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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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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发展背景

• 全球信息化发展已步入大数据时代
 150亿个设备连接到互联网
 全球每秒钟发送 290万封电子邮件
 每天有 2.88 万小时视频上传到Youtube
 Facebook 每日评论达32亿条，每天上传照片

近3亿张，每月处理数据总量约130万TB
 2011年全球产生数据量1.8ZB，预计2020年

将增长到35ZB
• 大数据正迅速成为最值得关注的IT领域之一

 2011年6月底，IBM、麦肯锡等众多国外机构
发布“大数据”相关研究报告

 2012年3月美国政府启动“大数据研究和发展
计划”

 2012年7月，联合国发布《大数据促发展：挑
战和机遇》白皮书

 2013年中国计算机学会发布《中国大数据技
术与产业发展白皮书（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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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C全球数据量预测（ 1ZB = 1百万PB = 10亿TB）

Google网站 Big data关键词搜索及新闻引用量



大数据是如何产生的

• 存储介质的成本降低，使得存储海量数据成为可能
• 智能移动设备、传感器等的普及，使得能够收集到的

传感器等情境数据呈指数级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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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来源

• 海量交易数据
ERP、数据仓库、在线交易处理（OLTP）
传统的关系数据以及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信息
云计算平台的企业数据

• 海量交互数据
社交媒体数据、Web 文本和点击流数据
设备和传感器信息、GPS 和地理定位映射数据
电子邮件、呼叫记录
海量图像文件
科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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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locity高实时性

理解大数据

• 大数据的4V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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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数据量巨大 Variety数据类型多

Value价值密度低

1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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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Volume(数据量巨大)

• 非结构化数据大量产生和增长
• PB是大数据层次的临界点
KB->MB->GB->TB->PB->EB->ZB->YB->NB->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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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秒能产生多少数据？



文本数据

大数据——Variety(数据类型多)

• 数据形式的多样: 
结构化数据 ，数据间有很强的因果关系
半结构化数据，数据间因果关系较弱
非结构化数据， 数据间无因果关系

• 数据来源的多样性：
– 不同的应用系统
– 各种设备
– 互联网
–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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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数据

图像数据

音频数据

地理位置信息



大数据——Velocity(高实时性)

• 大数据与海量数据的一个重要区别：
大数据不但数据尺寸大，而且对数据处理的响应速度有

有着更高的要求
传统的以周、天、小时为单位的运算处理周期，下降到

以分钟，秒为单位
处理速度是大数据高价值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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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Velocity(高实时性)

• 1秒定律：对于大数据应用而言，必须要在1秒钟内形成答案
，否则这些结果可能就是过时的、没有意义的。

11

在百度输入关键字：
“汽车维修”、“挖掘机 学习”

某在线电影网站

某IT业界资讯网站

例如用户在合肥某台PC上，打开百度输入关键字片刻之后，再打开其它网站，就
会看到相关的广告，并且所推荐的是地理位置信息相关的（合肥、安徽）



大数据——Value(价值巨大但价值密度低)

• 挖掘大数据中的价值类似沙里淘金
以视频为例，连续不间断的监控过程中，可能有用的数据

仅仅有一两秒钟

12



理解大数据

• 大数据的4V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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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量大
(Volume)

数据种类多样
(Variety)

实时性强
(Velocity)

流式处理Streams
实时处理Real Time
批处理Batch

结构化Structured
非结构化Unstructured
半结构化Semi-structured

TB (2^30KB)
PB (2^40KB)
ZB (2^60KB)

Value

数据价值巨大



大数据关键技术



大数据涉及的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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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量数据的收集与存储
分布式，并发收集存储
负载均衡，安全可靠性…….

 数据收集: 
 系统日志采集：

 Hadoop的Chukwa
 Cloudera的Flume
 Facebook的Scribe……

 网络数据采集
 网站公开API
 网络爬虫从网页抽取信息

 数据存储
 传统关系型数据：Oracle, DB2
 NoSQL: MongoDB, HBase
 并行存储：Hadoop的 Hive, Impala



大数据涉及的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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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量数据的收集与存储
分布式，并发收集存储
负载均衡，安全可靠性…….

流处理
批处理

海量数据的
分析与处理

 流处理：数据到来立即返回结
 Twitter的Storm
 Yahoo的S4
 LinkedIn的Kafka

 批处理：数据先存储后
 MapReduce模型框架



大数据涉及的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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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量数据的收集与存储
分布式，并发收集存储
负载均衡，安全可靠性…….

