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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 Spark 环境下的高效率大规模图数据处理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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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 信息学院，昆明 650091) 

摘 要：针对现有的图处理和图管理框架存在的效率低下以及数据存储结构等问题，提出了一种适合于大规模图数据处

理机制。首先分析了目前的一些图处理模型以及图存储框架的优势与存在的不足。其次，通过对分布式计算的特性分析

采取适合大规模图的分割算法、数据抽取的优化以及缓存、计算层与持久层结合机制三方面来设计图数据处理框架。最

后通过 PageRank 和 SSSP 算法来设计实验与 MapReduce 框架和采用 HDFS 作持久层的 Spark 框架做性能对比。实验证

明提出的框架要比 MapReduce 框架快 90 倍，比采用 HDFS 作持久层的 Spark 框架快 2 倍，能够满足高效率图数据处理

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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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efficiency large-scale graph data processing mechanism  

in environment of S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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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inefficiency problems in processing, storage and management framework of graph data, a feasible 

processing mechanism of large-scale graph data wa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e pros and cons of existing graph processing 

models and graph data storage frameworks were first reviewed. B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stributed computing, a new 

graph data framework was implemented including three main parts: segmentation algorithm of large-scale graph, caching and 

optimization for data extraction, and combination mechanism of calculation and persistence layer. By applying Pagerank and 

SSSP algorithm,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to compar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roposed framework, MapReduce and Spark 

with HDF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oposed framework is more 90x faster than MapReduce, and 2x faster than Spark with 

HDFS, and the proposed framework can satisfy the needs of high performance graph data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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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相对于线性表结构和树型结构，无论是在结构还是语意方

面，图数据结构在现实世界都具有更好的表达能力。甚至现实

生活中的一些场景用图数据表示更具有优势，因此针对图计算

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1]。现实世界的实体扩增和大量数据的大

规模应用，给大数据存储及处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2,3]。在图数

据爆炸式增长和图数据处理需求多样化发展的时代，涌现出了

很多大规模图数据处理系统。这些系统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基

于 MapReduce 模型的分布式并行处理系统[4,5,6,7]以及基于 BSP 

(Bulk Synchronous Parallel Computing Model)模型的分布式并行

处理系统[8,9,10]。MapReduce 计算模型[1]在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

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在业界被广泛的采用。该类系统是

具有较好容错性的非循环的数据量模型。就目前状况来看，这

些计算模型都能容易的访问分布式集群中的资源，但是对内存

的利用率很低，以至于对那些重复利用中间结果的计算显得效

率很低[11,12]。这些算法都是在多个并行计算之间重用数据，例

如单源最短路径等迭代算法、PageRank[13]。UC Berkeley 

AMPLab在 2009年提出的Apache Spark[14]计算模型刚好解决了

这些问题。Spark 将分布式内存抽象成弹性分布式数据集 

(Resilient Distributed Datasets，RDD)[14, 15]。RDD 支持大规模分

布式数据集的操作，并且具有数据流模型的特点：自动容错和

可伸缩性。为了方便多个操作时能够重用相应数据集，RDD 允

许用户显式地将数据集缓存在内存中，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查询

效率。但是 Spark 的持久化机制需要将图结构数据转换为元数

据存储，并不能在存储层保持图数据的结构，这将为整个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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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不必要的开销。同时在元数据上的查询操作也会涉及到复

