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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要从大数据的概念着手，对比分析了国内外大数据研究和应用现状，重点分析比较当前大数据主流

处理工具的优缺点，并深入归纳总结了基于数据存储的大数据处理技术、基于数据挖掘的大数据处理技术、基于

查询的大数据处理技术的优缺点和适用场景。最后，在前面比较和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了大数据研究和发展的方

向，为大数据的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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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status of big data home and abroad，from
the concept of big data，laying special stress on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current main processing tools of big data，focusing o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summarizing the advantages，disadvantages and applicable scenario of big data processing 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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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大数据几乎是无人不晓，但大数据这个概念并不是近

几年才有的，早在 1980 年，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便在

《第三次浪潮》一书中，将大数据热情地赞颂为“第三次浪潮的

华彩乐章”。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已经有一些专家学者谈到

了海量数据的加工和管理，但是由于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

限制大数据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它蕴藏的巨大信息资源也暂

时隐藏了起来。随着云计算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应用越来越

广泛，以微博和博客为代表的新型社交网络的出现和快速发

展，以及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为代表的新型移动设备的出现，

计算机应用产生的数据量呈现了爆炸性增长的趋势。2012 年

末出版的《大数据时代》的作者英国牛津大学网络学院互联网

研究所治理与监管专业教授维克托·尔耶·舍恩伯格在书的

引言中说，大数据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以及理解世界的方式，

而更多的改变正蓄势待发。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成功竞选及连

任的背后都有大数据挖掘的支撑，美国政府认为，大数据是

“未来的新石油”，并将对大数据的研究上升为国家意志，这对

未来的科技与经济发展必将带来深远影响［1］。如今，大数据

已成为一项业务上优先考虑的工作任务，因为它能够对全球整

合经济时代的商务产生深远的影响。大数据的应用范围如此

广泛，与大数据相关的很多问题都引起了专家和学者的重视。
大数据最基本的问题———大数据的定义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

的定论，但大数据作为一种基础性资源需要被处理才能显现其

潜在的价值，那么如何更好地处理大数据这种基础性资源就显

得特别重要，因为这些问题都关系到大数据核心价值的体现。
为此，本文从大数据若干个版本的概念出发，调查分析了大数

据的研究和应用现状，重点分析了当前主流的大数据处理工具

和技术，最后预测了大数据未来的几个研究和发展方向。

1 大数据的概念

大数据本身就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提及大数据很多人也

只能从数据量上去感知大数据的规模，如: 百度每天大约要处

理几十 PB 的数据; Facebook 每天生成 300 TB 以上的日志数

据; 据著名咨询公司 IDC 的统计，2011 年全球被创建和复制的

数据总量为 1． 8 ZB( 1021 ) ，但仅仅是数据量并不能区分大数据

与传统的海量数据的区别。在 2008 年《Science》杂志出版的

专刊中，大数据被定义为“代表着人类认知过程的进步，数据

集的规模是无法在可容忍的时间内用目前的技术、方法和理论

去获取、管理、处理的数据”［2］。比较有影响力的 Gartner 公司

也给出了大数据的定义［3］，大数据是高容量、高生成速率、种

类繁多的信息价值，同时需要新的处理形式去确保判断的作

出、洞察力的发现和处理的优化。这种定义不仅是数据规模

大，更重要的是如何从这些动态快速生成的数据流或数据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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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有用的具有时效性价值的信息，但是这些数据类型众多，

结构化、半结构化、非结构化的数据对已有的数据处理模式带

来了巨大的挑战，其中也体现了大数据在 3V 基础上发展的 4V
定义。4V 定义即 volume，variety，velocity，value，关于第 4 个 V
的说法并不统一，国际数据公司(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IDC) 认为大数据还应当具有价值性( value) ［4］，大数据的价值

往往呈现出稀疏性的特点; 而 IBM 认为大数据必然具有真实

性( veracity) ［5］，这样有利于建立一种信任机制，有利于领导者

的决策。百度百科对大数据的定义是: 大数据( big data) ，或称

巨量资料，指的是所涉及的资料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透过目前主

流软件工具，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撷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帮

