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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Hadoop為基礎的雲端多媒體播放平台 

 

摘要 

由於全球網路頻寬的提升，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是近年來最熱門的話題之一。每個

人可以使用任何的設備來取得網路上的服

務。而這種具動態可擴展性、高效率與容錯特

點的新型態分散式計算環境，包含了龐大的服

務節點、記憶量，高速網路和各種應用程式的

服務。 

在本研究中，使用了雲端運算軟體 

“Hadoop” 來建置了一個雲端多媒體播放平台

來提供校園軟體即服務(Saas)。使用者可以上

傳和訂閱在多媒體平台上的影片。此外，此平

台也提供使用者個人介面來可以協助使用者

方便且可靠的管理雲端系統。 

關鍵詞：雲端運算、Hadoop、軟體即服務 

 

Abstract 

As the bandwidth of global network is 

enhanced, Cloud Computing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in recent years. It can make users to 

obtain a variety of services via Internet by using 

any equipment. The new kind of distributed 

computing environment consists of a huge 

number of service nodes and memories, 

high-speed networks, and various application 

services. Furthermore, it has the characters of 

dynamic scalability, high efficiency, and fault 

tolerant. 
In this session, the cloud software "Hadoop" 

is used to construct a cloud multimedia player 

platform that provides the Software as Service 

(SaaS) to users on Campus. . The users can 

upload and subscribe the web video in our player 

platform. Besides, a personal interface is 

provided to assist users to control the cloud 

system reliably and conveniently. 
Keyword : Cloud computing, Hadoop, Software 

as Service(SaaS) 

1. 前言 

建立一個雲端檔案中心也是很重要的議

題，現在一般檔案中心的建立大部分是透過伺

服器，將影音資源直接儲存與備份在單一台伺

服器上。並且在進行影音資源儲存時，伺服器

並不因為影音資源的大小而進行切割儲存，所

以有時部份影音資源過大而導致伺服器負載

過重的情況發生，這些問題往往造成伺服器停

擺與網路緩慢。 

因此，本研究結合網頁伺服器 (web 

server)[18]及雲端運算[1][2][8]所擁有的擴充

性、容錯性與效率性等的特性來建置一個雲端

多媒體播放平台，提供線上影音播放[9]。本平

台讓使用者自行將影音檔案上傳至本多媒體

平台上，也可以讓使用者不需要透過安裝播放

程式，便可以於網頁上直接播放這 雲端平台

上的影音。透過結合 Hadoop 雲端運算平台將

檔案切割並儲存，並能同時播放多筆影音，增

加服務效率，進而讓使用者可以便利及快速的

取得所需資源。 

本文第二節為文獻探討，首先說明多媒體

播放平台所使用的技術與理論；而在第三節

中，將說明本研究所提出之系統架構；而第四

節為本文之實作案例；最後，第五節為結論。 

2. 文獻探討 

2.1 Hadoop軟體 

Hadoop[1][12][13][16][17]是一套讓使用者

可以撰寫並執行海量資料應用程式的雲端運

算軟體平台。不但擁有儲存與處理大量資料的

配置能力，還可透過分散式檔案系統的幫助，

讓一般 PC 來架設叢集環境，進而提供較大的

運算能力。此外，每個節點每隔一段時間就會

互相交換訊息，因此就算某節點發生錯誤，也

能及時自動的取得備份資料，增加整體系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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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錯力。這套系統，在目前市面上常見的有

AWS_Marketplace[2][7]、中華雲市集[2][3]、

Google_Market[2][10][11][13]、Windows_Azure 

[2][19]、VMware Horizon[2][14]等等電子化服

務市集，皆以此系統為基礎發展出來。 

2.2 HBase資料庫 

而在與 Hadoop 搭配的分散式資料庫則是

HBase[4][5][6][17]，它是由 Google[10]所提之

BigTable[5]概念為基礎，進而建置出來支援

Hadoop的資料庫。以圖一來說明，Hbase主要

是以 column-family[4][5][6]的儲存方式來進行

儲存，而一個 column family就是一個 column 

qualifier (Column1、Column2)的集合，且可以

不需重新設定資料表就可隨時新增。 

而 HBase 底層則是使用了分散式的檔案系

統，HDFS( Hadoop Distributed File System ) 

[1][2][4][13][17]來進行儲存；主要是將一個母

資料表分成多個子資料表後，再由不同的伺服

器負責各個子資料表的存取，藉此達到高效能

的存取效率。 

而Hbase同時透過Map/Reduce[1][2][12][16]

的專屬設計可以允許程式快速存取與寫入資

料，進而達到更大量的計算能力。Map/Reduce

是基於 Java 語言所開發出來與 Hadoop 及

Hbase 系統的相容性很高的程式語法。而除了

Map/Reduce 的程式設計外，本文也將搭配

PHP、Python、C#等程式語言來開發 Hbase 存

取、寫入與介面，然而需透過 Thrift[14]來當轉

譯器，才可準確的發揮出 Hbase的。 

 