杂的计算，使得整个应用的性能大幅度降低。基于 BSP 模型的

分布式并行处理系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 Google 的 Pregel

系统[16]。Pregel 系统是目前大规模图处理系统中比较成熟的系

统，它对于图的切分、计算、同步控制、容错管理都提出了比

较稳定的解决方案。但是 Pregel 系统所处理的作业类型较为单

一，只能支持大规模的图数据分析，对高效的图数据查询不能

得到满足。作为 Apache 的另一个开源项目 Hama[9]也是一个分

布式处理系统。Hama 可以与 HDFS[17]完美的结合，这样有利于

数据的持久化，因此近几年 Hama 在图处理中有很强的应用性。

然而，Hama 仍然是一个离线批处理系统，在大规模的图数据处

理中响应性能达不到需求。 

Spark Graph X[14]作为一种分布式内存共享图处理框架，在

主从式集群上实现了图的内存计算。它对于图的加载、顶点处

理、边处理和相邻节点计算等方面对通信的要求更低,产生的图

结构更简单, 从而在性能方面得到了很大提升。利用 Graph X

可以便捷的构建多种图操作算法。但是 Graph X 的持久化机制

尚未实现集群节点的全局化统一管理。虽然 Graph X 在存储层

支持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和分布式 NoSQL数据库HBase[18]，

但是目前还不支持图形数据库，以至于不能将数据以图结构的

形式持久化到存储层，严重的影响上层服务对数据的遍历和查

询。存储层和计算层的协调一致对于一个大规模图数据处理框

架是必要的。 

大规模图数据存储基于云计算环境下的分布式存储系统，

这些存储系统分为两种：一种是以 GFS[19]、HDFS 为代表的分

布式文件系统，另一种是以 Neo4j [20]、MySQL 为代表的分布式

数据库。如果图数据存储在分布式文件系统上，因为不支持数

据更新和数据插入操作以及需要人为的组织数据存储模式，使

其在复杂的图数据操作和管理上没有优势。虽然传统的关系型

数据库已成为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数据库，但随着数据规模与复

杂性的增加，关系模型已不能满足领域需求，以社交网络[21]为

例，采用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将产生大量冗余数据，且不能满

足社交数据的实时性，也不能有效的支持复杂的多层传递关系

查询。针对数据之间内在的复杂关系以及动态变化的问题，人

们将研究重心转向图数据库(Graph Database)[22]，它能够有效的

对图数据间的内在关系进行存储、管理、和更新，并且能够高

效的对图数据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操作[23, 24]。在面临如此庞大

的数据量时，图处理工作的难题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

如何提高图数据的处理能力，得到一个良好的图处理机制。其

二是如何解决大规模图数据管理问题，在扩展性、数据查询效

率和大数据吞吐量等方面得到一个良好的性能。 

本文的组织结构为：第 1 节首先针对目前主流的图处理系

统 MapReduce[5]、Pregel[6]、Hama[7]等做了详细的分析和比较，

分别说明了各个系统的优点与不足。其次分析了目前图数据管

理的两种方式，并且分析了针对图数据存储非关系型的分布式

数据库相比分布式文件系统的优势。第 2 节从图分割、数据抽

取以及框架结构等方面介绍本文提出的大规模图数据处理框

架。第 3 节本文选取 Web 图数据的典型算法 PageRank 和 SSP

作为比较对象，分别给出了 Hadoop 平台下基于 MapReduce 的

设计思路、以 HDFS 为存储层的 Spark 框架和本文提出的框架

下的设计思路，并且通过实验验证了本文提出的框架在大规模

图数据处理中要比其余两个框架的性能更高。 

1 基于 Spark 的大规模图数据处理框架 

本文提出的分布式图计算框架将多种对大规模图数据操作

封装为 API，让分布式存储、并行计算等复杂问题对上层透明，

从而使用户更关注图的相关模型设计和使用。因此不需要考虑

底层的实现。为了实现该目的，我们针对两个主要的问题进行

分析：图的计算模型和图的存储模型。 

表 2-1 带权重的深度优先搜索树算法 

Init. G 为包含 n 个节点{x1, x2, …, xn}的图; 

Step 

1 

选择有最大下标的节点，即 xn，标记为 1。将这个点和标记代入 Step 

2; 

Step 

2 

给定一个节点 x，标记为 k。如果该点存在邻接点且未标记则 

选择具有最大下标的邻接点，为其从集合{1, 2, …, n}中分配最小未用

标记并对该点和标记重复 Step 2。否则，意味着点 xj的所有邻接点均

被标记过。 

if 节点 xj的标记 k 满足 k>1，回溯到该节点被标记为 k 的位置，重复

Step 2; 

if 节点 xj的标记 k 满足 k=1，则算法终止。 

表 2-2 将大图分割成若干个均衡的子图算法 

Step 

1 

用 S 来表示 G 中点的子集，用 ci 表示子图的点集，其中

i=1, 2, …, n，用 cw表示临时工作集。初始化设置 S={x1, 

x2, …, xn}, C=Φ, 并且 cw=Φ; 

