 抽象类中的 File System.get( )方法获取
NetCDF 文件在 HDFS 中对应的协议和授权信息，使
得 Ucar 的 Java 函 数 库 能 够 识 别 分 布 式 环 境 中
NetCDF 文件的地址。数据读取时先获取所需变量
数据在 NetCDF 文件流中的始末位置信息，把访问
的 NetCDF 文件对象看作存储在 HDFS 中的一个大
型 byte 数组，根据 byte 数组的起始索引从 HDFS
上寻找 起 始 的 数 据块 文 件 ， 同 时 在 内 存 中开 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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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ffersize 大小的临时空间，以 buffersize 大小从数据
块特定位置上把数据读取至缓存中，当前数据块读
取结束时移至下一数据块继续读取，直至读取到所
需数据的终止位置时关闭文件。
3.3 并行计算性能调优
为了充分利用集群资源、优化资源使用效率，
从而提升 Spark 作业的运行速度，需要对 Spark 运
行过程中主要的 4 个重要参数进行调优 [15]，如表 2
所示。
根据物理海洋数据应用需求和集群资源 （1 个
主节点 6 个子节点，每台机器 8 核 CPU 和 8G 内
存）的实际情况，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设计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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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Spark 性能优化的重要参数

参数名称

num-executors
driver-memory
executor-cores
executor-memory

意义

Spark 作业中执行器总数袁影响应用程序
的并行度

Master 中 Driver 的内存袁影响 Spark 主节
点内存计算性能

每个执行器的核心数袁 决定了每个进程
并行执行线程的能力
Worker 中执行器的内存袁 影响 Spark 子
节点内存计算性能

资源参数调优方案，得出不同的调优参数，如表 3
所示。

表 3 Spark 参数调优实验结果
参数名称
executor-memory executo/GB
executor-cores

实验过程

实验 1

实验 2

实验 3

实验 4

实验 5

实验 6

2

5

4

6

8

8

5

2

num-executors

12

12

12

平均处理时间/s

52

48

32

driver-memory/GB

2

2

对某一应用程序的处理中，参数值的设置会对
计算效率造成很大的影响，集群的处理速度除了与
线程数有关，还需要考虑整个集群的总资源量，以
及每个线程对内存和 CPU Core 的需求量[16]。实验 1
和实验 2 中设置的线程数虽然很多，但是由于集群
资源有限，两者在内存和 CPU Core 数量方面超负
荷运行影响处理速度；实验 3 和实验 5 的线程数一
样,但是实验 3 中每个线程分配的内存小，实验 4 比
实验 5 单个线程分配的内存多但是线程数少，在实
际上计算过程中实验 3 和实验 4 的处理速度不如
实验 5 快；实验 5 和实验 6 处理时间比较接近，
driver-memory 参数对并行计算的影响不大。
因此，在设计并行计算方案时，除了要保证较
高的任务并发度，也要保证集群资源的充分利用。
采用实验 5 的模式，集群启用的内存和 CPU Core
数量均达到最大使用率且未超过队列总资源量，此
时 Spark 处理数据效率最高、效果最佳。

4

3

实验分析

本文以海浪数据的波高-周期散布图统计为
例，对比分析集中式文件存储方式和云存储方式在
进行大量物理海洋数据查询分析时的统计效率，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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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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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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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及在云存储中不同节点数对统计效率的影响。有效
波高-跨零周期散布图是一种分析波候特性的重要
方法，以有效波高和跨零周期作为坐标轴，对指定
时空范围内的两要素值进行分布区间统计，该图反
映海浪数据中作为随机变量的两要素出现的联合
概率分布，能够为海洋工程结构设计和海洋船舶航
线规划等提供依据[17]。
实验数据为中国近海海域的海面浪场数据，
包括有效波高、跨零周期、平均周期、波向等 9 个
要素变量，每个 NetCDF 文件包含 1 a 的时间跨度
和 7 009 个空间点范围的数据，时间分辨率为 1 h，
空间分辨率为 1/8毅。为了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复
制 1972-2016 年共 45 a 的海浪数值后报数据，得到
该海域 100 a NetCDF 格式模拟数据 （共 200G），分
别进行单个点位、大范围网格区域和对区域进行方
向约束的有效波高-跨零周期散布图统计，并按 1~
100 a 不同时间范围进行统计效率测试。两种存储
方式的实验环境如下：
（1）集中式文件存储方式：Intel (R) Core(TM)
i7-6700 CPU @ 3.40GHz(3408 MHz)，8G 内存，8 核
CPU，1T 硬盘，Microsoft Windows 10 专业版 (64 位)
操作系统。
（2）云存储方式：
7 台机器，1 个主节点，6 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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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每台机器配置如下：8G 内存，8 核 CPU，1T 硬
盘，Ubuntu16.4 操作系统。
4.1 单点散布图统计
在单点散布图统计中，选取黄海某一点位进行
数据查询分析，统计结果如图 5(a)所示，包含约 87
万个时空点。对比分析集中式文件存储与云存储的
统计效率，从图 5(b)中可以看出，当处理数据较少
时，分布式环境由于需要启动集群节点和分发应用
程序，此时集中式存储处理数据耗时比云存储方法
要少。但随着数据量的增加，集中式方法需要从多
个文件中获取数据，而 NetCDF 文件的打开、读取、
关闭等操作将消耗大量时间，数据处理耗时急剧增
长；在云存储方法下，集群多节点分布式处理数据，
数据统计耗时增长则比较平缓。

