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Spark实现的MLSQL
如何帮助企业构建数据中台

MLSQL Stack 系列列



分享内容

• 如何扩展Spark SQL使其成为
⼀一个数据/AI语⾔言


• 实现对各种数据源譬如
HDFS/ES/MySQL/MongoDB
等细化到列列的权限控制


• 构建⼆二层RPC通讯强化对
Executor的控制，实现对机
器器学习更更好的⽀支持。


• 兼容多版本Spark经验


• 如何避免机器器学习中预测阶
段⽆无法复⽤用训练时的代码和
数据


• Delta 相关

Stage1：数据中台和架构 Stage2: MLSQL Stack

• MLSQL Stack 架构


• 多租户


• 权限


• 弹性资源


• 多数据源⽀支持


• python/java/scala 动态⽀支持


• ⼯工程化与语法糖


• 扩展接⼝口


• 流⽀支持、机器器学习⽀支持


• ⽇日志回显，表缓存,爬⾍虫…

• 数据中台定义


• 数据中台架构


• 数据中台职责


Stage3: 核⼼心技术点解析



Stage1: 数据中台和架构



数据中台定义

1. 数据中台整合⼀一切内外数据（联
邦数仓）


2. 数据中台整合⼀一切内外服务（转
化⼀一切为资源）


3. 数据中台是可编程的（数据处
理理，机器器学习，分析统计）


4. 数据中台不不仅仅与⼈人交互，还可
以和程序交互



API Service

数据中台的架构

Batch/Stream/Train/OLAP

Hadoop K8s

MLSQL Engine/Cluster/Console

MLSQL Stack

API Web Console应⽤用 ⼈人

model and mature data

raw data and compute



（MLSQL）数据中台的⼤大饼

• 报表平台


• ⾃自由的探索数据（OLAP）


• 复⽤用企业现有资产（组合⼀一切现有接⼝口完成新的业务逻辑）


• 所写即所得（⽆无需资源申请，编译，上传等）


• 完整算法Pipline（实现数据获取，处理理，特征化，训练，部署API全套）


• 所有成果易易于发布（部署成API,注册成函数供流，批使⽤用）


• 研发，算法，分析师，产品，运营等⼈人群的数据⼯工作台



Stage2: MLSQL Stack 介绍



Console 简介（⼀一）



Console 简介（⼆二）



MLSQL 初体验（爬取图⽚片）



MLSQL Stack项⽬目

• 开发时间 >= 3年年


• 完全开源，Apache-2.0协议


• 17名contributor， Start数> 900 && Fork > 300


• 最新Release 1.2.0, 六⽉月份准备Release 1.3.0


• > 2400 Commits  && > 700 PRs


• 很多公司已经应⽤用于⽣生产中，不不少⼤大公司也在调研中



MLSQL Stack架构

基础组件：


1. 脚本中⼼心

2. ⽤用户中⼼心

3. 权限中⼼心

4. 多实例例管理理和路路由

5. Engine Driver

6. Engine Executor

7. 数据源仓库

8. 脚本商店

9. 敬请期待



MLSQL Stack⼯工作原理理

• 利利⽤用MLSQL Console，⽤用户编写MLSQL脚本


• 脚本会被Cluster发送到最优的Engine执⾏行行


• Engine返回结果给⽤用户



多租户

• 表、变量量隔离（⽀支持session/request两种模式）


• HDFS隔离、管理理（主⽬目录）


• ⾃自主任务管理理



权限

• ⽀支持MLSQL所有⽀支持的数据源


• ⽀支持不不同操作类型，粒度为库，表，列列


• ⽀支持⽤用户⾃自定义权限逻辑


• 完整⽤用户，团队，⻆角⾊色，表概念


• 后⾯面我们详细讨论权限的设计



扁平的团队管理理设计（1）
• 创建Team

• 创建Role

• 邀请Member
• 设置⻆角⾊色



扁平的团队管理理设计（2）

• 添加Engine

• 设置Role 的Engine

• 设置当前Console默认Engine



弹性资源

• MLSQL Stack ⽀支持Mesos/Yarn/K8s/Local/Standalone多
种模式


• MLSQL Stack ⽀支持多Engine实例例管理理（增加删以及路路由策
略略）


• 单个Engine实例例可动态调整资源(Yarn/K8s/Mesos)