Step 

2 

选择最大长度的叶子节点作为分割算法的搜索起始节点，

将这些叶子节点移植到 cw工作子集中同时从 S 中进行删

除。此外假设叶子节点的最大长度为 k 且子图的 pointer 

i=1; 

Step 

3 

k = k - 1; 

Step 

4 

在 cw中寻找有不同父节点的节点，对于每个父节点 xp 将

其孩子节点{x, [xp = parent(xj)]}按照子树的权重 wt(T[xj]) 

以降序的方式进行排列，之后测试序列中的每一个孩子节

点 xj，如果 T[xj] 满足： 

| ( [ ]) - ( [ ]) / | | ( [ ]) / |p n g n gwt T x wt T x n wt T x n  

(1) 

之后分配子树 T[xj] 作为字数 ci=T[xj]并且 i=i+1，同时删

除从工作子集 Cw和 S 中删除 xj和 T[xj]，如果 xp 的所有孩

子节点都不满足(1)，就从 Cw中删除 xp 的所有孩子节点，

并将 xp 加入到 Cw中，重复 Step 4 直到所有不同的父节点

都被测试过。 

Step 

5 

找到所有长度等于 k 的叶子节点，并将这些叶子节点加入

到工作集 cw中; 

Step 如果 k=0，且 S=Φ，则意味着 G 的所有节点都被系统谈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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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过了，因此算法终止，否则重复 Step 3 到 Step 6。 

 

表 2-3 迭代处理算法 

Step 1. i=1； 

Step 2. 对子图和Ci其边界节点集Fi建立相应的双

边 Hi，同时初始化 M = Φ； 

Step 3. 对于中 Fi 的每张路径可以被找到，那么增

加这条路径的匹配 M。重复执行 Step 3 知

道 Fi 的所有节点都被测试过，转向 Step 4。

否则，根据以 x 为根的交替树，通过 Y=L0

∪L2∪L2j 返回需要的 Y，得到改良过的基

于命题 1 的和 fi，中断并从 Step 1 重启该

算法； 

Step 4. 令 i=i+1,如果 i=ng，则这个边界减少算法

终止，否则跳到 Step 2。 

命题 1 假设 Fi 是 Ci 和 U 的边界节点集，则 

( ) ( , )i i iF F Y Adj Y C    

是 ( , )i i iC C Adj Y C  和U U Y  的边界

节点集。 

 

1.1 图分割策略与分布式计算  

图划分的质量对整个集群的存储和计算效率、节点之间的

通信及负载均衡都有较大影响。优化划分是通过减少顶点或边

跨越划分的数目，来减少集群节点间的通信，从而加快计算收

敛的速度。典型的图分割算法包括随机划分、基于边的平衡划

分、基于顶点的平衡划分和启发式划分。如图 3-1 所示，基于

边的平衡划分和基于定点的平衡划分方法为： 

(1) 图的切边法是按照图的边进行划分，把顶点尽可能均匀

的分布到每个计算节点，使边在各节点之间跨越的数量最小化。

该方法要求每一个割边需要多个计算节点上保留复制和通信，

以保持图之间的结构依赖关系。 

(2) 图的切点法是按照中心顶点划分，使边尽可能均匀的分

布到每个计算节点。该方法可以最小化存储可通信开销，图 2-1

显示了这两种切割策略。 

2

2
1

11

3 3

2

2
1

11

3 3

切边法 切点法  

图 2-1 图的切边法与切点法(虚线为图的切割) 

图分割的难点在于现实应用中的图一般符合幂律分布，这

对分布式集群的工作平衡带来巨大挑战，使得图很难被均匀的

分割。并且以 Hash 算法进行的图划分将使得数据分布局部性非

常差，从而增加了节点之间的通信开销。另一方面，为了提高

缓存系统的命中率和置换效率，图的分割要保持块内的子图联

系紧密,块间联系松散。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选择了一种高效

的多路大规模图分割法[25]，该算法主要通过 3 个步来实现大规

模图的分割：(1)建立带权重的深度优先搜索树; (2)将大图分割

成若干个均衡的子图; (3)迭代处理,尽量减少子图之间的关联，

表 2-1、2-2 和 2-3 为该算法详细步骤。 

UserId friend

user1   user2
***      ***   

***      ***

***      *** 

      