跨零周期 /s

（a）统计结果

时间跨度 /a

（b）统计效率

图 6 有效波高-跨零周期区域散布图统计

跨零周期 /s

（a）统计结果

时间跨度 /a

（b）统计效率

图 5 有效波高-跨零周期单点散布图统计

4.2 区域散布图统计
在区域散布图统计中，选取 1 000 个网格点的
区域作为研究区域，统计结果如图 6(a)所示，包含约
8.7 亿个时空点。对比分析两种存储方式的统计效
率，从图 6(b)中可以看出，当处理少量年限数据时，
云存储方式处理数据速度略慢于集中式方法。当处
理海量数据时，集中式方法耗时前期呈现线性增
长，后期呈指数型增长，耗时越来越长；云储存方式
调用集群资源多线程处理数据耗时稳定，处理效率
远高于集中式文件存储方式。
4.3 不同节点数统计效率对比
分布式集群的资源量直接影响数据的统计效
率。图 7 显示了子节点数分别是 4，5，6 时 3 种情况
下的数据统计耗时的效率曲线。本文设计的云存储

计算方案中，以文件作为最小任务单位并发执行，
前期处理少量年份的数据时，对整个集群计算资源
的需求量不大，3 种情况下的数据处理速度基本一
致。随着数据量的增加，任务数超过整个集群的最
大并发度（与节点数和每个节点机器的物理核心数
相关），
第一轮任务处理完毕后，
需要对下一轮任务重
新分配资源进行计算，因此 3 种模式下分别在 32 a，
40 a 和 48 a 的时间跨度处出现了第一个数据统计
耗时急剧增长点，且资源量越少的情况下耗时增长
的幅度越大。在后期大数据量的统计中，集群子节
点数为 6 时，效率曲线走势最为平缓统计耗时增长
缓慢，集群处理数据速度最快。由此可见，分布式集
群的节点数越多，可用资源量就越大，云存储系统
对大数据量的统计分析效率越高。

时间跨度 /a

图 7 不同节点数对区域散布图统计效率的影响

由上述测试结果对比分析可知，在对大任务量
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时，云存储方式比集中式文件
存储方式处理速度快，并且当数据量足够多的时
候，集中式存储方式受限于计算机的存储能力和计
算性能，会导致单台计算机无法完成数据存储和计
算任务，而在云存储中集群可以通过横向增加节点
的方式扩展存储空间和提高集群的并行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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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存储方式在对大量物理海洋数据进行存储和处
理时优势明显。

5

结 语

面对增长迅速、多维、海量等特性的物理海洋
数据，传统集中式文件存储方式在数据使用率、查
询分析效率、安全维护和管理上都面临着严峻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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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本文研究并设计了基于 HDFS 的分布式存储方
案，实现了海量 NetCDF 格式物理海洋数据的存储
和管理；并利用 Spark 并行计算框架结合 Ucar 库底
层接口实现物理海洋数据的分布式处理。通过集中
式文件存储方式和云存储方式在数据查询统计中
的效率 对 比 分 析 ， 进一 步 验 证 了 云 存 储 技 术在
NetCDF 物理海洋数据处理方面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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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Physical ocean data are characterized by multi -dimensional, spatio -temporal and massive features,
mainly stored in NetCDF structured file format. Nevertheless, in the distributed environm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structured files, such as difficulty in address -ing data blocks and determining boundaries, which
restrict the storage and application of large data scenarios. This paper presents a cloud storage scheme of NetCDF
physical ocean data based on HDFS +Spark. Firstly, HDFS distributed storage technology is used to store and
manage physical ocean data. Then a data fragmentation scheme based on the Spark parallel computing framework
is designed. The address of NetCDF file block in distributed environment is obtained by copy -read interface,
which realizes efficient storage and query analysis of physical ocean data. The research takes 100 years' worth of
data from the China's Sea area as an example to carry out the statistical experiment for wave height -period
scatter diagram. The experiment shows tha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billions of records, the method can shorten the
time of query and analysis from 2 300 s in the centralized file system to less than 50 s in cloud computing
system, and the efficiency is about 95%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entralized file storage system,which verifies the
correctn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this method.
Key words院physical ocean data; NetCDF; HDFS; parallel computing framework; Spa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