弹性资源（2）

实例例数量量运⾏行行时调整 实例例运⾏行行时调整

MLSQL  
Engine

Cluster

MLSQL  
Engine

运⾏行行时资源控制指令

!resource add 10c;
!resource remove 10c;
!resource set 40c;



多数据源⽀支持

• 各种⽀支持JDBC协议的数据库，Oracle,MySQL等


• 各种有Spark原⽣生适配数据库，⽐比如ES, Solr,MongoDB等


• HDFS各种格式类型,⽐比如Parquet,CSV,Excel等等


• directQuery⽀支持（同样⽀支持到列列权限），让联邦数仓更更⾼高
效


• Delta/Rate



多语⾔言UDF⽀支持

• Python/Scala/Java 三种
语⾔言


• ⽆无需编译部署



项⽬目化⽀支持

⽀支持脚本互相包含

⽀支持脚本封装



良好的扩展性

• ⽤用户可⾃自定义数据源、权限


• ⽤用户可⾃自定义ET模块，并且可以封装成命令


• ⽤用户可扩展UDF⽀支持的语⾔言种类



命令⾏行行⽀支持



流/机器器学习

• 都是MLSQL语法


• 流批基本⽆无差别


• 机器器学习⽀支持Python框架集成，⽀支持Spark内置算法，⽀支持
外部算法框架如BigDL等


• ⽀支持⽆无编码实现预测API部署（后续探讨实现细节）



Stage3: 核⼼心技术点解析



如何扩展Spark SQL使其成为⼀一个数据/
AI语⾔言

• 脚本化（⼀一切都通过表来连接）


• 使⽤用load/save简化如insert into
操作


• 新增train/predict/register 机器器
学习相关语法


• include/! 实现脚本复⽤用 （!hdfs 
-ls /tmp）


• ⽀支持python/scala/java UDF 以
及Python脚本



MLSQL解析流程

• Antlrv4 做语法解析


• 预处理理器器（包括include展开，
变量量⽣生成，宏展开,语法检查）


• 权限检查（编译时权限）


• 物理理执⾏行行（翻译成Spark代码，
运⾏行行时权限校验）



中台安全

• 中台暴暴露露⼀一切数据


• 中台暴暴露露⼀一切服务


• 中台暴暴露露⼀一切计算

如何保证安全



MLSQL Stack 
⽀支持所有数据源到列列级别权限



中台安全（2）

不不⽤用运⾏行行我就知道你有没有访问⾮非授权表

运⾏行行的时候，我知道你有没有访问⾮非授权的列列

运⾏行行的时候，我直接让没有授权的列列消失

⼀一切资源都是表



中台安全（3）

MLSQL Source 
Code

PrProcess

Auth

Parse

Parse

Table extract

Compile Time

Load Rewrite

Execute Time

Parse

Dataframe/SQL 
code

Spark Session 
Execute

Auth

Select columns 
Extract

output

ET Auth



中台安全（4）

Table extract

Load Rewrite

Select columns 
Extract

ET Auth

MLSQL语法解析时提取脚本⾥里里所有表

加载数据源后，动态改写字段

通过Spark Analyzer 解析表与字段对应关系

ET模块提供权限校验机制



Example
load hive.`abc` as table1;

db:    default 
table: abc 
tableType: hive 
sourceType: hive 
operateType: load 

is not allowed to access.

load jdbc.`db_cool.abc`  as output;

db:    wow 
table: abc 
tableType: jdbc 
sourceType: mysql 
operateType: load 

is not allowed to access.