Article Author

1       user2

***      ***   

***      ***

***      *** 

Id：1

Name：user1

Target：0

***

Id：1

ArticleName：title

Context：***

Target：0
 

图 2-2 抽取出的结构数据及持久层的元数据 

Tachyon

  

User Article

Neo4j

  

user1

user2

article

Key-Value

Update：
***

Set Target=0

Update：
***

Set Target=1

 

图 2-3 数据的更新与抽取操作 

目前被业界广泛应用的图计算框架有 Google 的 Pregel、

Apache 的 Giraph[26]，以及 GraphLab[27]，其中 Pregel 和 Giraph

都是基于 BSP 模型的。BSP 模型实现了超步，首先进行了本地

计算，然后进行全局的通信，最后进行全局的 Barrier。虽然 BSP

编程简单，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其运算性能较低。因为存在一个

全局障碍，所以整个系统的运算时间取决于耗时最多的计算，

即木桶的短板原理。另一方面，现实世界中的很多的关系都服

从幂律分布，也就是顶点和边的分布很不均匀，因此,BSP 的木

桶短板问题会很突出。Spark Graph X 采用了一种异步机制避免

了全局的 Barrier。 

本文采用 Spark Graph X 作为图计算引擎。Spark Graph X

是基于内存的分布式图计算框架，Spark Graph X 建立在 Spark 

Core 之上为图计算和图挖掘等应用提供了简洁的接口，极大地

方便了用户对大规模图数据处理的需求。图分布式计算是将图

拆分为多个子图，对其进行并行计算。 

1.2 元数据到结构数据的提取与分割  

在元数据到结构数据的提取中我们需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

数据流，以减少通信开销。在此之前我们不妨先了解 Spark 

Graph X 是如何构建图的。对于图坐标，坐标中每个点用 x 表

示横坐标和 y 表示纵坐标，即：(x1, y1)和(x2, y2)，一个坐标点可

以确定一个点的唯一位置。Graph X 与上面的概念类似。不同

的是，Graph X 中的顶点可以通过标示唯一的对象，不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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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二维坐标表示。在 Graph X 中用户通过 Graph 对象对其进

行操作，它包含了边(edge)和顶点(vertices)两部分。所有边集包

含的点构成点的全集，其中包含重复的点。去重后就是

VertexRDD。然后从持久层中加载边的数据，按行进行处理生

成 tuple，即(srcId, dstId)。 

也就是说，我们要构建基本的图只需要按照行处理来提交

节点的数据，这样只需要将元数据的关键属性提取出来以矩阵

结构放在缓存系统中。不同的关系以不同的文件区分。下面我

们以一个简单的实例来说明： 

一个社交平台中需要保存的用户属性是非常巨大的，而且

还有用户之间的好友关系。同样用户发表的文章也是如此。但

是我们在处理图数据的时候不需要如此多的属性来计算。我们

在缓存系统中构建用户节点和好友关系的时候只需要用户的 id

属性以及计算需要的其他属性，而不同的关系以不同的文件区

分，如图 2-2。 

Name Server Application

Partition

Manager

Compute 

Manager Job 

Manager
Graph X

Spark Core

Tachyon Query Manger

HDFS HDFS HDFS Neo4j Neo4j Neo4jGraph Data 

Store Layer

Graph Data 

Processing Layer

 

