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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Data: the Basic General TechnologyBig Data: the Basic General Technology

大数据已在各行业中落地应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已成为“隐身”基础通用技

术。一方面数据需要被更严密地组织与管理，才能切合各行业上层应用的需要；另

一方面大数据需要与人工智能（AI）、物联网（IoT）等技术紧密结合，才能更好地为行

业应用挖掘其自身价值。大数据与数据治理、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融合，将

促进大数据技术的普及，为行业应用的开发降低成本。

大数据；数据治理；AI；IoT

Big data has been applied in various industries, and it has become the

"invisible" basic general technology. On the one hand, the data needs to be more

closely organized and managed to meet the needs of upper-layer applications in

various industries. On the other hand, big data needs to be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nd Internet of things (IoT) to better excavate its value for

industry applications. The integration of big data and data governance, AI, and IoT will

promote the popularity of big data technology, and reduce the costs of industry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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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趋势

大数据已经成为一种通用的基础

技术。作为基础数据平台，一

方面数据需要被更严密地组织与管

理，才能切合上层应用的需要；另一

方面大数据必须与各行业紧密结合，

才能被深度挖掘出价值。

各行各业在数据组织与管理上

普遍存在数据标准不统一、数据质量

低、数据管理困难等挑战。这些挑战

一方面需要通过管理手段来解决，另

一方面也需要通过合理的技术手段

进行辅助。

大数据作为基础技术与基础平

台，必须与各个行业应用相结合，在

解决实际问题中创造价值。从行业

角度看，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可以结合

大数据构建更好的系统解决方案；从

技术角度看，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物

联网之间有较为明显的技术融合趋

势，未来这些领域将以数据为纽带，

一体化协同发展。

2 大数据治理技术的发展

趋势
大数据应用在其组织与管理上

遇到了很多困难与挑战：

（1）数据缺少业务定义，难以进

行业务分析；

（2）数据往往来自不同的系统，

缺乏统一的标准，互通受阻；

（3）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其完整

性、准确性、一致性、时效性难以保

证，分析结果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4）数据间的内在关联未能建

立，跨业务、跨领域的分析难以开展；

（5）数据使用中安全与隐私保护

不足，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风险。

大数据要真正成为企业的核心

资产，其治理是必由之路。从 2017
年伊始，大数据治理已成为产业生态

圈中的研发重点。不少企业正在积

极地开展实践，一般步骤为“建立组

织架构和规范→梳理应用需求→梳

理企业数据信息→引进大数据治理

技术平台→治理数据”，治理后的数

据成为企业资产为数据应用与数据

运营提供基础。

大数据治理的最终目标不仅仅

是为了管理数据，更是为了应用数

据。数据只有被使用不断流通，才能

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价值。因此大数

据治理不能只关注数据本身，还要面

向业务需求，根据用户所需开展治理

活动。大数据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

总体来看需要具备 6 方面的关键能

力与技术：

（1）统一元数据管理。元数据指

“所有系统、文档和流程中包含的所

有数据的语境，是生数据的知识”[1]，

统一元数据管理已成为大数据治理

的重要一环，为大数据的质量提升提

供基础，使大数据的维护管理工作更

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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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标准管理。大数据治理

