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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 本研究使用兩個雲端分析系統作為巨量資料效率分析比較之研

究，Google BigQuery與Apache Hadoop之子專案Hive，主要目的為探

討Google Dremel與Hadoop MapReduce彼此間之效率評估。 本研究藉

由前測與後測使用兩種不同類型與數量之資料集進行雲端分析平

台效率之比較。前測將會使用較小量之模擬測試資料集進行實驗

分析，Hadoop集群主要會分為兩個部分做實驗，實體主機與虛擬

機器，再與Google BigQuery資料分析效率結果作討論；而後測將使

用具有四千多萬筆資料量之模擬資料集，其足以使本研究了解一

定程度上之巨量資料在於兩平台間之效率上差異，Hadoop集群將

改為主要以虛擬機器作為實驗後測之方法，其因為可以分配不同

硬體資源量，可以讓資料分析者了解對於Hadoop在不同硬體資源

量時分析不同資料量之效率。 其中，Dremel不是用來取代MapRedu

ce，而是可以與MapReduce搭配為更好的結合即是相輔相成，如：

對巨量資料首先用 MapReduce做Sorting，之後再用Dremel做聚合查

詢。 除此之外，資料分析者可預先依據本研究之實驗分析結果為

一參考標準，在進行欲分析之資料量大小或SQL查詢語句複雜度之

評估，進而對於這兩個雲端分析系統上之運用比較可以預先有初

步之概念。對於不論是個人、學術界、中小型企業或是大型企



業，欲在某種高程度之資料量上做分析之前，先評估設備、環境

與人力……等相關成本之考量後，屆時能夠透過本論文之研究成

果，提供給建置者適合的資料分析平台決策建議。 

摘要(英) Two cloud computing systems are presented as comparative study of efficie

ncy analysis of big data platforms, Apache Hadoop Hive and Google BigQu

ery. The aim is to discover and evaluate the efficiency between Google Dre

mel and Hadoop MapReduce. Two different type of datasets are employed 

on the pre-test and the post-test to conduct the evaluation of comparison an

d analysis of the cloud computing systems. A small sample dataset is applie

d to the pre-test and there are two testing environments for the Hadoop clus

ters, PCs and virtual machines, comparing the efficiency of data analysis wi

th Google BigQuery. As for the post-test, bigger sample dataset is applied. 

The Hadoop clusters are only testing on virtual machines to be able to adjus

t resource allocation to compare the efficiency of data analysis with Google 

BigQuery. Dremel is not a replacement for MapReduce but complementary. 

Big data can be sorted by MapReduce first, then doing aggregation query pr

ocessing by Dremel, for instanc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be referred by data analysts as the criteria reference. For data analysts, obtai

n the initial concept of the performance efficiency review of these two clou

d computing systems before measuring the need for the data volu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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