图 2-4 框架结构 

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图计算中，考虑到某些节点可能一直没

被应用层写入过新的数据。这些节点是不需要更新到缓存文件

中去的，所以我们在节点属性中增加了一个 target 属性，当应

用程序对持久层写入完成的时候将此属性置为 1。在缓存系统

读入完成的时候将其置为 0。这样就可以以此属性过滤掉不必

要读入的节点，减少了系统的通信开销，如图 2-3 所示。 

本文选择 Neo4j 作为元数据的存储层是为了保证应用层高

效的图操作响应。Neo4j 是自适应规模的，而且其图遍历执行

速度是常数，与图大小无关，所以其读性能相对较高[28,29]。但

是若要将这些元数据直接放入 Spark Graph X 中计算将带来两

个巨大的开销。一是会给整个集群带来巨大的通信代价，另一

方面用这样的元数据来构建图需要大量的 OGM (object graph 

mapping) 过程在内存中进行，会导致集群消耗大量的计算性能

和不必要的内存开支。 

云计算环境下的索引机制，并没有考虑图结构的特点，因

此在图查询方面，效果不理想。而分布式图数据库，在图数据

存储和索引结构上都进行了优化。Neo4j 的索引机制分为两类：

Neo4j 采用树形结构索引，从而提高了查询效率。同时 Neo4j

可使用独立的 Lucene 索引，在全文的基础上建立索引，并对索

引命中率进行排序，从而提高了查找速度。 

某些情况下，从持久层（Neo4j）到缓存储（分布式内存文

件系统 Tachyon）的数据抽取效率将可能会影响整个系统的计

算性能，因此我们在该过程中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通信开销以

及对图数据的操作。为了达到该目的，我们将缓存层中的结构

数据按照实体间的关系进行分割，以便满足分布式计算特性。

在缓存层方面，虽然引入缓存体系会加大内存的开销，但是分

布式内存文件系统（Tachyon）的大小会随着计算节点的增加而

增加，这样整个缓存体系就不会因为数据量的大幅度剧增而遇

到瓶颈。同时 HDFS 和 Tachyon 的协同工作保证了缓存层的稳

定性。其次，我们在元数据到结构数据的提取过程中加入了属

性过滤机制，以避免不必要的节点和属性被载入内存。即使是

在数据量很大的时候也不会频繁和大量的更新缓存层的结构数

据，再加上持久层优秀的索引机制，从而避免了数据量增大而

导致整个系统系能降低的问题。同时保证缓存层中的数据结构

与计算层中需要构建的图数据结构一致，这样才能解决通信开

销带来的瓶颈以提高整个框架的效率。 

1.3 框架结构  

该框架分为三层，如图 2-4 所示。顶层接收用户的查询请

求，返回计算结果给用户及存储被分割的元数据。顶层由一个

Name Server 和一个 Application Server 构成，Name Server 面向

应用提供接口和管理服务。Application Server 接收到用户提交

的查询请求会直接交给 Query Manager 处理并返回处理结果。

其他操作会交给 Name Server 协同处理。 

图数据处理层将整个架构建立在 Spark core 上，包括了四

个管理器用来处理相应的事务。第三层为图数据存储层，为数

据提供存储。 

(1) Query Manager：为了使整个框架得到一个高效的访问

性能，持久层需要能够直接被应用层访问。Query Manager 除了

要满足应用层提交的事务处理请求，还要将元数据结构化，提

交到缓存系统 Tachyon。当一个分布式计算结束后，会将计算

结果以 Key-Value 键值对的形式将结果返回到 Neo4j 集群中。 

(2) Job Manager：Job Manager 负责整个分布式图计算框架

的任务调度并对整个 Spark 的运行进行管理。为了保证结构数

据缓存的安全性，需要负责缓存系统 Tachyon 到 HDFS 的数据

备份工作。 

(3) Computing Manager：Computing Manager 是负责图分布

式处理的管理器。通过抽象出一系列 API 来简化基于图的编程。

整个管理器搭建在 Spark Graph X 之上，而 Spark Graph X 本身

是一个分布式图处理框架，基于 Spark 平台提供了对图的计算

和数据挖掘的简洁易用的接口，极大的方便了用户对大规模图

处理的需求。 

Computing Manager 需要将用户提交的算法整合到框架中，

调度这些算法来运行任务。在收到 Job Manager 的操作请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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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从缓存系统(Tachyon)中取出数据，提交到 Spark Graph X 计

