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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Hadoop massive data parallel random sampling 
Abstract："Information explosion" in today's society, Data mining ,because of mass data ,facing a new 
challenges .When Data mining turns to cloud computing platform to realize parallel, the study of parallel data 
random sampling to further reduce the size of the data size. In this paper , This paper presents a mapreduce parallel 
sampling algorithm which not only can clean up dirty data but also achieve the goal of equal probability 
sampling .The algorithm just needs to scan processed data only one time. Run this algorithm in the hadoop 
platform and compare its performance with common random sampling .As a result , this new algorithm obtains a 
very high time efficiency. It is a kind of effective method which lays a good foundation for doing research on 
sampling in future. It can also promotes data mining in the condition of facing mas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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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信息爆炸”的当今社会，海量数据对数据挖掘提出新的挑战。在数据挖掘转向云计算平台实现并行化的同时，

研究并行化数据随机抽样进一步降低处理的数据规模。本文提出一种单次扫描即可实现清理脏数据并实现等概率抽样的

mapreduce并行抽样算法。在 hadoop平台上实现并与普通随机抽样方法进行比较，得出其时间效率非常高，是一种行之有效

的方法。为以后数据挖掘中的抽样研究和推动数据挖掘在海量数据下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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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近几十年来，数据收集和数据存储技术的快

速进步使得各组织机构积累海量数据。当今社会

商业竞争日趋白热化，人们迫切需要从数据的矿

山中挖掘出知识的金子，由此产生数据挖掘技术。

数据挖掘是在大型数据存储中，自动地发现有用

信息的过程。其从兴起以来，一直是研究的热点

问题。但是随着数据的海量化，需要处理的数据

规模越来越大，且由于数据分析内部的复杂性，

现有的数据挖掘算法在性能上已经没办法满足需

求。国内外很多学者在数据挖掘中引入云计算思

维，实现数据挖掘算法的并行化，很多数据挖掘

算法被转移到 hadoop上用mpareduce并行框架[1]

实现。除此之外，我们很自然想到并行化抽样算

法，减小数据量集处理规模。本文提出了一种基

于 mapreduce 框架的并行随机抽样，可以实现在
清理脏数据的基础上，等概率的进行抽样。 

1 mapreduce编程模型 

mapreduce 采用“分布治之”的思想，把对
大规模数据集的操作，分发给一个主节点管理下

的各分节点共同完成，然后能整合各分节点的中

间结果，得到最终的结果[2]。它有两个重要函数，

可以由用户编写：map和 reduce。map负责把任
务分解成多个任务，reduce 负责把各个任务处理
的结果汇总起来。至于在并行编程中的其他种种

复杂问题，如分布式存储、工作调度、负载均衡、

容错处理、网络通信等，均由 mapreduce 框架负
责处理[3]，可以不用程序员操心。 

 

 
图 1  mapreduce处理大数据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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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所示，在 map阶段，mapreduce框架
将任务的输入数据分割成固定大小的片段