助企业经营决策更积极目的的资讯。大数据的科学家 Ｒauser
提到一个简单的定义: 大数据就是超过了任何一个计算机处理

能力的庞大数据量。

2 大数据的研究与应用现状

虽然大数据的概念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但这对于大数据

的研究而言并不是最重要的，如何使用大数据才是关键。研究

大数据其实也就是为了更好地应用大数据，所以国内外对大数

据的研究与应用都相当重视。事实上，大数据的研究与应用已

经在互联网、商业智能、咨询与服务以及医疗服务、零售业、金
融业、通信等行业显现，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价值和产业空间。
来自麦肯锡 2012 年大数据报告中的一组数据显示，大数据产

业为美国医疗系统带来每年 3000 亿美元的收益; 为欧洲公共

管理部门带来 2500 亿欧元的收益; 为零售业增加 60% 的净利

润; 为制造业减少 50% 的产品研发等成本。而 Canner 认为，

2015 年超过 85%的财富 500 强企业将在大数据竞争中失去优

势［6］。据市场调研机构 IDC 预测，大数据技术与服务市场将

从 2010 年的 32 亿美元攀升到 2015 年的 169 亿美元，实现

40%的年增长率( IT 与通信产业增长率的 7 倍) ［7］。从上面的

统计数据很容易看出大数据的应用之广，价值之大。
国外的大数据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如何进行大数据存储、

处理、分析以及管理的技术及软件应用上。在学术界，《Na-
ture》早在 2008 年就推出了“big data”专刊，从互联网技术、超
级计算、生物医学等方面来专门探讨对大数据的研究。2012
年 3 月，美国公布了旨在提高和改进人们从海量信息数据中获

取信息能力的“大数据研发计划”［1］。2012 年 4 月欧洲信息学

与数学研究协会会刊《EＲCIM News》出版专刊“big data”［8］，讨

论了大数据时代的数据管理、数据密集型研究的创新技术等问

题。2012 年 7 月，日本推出“新 ICT 战略研究计划”，其中重点

关注大数据应用，将大数据定位为战略领域之一。在具体的实

际应用方面，大数据也显现出了它的价值所在。文献［9］中，

谷歌公司通过对人们在网上检索的词条与疾病中心的数据进

行分析处理，有效及时地判断出了流感的传播来源，为公共卫

生机构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这是来自 2009 年《Science》杂志

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乔布斯通过大数据辅助癌症治疗，丹麦癌

症协会通过大数据研究手机是否致癌等。美国最大的西奈山

医疗中心( Mount Sinai Meddical Center) 使用来自大数据创业

公司 Ayasdi 的技术分析大肠杆菌的全部基因序列，包括超过

100 万个 DNA 变体，来了解为什么菌株会对抗生素产生抗药

性。Ayasdi 的技术使用了一种全新的数学研究方法———拓扑

数据分析( topological data analysis) 来了解数据的特征。医疗

行业的大数据不仅量大，而且繁杂，其中蕴涵的信息价值也是

丰富且多样。英特尔全球医疗解决方案架构师吴闻新等人也

预测了医疗行业数据的增长之快，特别是影像数据和 EMＲ 电

子病历数据［10］。英特尔协助用友医疗进行了合理的架构分析

和指导，对于基于大数据分析的解决方案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

研究，并且制定了基于英特尔大数据解决方案的区域卫生数据

中心建设目标: 文档快速检索，存储模式满足数据模式的更新，

透明化扩展容量和性能。美国俄亥俄州运输部 ( ODOT) 利用

INＲIX 的云计算分析处理大数据来了解和处理恶劣天气的道

路状况［11］，减少了冬季连环撞车发生的概率，方便了人们的出

行。在能源行业，SaaS 型软件公司 Opower 使用数据分析提供

消费用电的能效［9］。2012 年 11 月 6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成功

击败对手罗姆尼再次赢得美国总统，奥巴马总统获胜的秘

密———通过大数据系统进行数据挖掘，用科学的方法指定策

略，它帮助奥巴马在获取有效选民、投放广告、募集资金等方面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与国外相比，国内大数据的研究和应用还处在起步阶段。

2012 年 5 月，香山科学会议组织了以“大数据科学与工程———
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为主题的会议，深入讨论了大数据的理