算。为了减少集群间的通信以及整个系统的 I/O 开销，计算的

中间结果和最终结果将会被放在到缓存系统(Tachyon)中，最后

由 Query Manager 处理数据的流向。 

(4) Partition Manager：结构化数据会被 Partition Manager 进

行图的分割，每个子图会被传递到相应的节点中去进行计算。

当缓存系统(Tachyon)的空间被占满时，Partition Manager 会采用

LRU 算法与 HDFS 替换结构数据文件。 

在本文设计的框架中将结构数据和元数据都采用分布式的

方式进行管理。无论是在持久层（Neo4j）还是缓存层（Tachyon）

中，我们都采用了分布式的图数据库和分布式的内存文件系统。

每个 Manager 的协同工作保证了整个分布式计算框架的计算性

能较高。同时还能解决传统分布式计算框架中通信开销和结构

数据转换的瓶颈问题，这样能有效减少算法执行的时间。 

2 实验  

2.1 实验环境  

本文在一个小规模集群中进行实验对比分析，该集群由 3

个 Dell R-210 节点组成。三个节点之间用交换机相互连接，并

且配置相互之间的 SSH无密钥连接。每个节点的硬件配置如下：

Intel(R) Xeon(R) E3-1220 CPU，4 核，主频 3.10GHz；内存为

4G；硬盘大小为 1T。软件配置如下：操作系统是 64 位 Ubuntu 

12.04.5 LTS；JDK 版本是 jdk1.7.0_71(x64) ；Hadoop 版本是

Hadoop-2.2.0(x64) ；Neo4j 的版本是 Community-2.1.5；Scala

为 Scala-2.10.4 版本；Spark 的版本是 Spark-1.0.0。 

2.2 实验数据及实验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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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PageRank 算法实验结果（MapReduce 结果为次坐标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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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SSSP 算法实验结果（MapReduce 结果为次坐标轴） 

表 3-1 实验数据集信息 

 Google Web 
Web 

NotreDame 
Web Stanford 

节点数 875713 325729 281903 

边数 5105039 1497134 2312497 

平均聚类系数 0.5143 0.2346 0.5976 

三角形数目 13391903 8910005 11329473 

闭三角分数 0.01911 0.03104 0.002889 

直径 21 46 674 

90%有效直径 8.1 9.4 9.7 

 

实验数据均来自 SNAP(Stanford Network Analysis Platform) 

[30]。数据表示为：(IDA, IDB)，表示顶点 IDA 指向顶点 IDB。

本文选取了 Google-Web、web-NotreDame 和 web-Stanford 三组

实验数据集。表 3-1 给出了每个实验数据集的具体信息。其中

平均聚类系数是衡量图中节点聚齐程度的参数。平均聚类系数

越高的图，图中的节点就越密集，节点之间的关系也就越复杂。

三角形数目表示无向网络中节点之间连接成三角形的数目。闭

三角分数为三元组中的节点数除以度为 2 的路劲数。三角形数

目和闭三角分数图能够反应图数据的紧密程度。直径表示最大

的最短路劲长度。90%有效直径表示 90%的最短路劲分布程度。

这三个图数据集当中 web-NotreDame 数据集和 web-Stanford 数

据集的节点数较为接近。但是 web-Stanford 数据集中数据之间

的关系复杂程度要比 web-NotreDame 数据集高出很多。

Google-Web 数据集为较大并且较为复杂的数据集。 

为了比较本文框架在计算层和存储层的性能，我们将本文

框架与 MapReduce 框架和以 HDFS 为存储层的 Spark 框架分别

进行 PageRank 算法和 SSSP 算法实验对比。PageRank 算法的迭

代次数以及产生的中间结果都相对较多，所以我们选择

PageRank 算法来验证各个框架的图数据处理能力。而 SSSP 算

法设计到复杂的查询操作，所以我们采用 SSSP 算法来验证存

储层对图数据的操作性能。 

实验开始前我们先将三个数据集存放到每个框架的存储层

(本文框架为 Neo4j，其他两个框架为 HDFS)。为了得到更详细

的实验结果分析，我们依次采用不同的数据集在每个框架下执

行 SSSP 算法和 PageRank 算法。在不考虑集群故障因素下，每

个实验重复执行 3 次，分别记录程序执行时间，最后取平均值。 

2.3 实验结果及分析  

实验结果如图 3-1、3-2 所示，图 3-1 显示了 3 个框架在执

行 PageRank 算法时执行时间随着数据集规模变化的情况。从图

3-1 可以发现三个框架的执行时间都随着图数据规模的增加呈

近线性增长。 

web-NotreDame 数据集和 web-Stanford 数据集的节点数较

为接近，但是 web-Stanford 数据集中数据之间的关系复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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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比 web-NotreDame 高出很多。从这两个数据集的实验结果上