（splits）,随后将每个 split 进一步分解成一批键

值对 1, 1K V〈 〉。其作为 map函数的输入，执行用

户自定义的 Map 函数后，得到计算的中间结果

2, 2K V〈 〉。接着将中间结果按照 K2进行排序，

并将 key 值相同的 value 放在一起形成一个新列

表，形成 2, ( 2)K list V〈 〉元组。最后根据 key值将

这些元组分配到不同的 reduce任务中。在 reduce
阶段，调用用户自定义的 reduce函数，对输入的

2, ( 2)K list V〈 〉 进行相应处理，得到键值对

3, 3K V〈 〉并输出到 HDFS上[4]。 

2 随机抽样 
抽样是一种选择数据对象子集进行分析

的常用方法。在数据挖掘中，使用抽样的算法

可以压缩数据量，以便可以使用更好但开销较

大的数据挖掘算法。下面列举几种常见的抽样

策略[5]： 
2.1  简单随机抽样（simple random sampling）  
将所有调查总体编号，再用抽签法或随机数字

表随机抽取部分观察数据组成样本。优点：操作

简单，均数、率及相应的标准误计算简单。缺点：

总体较大时，难以一一编号。 

2.2  系统抽样（systematic sampling） 
又称机械抽样、等距抽样，即先将总体的观

察单位按某一顺序号分成 n个部分，再从第一部
分随机抽取第 k号观察单位，依次用相等间距从
每一部分各抽取一个观察单位组成样本[6]。优点：

易于理解、简便易行。缺点：总体有周期或增减

趋势时，易产生偏性。 
2.3  整群抽样(cluster sampling)  
先将总体依照一种或几种特征分为几个子总

体（类．群），每一个子总体称为一层，然后从每

一层中随机抽取一个子样本，将它们合在一起，

即为总体的样本，称为分层样本。优点：便于组

织、节省经费。缺点：抽样误差大于单纯随机抽

样[7]。 
2.4  分层抽样（stratified sampling） 
将总体样本按其属性特征分成若干类型或层，

然后在类型或层中随机抽取样本单位，合起来组

成样本[8]。有按比例分配和最优分配两种方案.特
点：由于通过划类分层，增大了各类型中单位间

的共同性，容易抽出具有代表性的调查样本。该

方法适用于总体情况复杂，各类别之间差异较大

（比如金融客户风险/非风险样本的差异），类别
较多的情况。优点：样本代表性好，抽样误差减

少。   

3 并行的随机抽样算法 
在以上四种抽样方法中，全部都需要随机抽

取样本，也就是每个样本都是等概率的被抽取。

但在 Hadoop 中，每个 job 会被分解成多个 task
并行计算，而数据的总量事先是不知道的（知道

job 运行结束才能获取数总数，而数据量非常大
时，扫描一遍数据的代价非常高），用户知道的只

是要获取的样本量，那怎样在类似于 Hadoop 的
分布式平台上进行数据抽样进而利用并行的数据

挖掘算法进行挖掘？本文提出了一种并行的蓄水

池算法，实现未知数据总量的单次扫描下，并行

的进行等概率抽样[9]。设计思想：先保存前 k 个
元素（K为样本量）， 从第 k+1个元素开始， 以
1/i (i=k+1, k+2,⋯,N) 的概率选中第 i个元素，并
随机替换掉一个已保存的记录，这样遍历一次得

到 k个元素，可以保证完全随机选取。 
 

 
图 2  数学归纳法部分证明 

 
下面用数学归纳法来给出证明: 
问题，证明对于任意样本号 n, n>=k,每个样

本作为取出样本的概率相等，即 k/n 
证明： 
当 n=k时，由前 k个数放入蓄水池可知，每

个样本的取出概率均相等，即 k/k=1。 设当前样
本号为 n，其每个取出样本概率均相等，即为 k/n，
要证明的是这种情况对于 n+1也成立。 
由于以k/(n+1)来决定是否把n+1放入蓄水池，

那么对于 n+1 其出现在蓄水池中的概率就是
k/(n+1)，对于前 n 个元素中的任意元素
m(k+1<=m<=n)，其出现在蓄水池中的概率为 m
出现在蓄水池中的概率 * [(m+1 被选中的概率
*m 没被 m+1 替换的概率 + m+1 没被选中的概
率)*(m+2被选中的概率*m没被m+2替换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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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2 没被选中的概率)*⋯*(n+1 被选中的概率
*m没被 n+1替换的概率 + n+1没被选中的概率)]，
如图 2所示。可见，对于 n+1每个样本取出概率
也相等，即为 k/(n+1)。证毕。 

4 mapReduce实现 
要实现该抽样算法，只需编写 mapper即

可。在 map 函数中，用户定义一个数组保存
选中的 k个元素，待扫描完所有元素后，在析
构函数中将数组中的数据写到磁盘中[10]。具

体实现代码如下图所示： 

 
图 3  mapreduce实现代码 

 