论与工程数据研究、应用方向，指出目前最重视的都是大数据

分析算法和大数据系统效率，通过研究大数据的关系网络整体

而全面地研究大数据。同年 6 月，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

科技论坛( CCF YOCSEF) 举办了“大数据时代，智谋未来”学术

报告会，就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挖掘、体系架构理论、大数据安

全、大数据平台开发与大数据现实案例进行了全面的讨论。随

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油田勘探开发过程中也产生了规模巨

大、类型多样的数据。文献［12］在计算机集群上构建油田勘

探开发一体化数据管理模型和数据访问基础架构，从而解决油

田实际应用中所面临的大数据问题，即交叉复用、信息可见、信
息传承。应用文献［12］中构建的数据模型及其接口，专业分

析软件可以很容易地获得本研究区域齐、全、准的勘探开发信

息，从而进行分析，部署勘探开发生产任务。以部署探井为例，

分析软件可以利用“大数据”接口非常方便地获得探井区域的

地震剖面、测井曲线、层位、断层等信息。文献［7，13］分别从

商务管理、大城市亟待解决的交通问题进行相关的研究和实

验，应用实例表明，在营销策略的制定、智能化的交通管理方面

都得益于大数据的分析。
如果在国内能够搭建一个大数据共享平台，经过预处理，

抽取和集成的数据可通过相关的平台交换和共享，让大数据处

理更便捷、更快速、更贴近用户、更容易去实现或者去操作，那

么也就实现了数据的流通，数据才会更加有生命力，使用价值

也会增值。对大数据的处理和应用，其核心还是需要从业务层

面进行科学规划。

3 大数据的处理工具与技术

从大数据比较有影响力的概念和大数据的研究现状来看，

推动大数据发展的核心力量之一就是大数据的分析处理工具

和技术。因为传统的数据分析处理技术已经无法满足大数据

的需求，大数据的出现也必然伴随着新的处理工具和新技术的

出现。

3. 1 大数据的处理工具

大数据处理技术的不断更新也促使了大数据处理工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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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大数据的处理平台中，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 Apache
的 Hadoop 的块处理平台，Hadoop 主要是基于 MapＲeduce［14］编

程框架和 HDFS［15］。HPCC (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clus-
ter) ［16］系统也是一种开源的分布式密集数据处理平台，主要有

以下组件: a) Thor( HPCC data refinery cluster) 主要是作为一个

能够并行处理跨节点的分布式文件系统进行工作，主要负责大

量数据的接收、传输、连接和检索工作，对数据进行整合; b)

Ｒoxie( HPCC data delivery engine) 提供了大量的高性能的多用

户在线查询功能; c) ECL( enterprise control language ) 是一种适

合处理大数据的功能强大的编程语言; d) ECL IDE 主要是与

ECL 配合工作的，用来编码、调试、监控 ECL 的程序; e) ESP
( enterprise services platform) 提供了一个易用的访问 ECL 查询

接口，一般支持 SOAP、XML、HTTP 和 ＲEST 等。Hadapt［17］是一

种高性能的自适应分析平台，其分层结构如图 1［17］所示。

图 1 Hadapt 的结构

针对上面提到的三种处理工具的优缺点在表 1 进行了具

体的比较和分析。
表 1 Hadoop、Hadapt 和 HPCC 的比较

处理工具 核心组件 优点 缺点

Hadoop
MapＲeduce 编程框架
和 HDFS 分布式文件
系统

出现得比较早，使用得比较成熟，应用范围广，开源; 采用大规模廉价服务器集群，数据
的存储和服务也分为 HDFS 和 HBase 两个层次，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机器资源; 低成
本、高可扩展性、容错性以及无须构建预定义模式，精于数据处理和分析以及原始数据
的存储，索引编制、模式识别、推荐引擎建立和分析中使用较多

追求高吞吐率的同时也带来了批量处理
的延迟，且对 MapＲeduce 的数据处理有
很强的依赖性，大公司使用开源项目要
考虑技术支持、技术保密性

Hadapt
hybrid storage engine，
Hadoop，HDK

Hadapt 结合了 Hadoop 和关系数据库管理软件的优点，既可以在私有云上运行又可以
在公共云上运行; 每个节点的结构化数据存储在 ＲDBMS 中，非结构化数据存储在
HDFS 中，这样 Hadapt 可以在 Hadoop 层和关系数据库层之间自动划分查询执行任务;
HDK 允许分析者创建高级的 SQL 分析功能统一结构和灵活的模式性能可减少分析用
例的复杂性