来看，随着数据之间关系的复杂程度增高，本文框架在执行

web-Stanford 数 据 集 计 算 时 的 时 间 花 费 只 比 执 行

web-NotreDame 数据集的时间花费高出将近 10 秒，而以 HDFS

为存储层的 Spark 框架却高出了将近 40 秒。主要因为本文的图

分割算法能够将复杂的图分割成相对均衡的子图。在计算期间

减少了节点之间的通信开销，以及使得节点之间的计算任务相

对平衡，这样就不会出现木桶短板现象。MapReduce 框架在这

两个数据集上的时间耗费差到达了将近 500 秒，这主要你是由

于 MapReduce 框架要将每次计算过程的中间结果放回磁盘，导

致该框架在迭代计算上的性能太低。而本文框架的计算层是基

于内存计算的框架，所以性能上要比MapReduce框架高出很多。 

web-Stanford 数据集和 Google-Web 数据集都是数据之间关

系比较复杂的数据集，但是 Google-Web 数据集的节点数量要比

web-Stanford 数据集大很多。从这两个数据集上来看，随着数

据量的增加本文框架在执行 Google-Web 数据集时的时间耗费

要比执行 web-Stanford 数据集时的时间耗费高出将近 30 秒。而

以 HDFS 为存储层的 Spark 框架在执行这两个数据集时的时间

耗费差达到了将近 60 秒。主要原因在于本文框架采用了基于内

存的文件系统来对数据做缓存，以及能够将大图的分割成相对

平衡的子图。在计算时节点之间的通信开销会很小。而

MapReduce 框架在这两个数据集上的时间耗费差达到了将近

3000 秒。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 MapReduce 框架在图数据上的计

算性能相对基于内存计算框架的性能要低很多。 

图 3-2 显示在执行 SSSP 算法时，三个框架的执行时间都会

随着数据集大小的增加而变长。 

同样与 PageRank 算法实验对比类似，当数据集为

web-NotreDame 数据集和 web-Stanford 数据集时，随着数据集

中的节点关系复杂度的提高，本文框架在两个数据集上的执行

时间耗费差几乎相同，而以 HDFS 为存储层的 Spark 框架在执

行 web-Stanford 数 据 集 时 的 时 间 消 耗 要 比 在 执 行

web-NotreDame 数据集时的时间消耗要高将近 40 秒。因为本文

框架中的存储层为图形数据库(Neo4j)，图形数据库具有良好的

数据组织，存储结构以及索引机制，所以对于数据之间关系较

为复杂的图数据具有良好的数据操作性能。采用 HDFS 为存储

层的 Spark框架要将图结构数据转化为元数据到图计算层操作，

所以执行效率相对较低。MapReduce 框架在这两个数据集的执

行耗时差将近 1000 秒，主要原因在于无论是从存储层到计算层

的数据转换还是中间结果回放到磁盘上都增加了巨大的通信

量，使得整个框架对图数据的操作性能很低。 

对于 web-Stanford 数据集和 Google-Web 数据集，随着数据

量的大幅度提升，本文框架在两个数据集上的执行时间消耗差

将近 60 秒，而以 HDFS 为存储层的 Spark 框架在两个数据集上

的时耗差将近 100 秒。主要原因在于本文框架在存储层采用的

图形数据库是自适应规模的，而且它的图遍历执行速度是常数，

与图数据大小无关。而 MapReduce 框架随着图数据的增加在图

数据的操作上显得越来越慢。 

3 结束语 

本文针对图数据处理在计算层和存储层结合的效率低下问

题，在 Spark 环境下提出了一种大规模图数据处理机制。该系

统由一个图计算框架和一个图存储框架以及中间的一个结构数

据缓存层组成。我们采取了相应的机制来解决数据抽取带来的

瓶颈以及优化了对数据的查询操作。并且在分布式集群下对

MapReduce 框架、采用 HDFS 做存储层的 Spark 框架以及本文

框架进行了 PageRank 和 SSSP 算法，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框架在

数据量增加时具有良好的稳定性，有效的减少了算法执行的时

间。该框架可以完成针对较大数据的图计算和存储功能，且能

够支持开发者自己的算法。此框架能够应用在社交网络计算、

大数据挖掘以及大数据应用中。 

未来工作主要关注在框架的容错功能，以及如何提升对内

存的使用效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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