要能够有序开展，必须建立统一的数

据标准，为元数据的统一、数据的集

成融合、数据的质量提升等提供依

据。

（3）大数据质量管理。数据质量

是数据应用的基础，通过大数据质量

管理工作，可以获得干净、可靠的数

据。这是大数据治理的重要目标，也

是发挥大数据价值的必要前提。

（4）主数据管理。主数据是跨系

统、跨模块、跨部门、跨地区、有高质

量要求、高时效要求、被各项业务反

复使用的基础性和敏感性数据。主

数据是业务信息系统的神经中枢，是

业务运行和决策分析的基础，也被认

为是黄金数据 [2]。通过对主数据的管

理，保证了其完整性、一致性、精确

性、及时性，这样才能更好地支撑跨

部门、跨应用的数据融合的一些应用

需要。

（5）大数据集成 [3]。大数据集成

不仅仅是将数据在物理上集中存储

起来，还要依据数据标准、统一元数

据的定义，将外部数据加工转换为业

务所需要的目标数据，建立数据之间

的内在关联。

（6）大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数

据信息化为人类生产和生活带来便

利的同时，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数据安

全与隐私威胁，大到国家安全、企业

经营，小到个人隐私，都需要从不同

的角度加强数据安全与隐私威胁。

通过大数据治理，获得及时、准

确、可靠、安全脱敏后的高质量数据，

可为大数据深入广泛的应用、企业的

数据化转型提供强有力的抓手。

3 大数据与AI协同的发展

趋势
人工智能（AI）在广义上是指任

何能够让计算机通过图灵测试的方

法和系统；而狭义上则是指通过研究

人类智能产生的方式来让电脑模拟

人的智能。

进入 21世纪，随着神经网络算法

的不断优化，面向图形处理器（GPU）
的编程接口带来了计算力的提升，这

使得可以针对结构更复杂（多层神经

元）的网络高效完成训练。传统的神

经网络也因其复杂度和层数大幅度

增加而改名为深度学习。我们可以

把深度学习理解为以数据为基础的

复杂神经网络学习系统，是传统神经

网络在数据模式驱动下的演进和发

展 [4-5]。

Google 在 2016 年将其战略从“移

动优先”转变为现在的“AI 优先”。

在移动时代，通过其知识图谱、自然

语言处理、翻译、语音识别、图像识

别、地图等相关产品积累大量的数据

和技术，为今天 Google 的 AI 优先战略

构建坚实的基础。所以，Google 本质

上是一个以数据为基础的公司，是一

个大数据公司。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互联网 /移
动互联网的发展，数据量迅速增加。

云计算和大数据的兴起，使得计算机

存储和处理数据的能力快速提升。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数据为 AI 提供

数据处理能力，而 AI 为大数据提供

应用场景。例如：当数据治理涉及跨

多个系统与业务时，往往需要借助 AI
技术以提升其处理能力，才能满足快

速激增的海量数据以及快速发展的

大数据应用需要。

大数据与 AI 相互融合，已经成为

事实。AI技术通过大数据，获取突破

性成果，而以 AI 技术为特征的大数

据应用则遍地开花，逐步渗透到各个

行业和各个领域。我们面对的是一

个以大数据应用为标志，以人工智能

技术为特征的新时代。为客户提供

融合大数据平台的 AI 解决方案是适

应当前技术发展趋势并且具备良好

的市场需求的产品。

4 大数据与IoT协同的发展

趋势
物联网本身不是新概念，在 20世

纪 90 年代就已被提出。最近，以物

联网为基础的智慧生活、智慧城市、

智慧地球等设想正在不断成为现实，

物联网成为各技术巨头竞相布局的

技术高地。

物联网广泛融合了大量的现有

技术，涉及到通信、大数据、人工智

能、数据挖掘、云计算、自动化、电

子、材料等众多领域。其最核心的特

性是连接与数据：在连接方面，物联

网拓展了传统通信网络的功能和范

围，将其延伸到更为广泛的物理世

界；在数据方面，物联网接入了种类

繁多的海量设备，极大地拓展了网络

信息数据的来源渠道。据统计，新近

全球创建、获取和复制的数据总量

中 ，20% 来 自 物 联 网 ，而 且 增 速 最

快。凭借越来越无处不在的连接、越

来越丰富的数据，物联网正成为各类

技术进步的新动力和助推器 [6]。

简单的、局部的物联网孤岛应

用，其数据类型简单、数据量小，很难

形成规模和产业效应，影响力极其有

限。而大数据存储、大数据分析、云

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数据存储和处

理技术的出现，满足了物联网的大数

据存储、智能化处理的要求，大大加

速了物联网的前进步伐，加快了物联

网孤岛应用的融合。

在存储方面，大数据拥有丰富的

分布式云存储系统，可以满足物联网

在大规模数据存储方面的要求 [7]。例

如：Hadoop 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

分布式列存储系统（HBASE）、亚马逊

S3云存储、微软 azure云存储等。

在处理方面，面对不同的应用场

景，大数据提供了不同的大规模数据

处理框架，可以实现对物联网大规模

数据的离线和实时分析，发掘物联网

大规模数据中更多潜在的价值，催生

物联网更多的应用，如：MapReduce、
Spark、Storm等。

在交换及共享方面，为解决物联

网应用碎片化、孤岛化的痛点，业界

相关标准化组织正致力于对物联网

的数据模型和业务流程进行规范化

和标准化，如：开放移动联盟（OMA）
提出的轻量级机器到机器（LWM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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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ETSI）发

起的、由多个标准化组织共同成立的

物联网国际化标组织 oneM2M 提供的

oneM2M 架构；由微软、英特尔、三星、

高通、思科等多家企业组成的开放连

接基金会（OCF）提出的物联网设备

标准等。这些架构和标准的提出，有

力促进了物联网的发展 [8]。

物联网提供了广泛海量的连接，

可以获得大规模的数据；而大数据以

及 AI 的相关技术提供了智能分析能

力，包括机器学习以及深度学习，可

以用于分类、预测、自动决策以及视

频、图像、语音的识别等。随着物联

网采集数据的增多，智能化程度的提

高，从这些数据中挖掘更多价值的需

求就更加迫切，物联网与大数据之间

的技术融合将更加紧密。

5 结束语
一个技术的成熟，只有当大众意

识不到其存在时，才算是真正成熟，

例如：历史上文字的发明、金属冶炼

的发明等。这些深刻改变人类社会

的技术，在当今社会或被“视而不

见”，或被视为如砂石一般理所当然

存在的外部环境。

随着市场应用的深入，大数据与

其他技术结合得越强，其作为基础技

术的特征也就越显著。或许在不久

的将来，大数据将“无迹可寻”，但同

时又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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