Hadapt 通常采用的方法是扩充型连接
件连接起两个不同的系统，这样做的结
果是带来了一定的延迟，因而这种方法
显得很孤立

HPCC
Thor 集群、Ｒoxie 集群
以及 ECL、ECL IDE、
ESP 等组件

HPCC 是一种分布式密集数据处理平台，可充分满足数据密集型计算需求，提供了大数
据流管理服务，组件间相对独立，处理数据高速并行，以数据为中心的语言; 可靠性高，

扩展性好，亚马逊已经部署 HPCC 在其云计算平台上

HPCC 未能在开源社区让更多的大型企
业和开发者看到它处理大数据的优势，

开发生态环境有待改善

3. 2 大数据的处理技术

从大数据的处理过程来看，大数据处理的关键技术包括:

大数据采集、大数据预处理、大数据存储及管理、大数据分析及

挖掘、大数据展现和应用( 大数据检索、大数据可视化、大数据

应用、大数据安全等) 。
3. 2. 1 基于数据存储的大数据处理技术

在大数据处理技术方面，Google 起步比较早，自行开发了

GFS，随着发展的需要又不断出现了第二代 GFS———Colossus、
BigTable［18］和 Megastore［18］。在 BigTable 和 Megastore 的基础

上诞生了 Spanner［18］，其功能主要是源于一个用 GPS 和原子钟

实现的时间 API，这个 API 能将数据中心之间的时间同步精确

到 10 ms 以内。基于 Spanner 服务器，2012 年 6 月，Google 研究

院就推出被称为 F1 ( fault tolerant distributed ＲDBMS) ［19］的新

型数据库。微软自行开发的分布式计算平台 Cosmos［20］，能够

存储和分析大规模数据集，其宗旨是能够在成千上万台服务器

集群上运行。Cosmos 这个平台主要包括 Cosmos 存储系统、
Cosmos 执行环境和一种高级脚本语言 SCOPE ( structured com-
putations optimized for parallel execution) 。

作为社交网络的代表，FaceBook 也在变革着自己原来的

存储技术。Facebook 推出了海量小文件的文件处理系统 Hay-
stack［21］，同时 Facebook 还结合自己的应用场景提出了实时的

Hadoop 系统［22］。为了改善 MapＲeduce 的易用性，Facebook 提

出了基于 Hadoop 的大型数据仓库 Hive［23］，它的目标就是简化

Hadoop 上的数据聚集、Ad hoc 查询和大数据的分析等操作。
表 2 是对这些相关的存储技术优缺点及应用场景的比较。
3. 2. 2 基于数据挖掘的大数据处理技术

数据的分析离不开数据的挖掘，大数据也不例外。表 3 详

细比较了几种重要的数据挖掘技术的优缺点和适用场景。
表 2 数据存储技术的比较

处理技术 优点 缺点 适用场景 开发机构

BigTable 提供了容错能力和持续的数据库，能自动负载均衡，可扩展 不能提供强一致性和事务级别的需求 大规模数据存储 Google

Megastore 有类似 ＲDBMS 的数据模型，支持同步复制，利用 Paxos 协议保证实体群
组内的数据具有 ACID 语义的强一致性

吞吐量小，不能适应应用要求 大规模数据存储 Google

Spanner
“临时多版本”的数据库取代了 BigTable 的版本化 key-value 存储，时间
API，这个 API 能将数据中心之间的时间同步精确到 10 ms 以内，并且可
扩展，全球分布，支持外部一致的事务

在复杂的 SQL 查询上并不能保证所
有的节点都能高效地执行，数据中心
间数据的传输时间的延迟较长

超大规模的数据存储 Google

F1
融合了 BigTable 的高扩展性和 SQL 数据库的可用性和功能性，底层由
Spanner 支撑，可以同时提供强一致性和弱一致性; 高可用性; 事务提交延
迟为 50 ～ 100 ms，读延迟为 5 ～ 10 ms，高吞吐率

并行查询执行、故障恢复、隔离、优化、
迁移应用时要求不宕机等方面还面临
很多挑战

大规模的数据存储 Google

Cosmos

数据的多次复制保证了它强大的数据容错能力，拥有自己的硬件和软件
机制，可保证系统的可靠运行; 通过增加集群中服务器的数量来实现存储
容量和计算量的增加; 数据并行分布减少了总的运行时间，处理 PB 级的
数据比传统的方法花费少