 
圖一、Hbase架構 

3. 系統架構 

本文所提出之雲端多媒體播放平台，可讓

使用者不用經過下載影音及安裝播放軟體等

步驟，即可達到軟體即服務的功能。隨後，使

用者也可以透過本平台所提供的平台即服務

功能來共享別的使用者上傳的影片。最後，管

理者可透過本平台來有效地進行管理及管控

流量，其架構描述如下。 

3.1. 首頁架構 

為了讓使用者可以清楚的了解整體系統架

構的使用流程，所以在首頁的部分加上了網站

介紹，還有增加清單的功能，讓使用者可以擁

有一種瀏覽在電影院的感覺，並可便利地上傳

與分享自己喜歡的影音，如圖二所示。 

 
圖二、首頁架構 

3.2. 管理者架構 

管理者部分具有平台監控。 

 
圖三、管理者架構 

3.3. 一般使用者架構 

一般使用者在完成影片上傳後即可在影片

清單設定來進行個人化的修改，讓所上傳之影

片可以隨時播放至所需的網頁當中，其功能如

圖四所示。 

 
圖四、使用者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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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雲端多媒體播放平台實作與分析 

4.1 平台建置 

4.1.1. Hadoop架設 

架設 Hadoop 需先準備兩台或以上的電腦

來建置叢集環境，並且以 Linux Ubuntu8.04做

為系統環境來架設 Hadoop 軟體，即可完成叢

集式 Hadoop雲端運算環境。 

4.1.2. Hbase資料庫建置 

本平台透過分散式資料庫來提升系統效

能。因此，基於 Hadoop HDFS的分散式系統，

將使用 HBase資料庫，並架設於 Hadoop的叢

集雲端運算環境中。 

4.1.3. 服務建置 

首頁內容為簡單介紹本系統之相關資訊，

也是使用者與管理者登入之窗口；同時也方便

使用者可以在遇到問題時能即時反應給系統

管理者。 

平台所提供的服務如下： 

 網站介紹 

 上傳影片 

 影片清單 

 監測系統 

平台部份分成『網站介紹』、『上傳影片』、

『影片清單』、『監測系統』等四個部份。 

首先網站介紹將對本雲端多媒體播放平台

做個介紹，讓方便使用者了解雲端多媒體播放

平台之精神。 

第二項功能，利用 PHP語法撰寫相關函式

將上傳影片建立起來，讓使用者把想分享的影

片上傳至平台。 

而第三項功能影片清單，清單會將使用者

所上傳的多媒體影音列表出來，讓使用者可確

認所要播放的多媒體影片。 

最後，第四項功能，監測系統可以提供管

理者即時的資料並監控。 

4.2 系統分析 

本實驗主要是使用分散式檔案系統來分配

平台上所有硬碟的容量(以 250GB為基礎點)，

而將分別上傳 200MB與 600MB兩份多媒體檔

案，來實驗觀察雲端多媒體播放平台上的硬碟

使用率與網路流量，這裡被上傳檔案的電腦稱

為主節點(node 1)，其他兩台為子節點(分別為

node 2 & 3)，藉此驗證檔案上傳後確實是有分

配至其他台電腦內。 

4.2.1. 實驗一－200MB檔案 

實驗一，首先上傳一份 200MB檔案至本平

台上，而且當上傳完成後可以從監測系統內進

行本平台之硬碟使用量的觀察，如圖五所示。 

再者，也可以從圖六、圖七的線條圖來看

到主節點(0.4%)與子節點(0.1%)確實是有被分

配一定的檔案容量做儲存。 

 

 
圖五、實驗一－200MB分配狀態 

 

 
圖六、實驗一－主節點之分配容量 

 

 
圖七、實驗一－子節點之分配容量 

 

4.2.2. 實驗二－600MB檔案 

實驗二，將上傳一份 600MB的檔案至本平

台上，而當上傳完成後也是從監測系統內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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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平台之硬碟使用量的觀察，如圖八所示。 

最後，可以從圖九、圖十的線條圖來看到

主節點(1%)與子節點(0.2%)確實是被配一定的

檔案量做儲存。 

 

 
圖八、實驗二－600MB分配狀態 

 

 
圖九、實驗二－主節點之分配容量 

 

 
圖十、實驗二－子節點之分配容量 

 

4.2.3. 實驗三－網路流量 

實驗三將主要透過 Ganglia 技術來進行分

析，Ganglia技術讓本平台的網路總流量可以直

接於網頁上進行監看，像是 CPU、RAM 等即

時的狀態變化，也可以透過此技術來達到監

測，其實際成果如圖十一所示。 

最後，可以從圖十二、圖十三的線條圖來

看到主節點與子節點在上傳時，確實是有使用

一定的網路量做傳輸。 

 

 
圖十一、平台監測網頁 

 

 
圖十二、主節點網路使用率 

 

 
圖十三、子節點網路使用率 

 
經過本研究的實驗後，從實驗一、實驗二

與實驗三看出，上傳的多媒體檔案能被分配制

到所有的節點(電腦)，然而主節點與子節點所

使用的硬碟流量與網路流量，有出現分布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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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發生，主節點總量都大於子節點總量，

有可能是上傳的檔案份數不多，或有個分配演

算法來按節點負載做有效分配。 

5. 結論 

本研究運用雲端運算 hadoop中的分散性，

將一般Web server所會遇到多人上傳而造成伺

服器容量不足的問題進行改善。實驗的結果呈

現多媒體檔案都能被分配各個節點，而且能有

效地將影音多媒體播放完成。更重要的是一般

使用者可以透過行動設備或電腦隨時播放平

台上的影音，並不需要繁雜的下載及安裝即可

立即播放所選擇的影音，達成更多元化的使用

方式。 

雖然主節點進行子節點的檔案與網路分流

而造成檔案與網路分配不均的情況，因此，在

未來相關研究方面，將朝向資源分配的做進一

步的探討，期許能夠改善檔案與網路流量分配

不均的情況，進而達到更好的可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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