流处理
批处理

海量数据的
分析与处理

数据挖掘、机器学习
……

知识挖掘

 知识挖掘：大数据处理流程核心，大数据价值生成
 技术：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统计学等
 挑战：算法实时性，可扩展性，并行实现



大数据涉及的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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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挖掘、机器学习
……

知识挖掘

海量数据的收集与存储

集群并行处理: Map/Reduce
云计算
……

海量数据的
分析与处理

知识评估，可视化，
人机交互，部署应用……

知识展示

分布式，并发收集存储
负载均衡，安全可靠性…….



大数据涉及的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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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挖掘、机器学习
……

知识挖掘

数据挖掘是大数据处理流程的核心，
是使大数据产生价值的关键步骤



大数据时代的机遇

越多越精确的数据源
越能无限逼近事实和真相

越能获得更深邃的智慧和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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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的思维变革

• 大数据运用的递进层次

描述——预测——解决方案

一切皆可测：

提供更多描述性的量
化信息

一切皆可连：

不同的数据存在内在
联系

一切皆可试：

快速试错，反复尝试最优
策略定量思维

相关思维

实验思维



大数据的应用

• 大数据在各行各业都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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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
行业

金融
服务

食品
安全

医疗
卫生

军事

交通
环保

电子
商务

气象



2011年开始一些大数据产品已经推出，部分
行业也有大数据应用案例的产生。

2012年中国大数据市场规模将达到4.7亿元

2013年大数据市场将迎来增速为138.3%的
飞跃，到2016年，整个市场规模逼近百亿。

近年来大数据发展趋势

2012年各行业大数据市场规模

2012年政府、互联网、电信、金融的大数据
市场规模较大，四个行业将占据一半市场份额

由于各个行业都存在大数据应用需求，潜在市
场空间非常可观。

数据是2012年4月份的统计结果，仅供参考

大数据应用现状



美国政府启动“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 IBM欲三年投资145亿美元布局大数据研究

从Amazon到Facebook，大数据技术能
够为公司创造价值

大数据技术扩展到移动车联网等领域

投资大数据



大数据将引发政府、公共事业、制造业、流通等领域的全面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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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医疗服务业
每年创造价值3000亿美元
大约0.7%的年增速

欧洲公共管理部门
每年创造价值2500亿欧元
大约0.5%的年增速

全球个人位置服务
服务商收入至少1000亿美元
最终用户价值高达7000亿美元

美国零售业业
净利润增长可能达到60%以上
0.5%~1.0%的年增速

制造业
产品开发、组装成本降低50%
运营资本降低7%

大数据带来的市场变革



大数据之于物联网

• 物联网的三个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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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感知 可靠传输 智能处理

感知 传输 智能

利用RFID、传感器、二维码等
能够随时随地采集物体的动态

信息。

通过网络将感知的各种
信息进行实时传送。

利用计算机技术，及时地对海量的
数据进行信息控制，真正达到了
人与物的沟通、物与物的沟通。



大数据之于物联网： RFID应用

• 供应链管理：
货物智能追踪
货物智能调配
智能化物流配送
智慧供应链

• 数据挖掘
用户，地区个性化产品预测？
供应链预测？
智慧供应链与智慧生产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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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之于物联网： 传感器应用

• 个人健康与管理
通过人身上安装的传感器对人体健康进行监控，一旦发现

异常情况进行警报。
智能手环，N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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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之于互联网：传感器应用

• 个人健康与健身管理
Nike+智能运动鞋

通过嵌入鞋内的感知设备收集跑步数据；

通过Ipod接收、存储并转发数据

Nike+网站分享、分析挖掘跑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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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Box360 Kinect
 利用3D体感摄像技术捕捉玩家动作

 通过相应游戏软件达到健身目的



大数据之于物联网：数据挖掘应用

• 利用RFID数据探究鼹形鼠的行为模式
分析动物行为
研究人体病例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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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BigQuery服务：将企业数据分析能力商品

化，成为收费线上服务

 统计机器翻译：由库存句式基于统计规律翻

译，而不是只通过语法规则和词库进行翻译

 Spanner：地球上最大的单一数据库，既具有

全球性又能保持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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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tter 利用大数据技术，预测猪流感等流行性疾病爆发。