元数据处理性能较差，这是由其元数
据分布策略决定的; 提供管理工具，使
用起来不够方便，系统的可扩展性还
有待提高

大规模数据的存储 微软

Haystack

副本技术实现容错，简化元数据结构，以追写的方式存储图片，效率高，图
片对应有 index 文件，重启时易创建; 通过在主存中执行所有元数据的查
询来减少磁盘的操作，提高整个系统的吞吐量，双节点热备的 Avatar-
Node，提高了结点的可用性

系统的可扩展性有待提高
图片的存储，大规模
的社交网络中共享图
片的请求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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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数据挖掘技术的比较

处理技术 优点 缺点 适用场景

WEKA［24］
开源，基于 Java，集合了大量能承担数据挖掘任务的机器学习算法，可通过简单的
API 进行扩展，可通过 GUI 自动整合一些新的学习算法，WEKA 3． 6 版本［25］支持
导入的 PMML 模型

WEKA 提供的分类功能还不够
灵活，只能定长度和定频率地
分类

大数据挖掘和分析、大
数据的预处理，单机

ＲapidMiner［26 ～ 28］
较先进，接口易用，拥有自己的数据库，直观的 GUI，不受限制的运行平台，可实现
多种数据资源的访问，如 Excel、Access、Oracle、IBM DB2，结合 Hadoop 出现的 Ｒa-
doop 隐藏数据分析的复杂性

对并行性支持的能力有限，也
缺乏在多机上 长 时 间 运 行 的
能力

大 数 据 的 分 析 处 理，
单机

PMML［29，30］

基于 XML，定义了表达数据挖掘模型的格式，拥有自己的数据字典和挖掘模型，无
须独自开发数据挖掘模块，灵活，可共享; 结合算术和逻辑操作在复杂的数据预处
理过程中构建的模型能够预测现实世界中不断增长的数据，能够加速分析模型的
调用，从而减少大数据处理的时间延迟，让大数据的实时分析成为可能

建模前需要进行大量的数据转
换，模型并没有真正地实现与
数据的分离，也没有被所有的
数据挖掘软件商采纳

医疗和疾病预测中数据
的统计、分析，模型的预
测

Mahout［31］
基于 Hadoop 的分布式数据挖掘开源项目，具有平台独立性; 基于 Java 的可扩展推
荐引擎，在 Apache 的 Hadoop Map /Ｒeduce 下高效实现了基于内容和基于用户的推

荐算法，解决当前大数据条件下推荐时延问题［32］

有的算法不是很高效，集群算
法和数据类型有时会影响结果
的输出

在大数据的预处理过程
中可对不必要的数据进
行过滤

Dryad［33］

通过集群处理大规模的数据挖掘，对无环图类型数据流和对 TCP 管道的利用，避
免了昂贵的磁盘写以及数据边共享内存，在性能上有很大的改善; 此模型与 Ma-
pＲeduce 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不必按照 map /distribute / sort / reduce 的顺序去操作，

与 MPI［34］、PVM［35］、GPUs［36］计算有密切联系

处理数据的可靠性不够高
大规模的数据挖掘，特
别是针对有向无环图的
数据流

Pregel［37］
是一种可扩展的图处理计算模型，顶点并行计算，可扩展性好，可随着图规模的增
加进行分块处理; 解决了传统的单机图处理算法限制处理问题的规模、现存的并行
图处理系统的容错等问题，PageＲank 等算法都已在其上实现

计算 模 型 与 MapＲeduce 有 很
多相似之处但更复杂

挖掘图数据，比如在线
社交网络的社交图谱

表 4 查询技术的比较

查询技术 优点 缺点 查询性能 适用场景

Dremel［38］
列存储，结合了 Web 搜索的多级查询树( 图 2［38］) 和并行的 DBMS
技术，聚集查询; 嵌套的层次数据模型避免大量的连接操作，节省
查询时间，速度和规模兼顾

