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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交互查询特点  



交互查询特点 

关系模型相对较复杂 数据量基数庞大 响应时间要求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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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基数庞大 

根据数据量选用不同的存储 > 百亿级别，离线数仓，Hive，Spark 

< 百万级别，普通数据库，MySQL，

PostgreSQL 

百万 ~ 百亿级别，分析型数仓，Impala，Presto，

GreenPlum，Apache Drill 



关系模型复杂  

组合模型(星型 or 雪花型) 

GreenPlum，Presto、Impala 

宽表型应用 

ElasticSearch，Solr，ClickHouse，Druid 



响应时间要求高  

应用场景 

在线系统查询 

(推荐系统、营销系统等) 

BI报表 



PART 02 

选型因素  



选型3大因素  

本身项目熟悉度 性能和优缺点指标 大厂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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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量 

运维成本开
销 

架构复杂度 

性能要求 

选型因素  



选型因素 

   与Hadoop/Hive兼容 

   成熟的社区环境 

   成熟的架构设计 

   查询性能 

   其他特性 

Impala  

vs Presto  

vs GreenP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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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la 基本介绍  



Impala 基本介绍 A MPP架构 

B 执行节点无状态，去中心化 

C 兼容Hive存储 

E 多种数据格式兼容 

D Apache顶级项目，成熟社区 

F 高效的查询性能 



元数据服务 

状态同步服务 

执行节点 

Impala 基本介绍 



Impala 基本介绍 

Statestored’s topics 

Catalogd 

 缓存表元数据 

 缓存HDFS数据块元数据 

 DDL操作需要绑定catalogd 

Statestored(sub/pub服务) 

 Impalad节点状态信息 

 节点资源统计信息 

 元数据信息 

Impalad 

 SQL解析 

 执行计划生成 

 数据查询、聚合、结果返回 

 非DDL操作不需要catalogd参与 



Impala 基本介绍 



元数据缓存 

算子下推

(>,<,In List, 

runtime filter) 

支持HDFS 

本地读

(shortcircuit) 

Codegen 

技术，支持

LLVM，JIT 

MPP并行计算 

高性能因素 

Impala 基本介绍 



Impala 基本介绍 
并行计算 
并行连接（parallel join） 

广播连接 

broadcast join 

被连接表被传输到所有节点进行连接 

适用连接表较小 

分区连接 

partition join 

hash partitioned 

适用大表 

列统计（compute stats，只对hdfs有效） 

数据传输代价 

CBO 



Impala 基本介绍 
并行计算 

并行聚合 

Parallel 

Aggregation 

数据生成时提前聚合 

根据group by的column 进行聚合值的合并操作 

数据生成后进行最初的TopN操作 

在单节点计划上进行最后的TopN操作 

并行
TopN 



Impala 基本介绍 
存储支持 

HDFS Amazon S3 Azure Data Lake 

HBase Kudu Alluxio 

EMC Isilon storage 

MySQL 



Impala 基本介绍 
授权 & 认证 

认证 

 Kerberos 

 LDAP 

 Audit log 

 

授权 

 Apache Sentry 

• 粒度：database，table，column 

• 权限：select， insert，all 

• 配置开启

(authorization_policy_provider_class=org.apache.sentry.provider.f

ile.LocalGroupResourceAuthorizationProvider) 



Impala 基本介绍 
资源管理 

Admission Control 

 fair-scheduler.xml（fair_scheduler_allocation_path） 

 llama-site.xml（llama_site_path） 

Impala节点通过statestored的impalad-statistics topic项同步资源信息，由于statestored通过心跳与impalad保持通信，这个资源

信息实际上有些延迟；目前配置中，只有内存项有实际效果，vcore没有实现隔离，队列名配置如果与认证用户名相同，该用户

提交的SQL自动分配到该队列 



Impala 基本介绍 
Web端 

基本信息 

 

集群节点 

Catalog信息 

内存信息 

Query信息 

…… 

Impalad: 25000 

catalogd：25020 

statestored：25010 

端  口 



Impala 基本介绍 

节点内存消耗查看 

 每个队列的内存消耗 

 每个查询在该节点内存消耗 

该节点上查询分析 

 查询分析 

 SQL诊断 

 异常查询终止 

Metrics信息查看 

…… 

Web端能做什么 



Impala 基本介绍 



Impala 基本介绍 

Impala缺陷 

 Catalogd & statestored服务单点 

 Web信息不持久化 

 资源隔离不精确 

 底层存储不能区分用户 

 负载均衡需要外部支持，如Haproxy 

 与Hive元数据同步都需要手动操作 



PART 04 

Impala 改进  



IMPROVE 

 基于ZK的loadbalance 

 管理服务器 

 细粒度权限 & 代理 

 Json格式 

 兼容ranger权限管理 

 批量元数据刷新 

 元数据同步 

 元数据过滤 

 对接ElasticSearch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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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la 使用场景  



Impala 使用场景 



Impala 使用场景 



Impala 使用场景 



PART 06 

场景方案解析  



场景方案解析 

需要考虑的问题： 

1. 元数据同步问题，ETL写入数据Impala无感知，依赖元数据同步 

2. 数据实时性问题，避免大量小文件导致NN不稳定，每次写文件的batch不能太小 



利用Kudu解决小文件问题 

 

场景方案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