 研究人员收集超过5000万条基于地理位置的twitter消息，然后按区域

与英国国家卫生服务部的官方禽流感数据进行了比较。通过从数据库

中找出与禽流感相关的关键词，Lampos能够创造出一个将未来

twitter消息中流感发病情况的关键词转化为某一特定地区流感严重程

度的模型

互联网公司在大数据应用前沿



互联网公司在大数据应用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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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经济资产类别，就像货币或黄金一样

亚马逊一直通过大数据分析，尝试定
位客户和和获取客户反馈。亚马逊
CTO Werner Vogels:“在此过程中，
你会发现数据越大，结果越好。”

数据魔方服务
通过这一服务，商家可以了解淘宝平台上的行业宏观情况、自己品牌
的市场状况、消费者行为情况等，并可以据此作出经营决策。

百度大脑
百度大脑最大价值在于帮助用户利用大数据
做好预测工作，百度从为用户提供搜索结果
的搜索引擎开始转变为向用户提供全方位解
决方案的人工智能



案例：迪士尼MagicBand手环

• 迪士尼世界
占地109平方公里
每年吸引游客近2000万人次

预订

购物

餐饮

住宿

定位 排队

……

对运营部门的巨大压力



案例：迪士尼MagicBand手环

• MagicBand手环
位置采集和定位
订餐和支付
门票和酒店房卡
信息反馈

• 迪士尼公司
投资10亿美元进行线下顾客跟踪和数据采集
通过定位系统了解不同区域游客的分布情况

• 效果
疏导园内的人流
快速支付
提升游客体验
精准营销



案例：余额宝与大数据

• 余额宝
总资产5742亿元（世界第4大货币基金）
客户超过1亿人（世界客户最多的货币基金）
总收益118亿元（截至2014年6月30日）

流动性风险 期限错配风险
• 节假日挤兑 • 投资配置不均衡



案例：余额宝与大数据

• 风险规避措施
支付宝十年积累的大数据（优质交易和消费数据）
阿里巴巴自有Hadoop平台（5000台服务器）

• 实施成效
流动性需求预测偏离率不超过5%
基于大数据实现快速期限匹配
海量用户下良好的扩展性和稳定性

• 大数据支撑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

百度金融



• 三个问题：
解决生产和销售的不平衡问题
把400家办事处、30个配送中心构建成一个整体的动态网

络
把退货、残次品等问题与生产基地实时连接起来

• 收集大数据
图片数据每天100G （业务员需要每天拿相机拍摄水的摆

放位置、高度如何等。。。）
高速公路收费、道路等级
天气、季节性变化
配送中心辐射半径
不同市场的售价、不同渠道的费用
各地的人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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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农夫山泉用大数据卖矿泉水



• 大数据给农夫山泉带来的效益
同等数据量的计算速度从过去的24小时缩短到了0.67秒
30%-40%的年增长率
2012年市场份额提升至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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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夫山泉 34.8%

康师傅 16.1%

娃哈哈 14.3%

冰露 4.7%

其它 30.1%

案例：农夫山泉用大数据卖矿泉水



案例：阿迪达斯的“黄金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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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十分丰富，经销商进货选择难

产品卖的不好，库存问题很严重

何
去
何
从
？



案例：阿迪达斯的“黄金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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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数据
外部环境数据
消费者调研
产品数据

二线城市的消费者对
品牌和时尚更为敏感

在低线城市，消费者更关注
产品的价值与功能

在某辖区，普通跑步鞋比添加
了减震设备的跑鞋更好卖；比
起红色，当地消费者更偏爱蓝
色

同为一线城市，北京和上海消
费趋势不同，气候是主要的原
因

重点投放采用前沿科技
的产品、运动经典系列
的服装以及设计师合作
产品系列

推荐诸如纯棉制
品这样高性价比
的产品

数据收集

数据分析

阿迪达斯从“批发型”公司
转为“零售驱动型”公司



数据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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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

在线娱乐

智能移动设备

信用卡交易

矿山(数据)

…



数据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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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挖掘系统



数据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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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挖掘

• 数据挖掘(Data Mining，DM)是指从大量不完全的、
有噪声的、模糊的、随机的数据中，提取隐含在其中
的、有用的信息和知识的过程。

• 其结果的表现形式为概念(Concepts)、规则(Rules)
、模式(Patterns)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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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数据) 挖掘工具(数据挖掘) 金子(知识)



数据挖掘流程

数据选择和清洗 数据预处理

数据转换

数据模式发现

知识解释



Data Mining: Confluence of Multiple 
Disciplines  数据挖据: 多学科交叉

?