如何绕过Spark更更好的控制Executor

• 场景：某个Executor加载了了模
型，该模型⻓长时间不不被使⽤用，
如何释放？


• 函数不不确定在哪个executor运
⾏行行，如何确保executor环境可
⽤用？


• 算法⽆无法使⽤用HDFS,如何确模
型被分发到每个Executor？



如何绕过Spark更更好的控制Executor(⼆二)

不不修改Spark源码的情况下，实现Driver对Executor的直接操控 
⽽而不不是依赖不不确定的Task



如何绕过Spark更更好的控制Executor(三)

在Exeuctor嵌⼊入代
码

如何连接Driver

Spark提供了了MetricSink机制， 
可以在Executor启动时执⾏行行启动代码

解析 `sun.java.command`获得driver地址
通过properties 获得driver 端⼝口



模块+Profile

MLSQL如何⽀支持兼容多版本Spark

依赖于Spark的代码放到不不同的⼦子模块

根据Spark版本不不同产⽣生多个MLSQL 发⾏行行版



扩展代码放到 
相同的包名下

突破Scala可视限制

MLSQL如何⽀支持兼容多版本Spark



反射尽量量使⽤用Scala反射机制

MLSQL如何⽀支持兼容多版本Spark



⼤大家受够了了研发和算法的协作么？

It’s	really	sad	for	developer	who	knows	Scala	well	to	convert	Python	code	to	Scala

It’s	really	sad	for	Algorithm	Engineer	to	teach	developer	to	do	converting.

One Week?
It’s	really	sad	for	people	develop	new	API	everytime	when	new	model	are	created

It’s	really	sad	for	people	deployment	take	them	too	much	time.	
Python	Environment	is	Complex

1-3 days?

1-3 days?



⼀一个最简单的⽂文本分类

加载数据

抽取label

转化label为递增数字

⽂文本tf/idf

随机深林林训练



结果

如何端到端部署预测服务（1）

加载数据

抽取label

转化label 
为递增数字

⽂文本tf/idf

随机深林林训练

复⽤用SQL算⼦子

convert_label_r 
函数

tfidf_predict 
函数

rf_predict 
函数

⽤用户接⼝口传⼊入

训练阶段

产出

预测SQL: 

select 
convert_label_r( 
vec_argmax( 
rf_predict( 
vec_range( 
tfidf_predict(cont
ent),array(0,1000
0)))))  
as predicted

预测阶段

注册



如何端到端部署预测服务（2）



如何端到端部署预测服务（3）

• 训练不不仅仅⽣生成模型，还⽣生成使⽤用模型的函数


• 预测服务可以注册这些函数


• ⽤用户可以使⽤用select⼦子句句组合这些函数完成端到端预测


• ⽤用户待预测的数据（Json）⾃自动会被转化为表供SQL处
理理



如何端到端部署预测服务（4）

1. 算法交付了了MLSQL脚本，完成训练 
2. 研发注册函数，组合函数，完成预测交付



算法示例例

内置算法： https://www.jianshu.com/p/43d5c4ac0f9f

Python集成：https://www.jianshu.com/p/298da11cc3e1 

内置深度学习CPU框架： 
https://www.jianshu.com/p/df6fad8cee39

https://www.jianshu.com/p/43d5c4ac0f9f
https://www.jianshu.com/p/43d5c4ac0f9f


⼀一个简单的流式程序



MLSQL Stack ⼩小总结

• 统⼀一的数据和机器器学习平台


• 基于SQL的语⾔言


• 完善的权限控制


• 可扩展的组件


• 开箱即⽤用的Web Console


• 多租户管理理



Delta在MLSQL中的使⽤用（批）



Delta在MLSQL中的使⽤用（流）



谈谈Delta带来了了什什么

1. 表⽀支持流批共享 -> 意味着什什么？


2. 多写多读⽀支持 


3. 数据版本的⽀支持 -> 机器器学习是个实验科学，实验最重要的是很么？


4. ⼩小⽂文件的解决



MLSQL期待你的加⼊入

官⽹网地址： http://www.mlsql.tech

博客地址：  
https://www.jianshu.com/c/759bc22b9e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