但是用户运行 job时，需指定每个 map task
的采样量。比如，用户该 job的 map task个数为
s，则每个 map task需要采集 k/s个元素。但是，
在 hadoop中，并不能像设置 reduce task那样直接
设置 map task 数据的 [11]。这时候，可以在

mapred-site.xml 里的 mapred.min.split.size 设置
split 的大小，这样可以间接设置 map task 数目。
因为 hadoop是将每个 split分配一个 map task任
务的[12]。 
同时，在 map函数中，可添加语句对键值对

1, 1K V〈 〉进行筛选，这就可以做到清理脏数据[13]，

把一些不符合条件的记录先过滤掉，以提高抽样

的有效性。 

5 实验验证 
本文中所有的实验都是在 hadoop平台上运

行的。平台由 17台机器，204核（17个 AMD4234
双路 12核）构成。其中有 7台机器内存为 48G，
10台机器内存 16G。 

hadoop版本是 hadoop-0.20.2-cdh3u3，java
版本是 1.6.0_31。每台机器之间用千兆以太网，
通过交换机连接。在实验中，采用比例作为评价

指标。 

实验数据是收集的应用数据，维度是 30维。
其大小为 138270431156字节，约为：128.77G共
有 201569668条记录，其中有些记录为不完全记
录即为脏数据。经过清理后的数据为 152983354
条记录。设 min.split.size为 1MB，设 K=1000,总
共有 2072个 map task,所以样本容量为 2072000
条。具体见图 3所示，整个抽样过程花费时间
仅为 15419ms，约为 4分钟。 

 

 
图 4  mapreduce运行结果 

 

下面给出实验所抽取样本在 34 个类别与

原数据在 34 个类别比例。 
 
表 1   抽样前后比例表 

类别 样本数
样本比

例 
原数据 原比例 

样本原

数据比

SH 70963 0.034249 5244764 0.034249 0.01353

YN 37624 0.018158 2803620 0.018158 0.01342

LMG 20195 0.009747 1507457 0.009747 0.013397

BJ 67480 0.032568 4990182 0.032568 0.013523

… … … … … … 

XG 2378 0.001148 174085 0.001148 0.01366

HLJ 27537 0.01329 2044629 0.01329 0.013544

总和 2072000 1 1.53E+08 1 0.013544

 

由表 1 可知，样本在 34 个类别上的分布和

原数据在 34 个类别上的分布是一致的，这充分

说明了本文提出的并行随机抽样数据的有效性，

即正确反应原数据的分布规律，为接下来的数

据挖掘提供可信的数据源。为了让结果更直观，

把上表画成如图 4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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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mapreduce运行结果比例图 

6 与普通随机抽样比较 
现在采用普通的随机抽样，即先扫描全部娄

据得到记录总数，然后利用 Random类来得到相
应数目的抽样[14]。下面是代码： 

 

其中 getTotalLines的作用为扫描全表统计记录总
数。在相同的实验环境（因为不是并行框架，所

以只是针对单台机器多线程运行），针对相同的数

据集，选用 4，8，16线程。整个抽样过程最快统
计时长为：78484568ms，约为 2.18小时。其时长
远远大于mapreduce并行随机抽样所需的4分钟。
其原因主要是需要先把整个文件扫描一遍统计出

记录总数，这将花费大量时间。 

7 结  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在 hadoop上运用mapreduce

并行框架实现的单次扫描的随机抽样算法，给出

了数学证明。并且和普通需知道样本总数的抽样

方法进行比较[15]。相对于普通抽样算法的较长时

间开销，这种算法不仅可以在单次扫描海量数据

时完成对脏数据的清洗和过滤，还可以实现等概

率的抽取样本。并且因为是并行计算，所以其时

间性能是相当高。进一步提高了抽样数据的质量

和有效性，为后续数据挖掘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但是实现并行随机抽样只是其它复杂抽样的基础，

以后的工作可以在此基础上实现复杂抽样算法的

并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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