20x20 ~ 2^400 ≈ 10^120 patterns

统计学

机器学习

模式识别

数据库技术

优化技术

可视化



Tid Refund Marital 
Status 

Taxable 
Income Cheat 

1 Yes Single 125K No 

2 No Married 100K No 

3 No Single 70K No 

4 Yes Married 120K No 

5 No Divorced 95K Yes 

6 No Married 60K No 

7 Yes Divorced 220K No 

8 No Single 85K Yes 

9 No Married 75K No 

10 No Single 90K Yes 

11 No Married 60K No 

12 Yes Divorced 220K No 

13 No Single 85K Yes 

14 No Married 75K No 

15 No Single 90K Yes 
10 

 

Milk

Data

Data Mining Tasks 数据挖掘任务

聚类

关联

预测

异常检测



No

No
No

No

No

No

No
Yes

No
Yes

No

No

分类



Support Vector Machines支持向量机 (SVMs)

• Find a linear hyperplane (decision boundary) 
that separates the data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SVMs)

• One Possible Solution

B1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SVMs)

• Another possible solution

B2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SVMs)

• Other possible solutions

B2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SVMs)

• Which one is better: B1 or B2 ?
• How do you define better ?

B1

B2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SVMs)

• Find hyperplane maximizes the margin => B1 is 
better than B2

B1

B2

b11

b12

b21
b22

margin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SVMs)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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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Vector Machines (SVMs)

• We want to maximize:

 Which is equivalent to minimizing:

 But subjected to the following constraints:

 This is a constrained optimization problem
Numerical approaches to solve it 

(e.g., quadratic progra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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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group will be similar (or related) to one another and 
different from (or unrelated to) the objects in other 
groups

Inter-cluster 
distances are 
maximized

Intra-cluster 
distances are 

minimized

Clustering 聚类

最小化簇内距离

最大化簇间距离



Association Analysis 关联分析

• Given a set of records each of which contain some 
number of items from a given collection
Produce dependency rules which will predict occurrence of 

an item based on occurrences of other items.

TID Items

1 Bread, Coke, Milk
2 Beer, Bread
3 Beer, Coke, Diaper, Milk
4 Beer, Bread, Diaper, Milk
5 Coke, Diaper, Milk

Rules Discovered:
{Milk} --> {Coke}
{Diaper, Milk} --> {Beer}



Association Analysis: Applications
• Market-basket analysis 购物篮分析
Rules are used for sales promotion, shelf management, and 

inventory management

• Telecommunication alarm diagnosis 电信警报诊断
Rules are used to find combination of alarms that occur 

together frequently in the same time period

• Financial Fraud Indicators 金融欺诈预警
Rules are used to find combination of events and 

observations associated with certain financial fraud



Deviation/Anomaly Detection
异常检测

• Detect significant deviations 
from normal behavior 检测对
正常行为的显著偏离

• Applications:
Credit Card Fraud Detection 信

用卡欺诈检测
Network Intrusion 

Detection 网络入侵检测



社交网络挖掘
• 在网络（尤其是大规模网络）中自动发现社团



社交网络挖掘

 结点影响力（权威度）的评估

62

最有影响
力用户



Data Mining : Challenges

• Scalability 伸缩性

• Dimensionality 维度灾难

• Complex and Heterogeneous Data 复杂和异质数据

• Data Quality 数据质量

• Data Ownership and Distribution 数据所有权及分布

• Privacy Preservation 隐私保护

• Streaming Data 数据流

• Data from Multi-Sources 多来源数据



Types of data sets数据类型

• Record
 Data Matrix
 Document Data
 Transaction Data

• Graph
 World Wide Web
 Molecular Structures

• Ordered
 Spatial Data
 Temporal Data
 Sequential Data
 Genetic Sequence Data



Ordered Data

• Spatio-Temporal Data

Average Monthly 
Temperature of 
land and ocean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Structured Data

 Dimensionality
 Curse of Dimensionality

 Sparsity
 Only presence counts

 Resolution
 Patterns depend on the scale 



数据挖掘的一些挑战性问题



超高维分类问题 (数
百万或数十亿的特征
如生物信息数据)

超高速的数据流
连续，在线处理

如：如何监控网络信
息包来检测入侵？

传感器网络数据

1. 高维数据和高速数据流挖掘



• 聚类、分类和预测趋
势？

• 用来预测的时间序列
数据会有噪声数据干
扰
如何进行准确的短期和长

期预测
信号处理技术引入的延迟

会减少准确性
关键源筛选、领域知识规

则、优化方法

Real time series data obtained from
Wireless sensors in Hong Kong UST
CS department hallway

2.有序的和时间序列数据



• 图挖掘
• 不是独立对等分布的数据

 对象间不互相独立而且不是同一种类型
 挖掘对象间广泛的关系结构
 如：环状链接的网页，社会网络，细胞的新陈代谢网络

• 结合数据挖掘和知识推理
 最大的缺口:无法建立挖掘出的结果同被其影响的现实决策之间的关系,所

能做的就是把挖掘结果返回给用户

• 知识兴趣度的研究
Citation (Paper 2)

Author (Paper1)Title

Conference Name

3.从复杂数据中挖掘复杂知识



• 社会网络
 电子邮件,网页,博客,引用和人之

间相连的数据
 静态和动态的结构化行为

• 计算机网络的挖掘
 检测异常 (如:由于DoS (Denial 

of Service)攻击造成的突然的网
络阻塞)

 需要处理大规模的以太网链接
(a) 检测 (b) 跟踪(c ) 丢弃信息包

4.网络结构中的数据挖掘



5.移动计算环境下的数据挖掘

• 移动计算环境下数据挖掘技术的发展方向
面向用户：对信息的处理应该尽量符合人的感知和认

知过程，实现“大众化的数据挖掘系统”
构建人性化的人机交互方式：在移动环境下，交互式

数据挖掘环境必须不仅能够让用户从多个角度观察数
据和模式，也能够让用户从多个角度来观察数据任务
执行情况

可以处理动态数据的主动式数据挖掘系统：在移动环
境下，可以采用推送技术，变被动式系统为主动式系
统



• 新的状况产生新的
问题

• 特别的大规模问题
生物数据挖掘,如HIV疫

苗设计
DNA,化学属性,3D结构,

功能属性需要融合

6.生物信息的数据挖掘



7. 挖掘结果的可视化显示
One Picture May Worth 1000 Words!

• Visual Data Mining
Visualization of data

Visualization of data mining results

Visualization of data mining processes

 Interactive data mining: visual classification

• One melody may worth 1000 words too!
Audio data mining: turn data into music and melody! 

Uses audio signals to indicate the patterns of data or 
the features of data mining results



Visualization of Data Mining Processes by 
Clemen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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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ization of data mining results in SAS 
Enterprise Miner: scatter pl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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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ization of association rules in 
MineSet 3.0



• 如何在数据挖掘中保
护用户的隐私？

• 如何在数据挖掘中保
护安全性

• 知识完整性评估
 为了隐私和安全，数据被

有意修改，让获取人得到
不完整信息

 制定度量标准来评估数据
和模式的知识完整性

Headlines (Nov 21 2005)
Senate Panel Approves Data Security 
Bill - The 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 on 
Thursday passed legislation designed to 
protect consumers against data security 
failures by, among other things, requiring 
companies to notify consumers when their 
personal information has been 
compromised. While several other 
committees in both the House and Senate 
have their own versions of data security 
legislation, S. 1789 breaks new ground by 
including provisions permitting consumers 
to access their personal files …

8.安全、隐私和数据完整性



• 有的数据库高度
不稳定

• 有很多成本和获
益的信息，但是
没有一个全面的
模型来描述盈利
和亏本

• 数据可能包含样
本带入的倾向性

9.处理非静态、不稳定和成本敏感的数据

• 每项检测需要花费
• 数据是不稳定的
• 数据随着时间改变

temperature

pressure blood test

cardiogram

essay

39oc

? ? ?

?



Conclusions
• Data mining—A promising research frontier

• Data mining research has been striding forward 
greatly in the last decade

• However, data mining, as an industry, has not 
been flying as high as expected

• Much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exploration are 
needed
 Web mining

 Towards integrated data mining environments and tools

 Towards intelligent, efficient, and scalable data min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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