在代数规范形式、连接、可
扩展机制方面需深入研究

执行 同 样 的 操 作，MapＲeduce
需 要 的 时 间 是 分 钟 级，而
Dremel 需要的时间是秒级

Web 数 据 级 别 的
交互式数据分析

PowerDrill［39］ 列存储，基于双层字典的压缩存储的技术，普通的数据模型，对数
据分区进行了组合，分析时可以跳过很多不需要的分区

PowerDrill 数据 load，增加
数据( 估计) 不太方便

速度快于 Dremel 处理核心数据，分
析少量的大数据集

Impala［40］ 基于 Hadoop，采用并行数据库的思想，省去了启动任务的开销以
及一些查询上的优化和高效的 C + + 语言

批处理任务的查询优势不
明显

比 基 于 MapＲeduce 的 Hive
SQL 查询速度提升 3 ～ 90 倍，
在 SQL 功能上要优于 Dremel

处理输出数据适中
或比较小的查询

Caffeine ［41］
构建在 Spanner 之上，采用 Percolator 更新索引［42］，提高了网络索
引的时效性，与之前的系统相比新系统可提供“50% 新生”的搜索
结果

对 PＲ 值很高的网站没什
么优势

速度快，相同时间内检索出的
相关结果多

快速检索

Percolator［43］

Nectar［44］

DryadInc［45］

基于增量计算，避免了从零开始重新计算，通过增加对资源的利用
来减少检索的延迟; Percolator 引入了对事务的处理，Nectar 共享子

计算，DryadInc 主要依靠 IDE 和 MEＲ 两种算法［33］实现

DryadInc 实际应用受很多
现实因素的制约

对旧数据的重复计算上性能提
升较多

大规模数据的冗余
计算

3. 2. 3 基于查询的大数据处理技术

在大数据的处理过程中，数据分析是关键，数据分析主要

是依赖于数据分析工具。表 4 对几种比较典型的数据查询技

术进行了深入分析。
除表 4 所列举的技术外，文献［46］提出一种新奇的大数

据分析方法———危险理论( danger theory) ，这种危险理论是来

源于生物免疫系统，但又不同于传统的人工免疫系统。在关键

特征和属性的选择上引入危险理论，主要是被用做数据过滤策

略，可提高数据分析的效率。在危险理论中关注的是潜在危

险，捕捉危险信号，用数值微分法判断危险信号。这个处理模

型与之前的编程处理模型相比具有自学习能力和智能性，它在

数据的预处理阶段有明显的效果，更适合于快速的数据过滤。
Dremel 的系统结构及多级查询图如图 2 所示。

图 2 Dremel 的系统结构及多级查询图

4 大数据的研究与发展方向

尽管大数据的时代已经到来，各界也发现了大数据的巨大

价值，但是大数据的研究还处在初始阶段。随着研究的不断深

入，大数据所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如何让大数据朝着有利

于全社会的方向发展就需要全面地研究大数据，以下是几种可

能的大数据未来的研究与发展方向。
1) 关系数据库和非关系数据库的融合

众所周知，关系数据库系统在数据分析中占据着主要地

位，但是随着后来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的大量涌现，关系

数据库系统就无所适从了。而类似于 MapＲeduce 的大数据处

理工具在容错性、可扩展性、数据的移动性上明显优于关系数

据库系统，但在处理数据的实时性能上，MapＲeduce 与 ＲDBMS
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关系数据库和非关系数据库各有所长，

如果在以后的大数据的研究处理过程中，能将关系数据库系统

和分布式并行处理系统进行有效的结合，而不是将二者明显地

区分开来，那么大数据的分析效率将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提高。
2) 数据的不确定性与数据质量

大数据，顾名思义是数据量非常大，如何从这些庞大的数

据量中提取到尽可能多的有用信息就涉及到数据质量的问题。
在网络环境下，不确定性的数据广泛存在，并且表现形式多样，

这样大数据在演化的过程中也伴随着不确定性。文献［47］提

到了网络大数据的不确定性，其实大数据的不确定性不仅仅适

用于网络大数据，对一般大数据而言也存在这种不确定性。大

数据的不确定性要求人们在处理数据时也要应对这种不确定

性，包括数据的收集、存储、建模、分析都需要新的方法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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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也给学习者和研究者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数据质量就很难

得到保证，况且大数据的研究领域尚浅，本身就有很多亟待解

决的问题。面对不断快速产生的数据，在数据分析的过程中很

难保证有效的数据不丢失，而这种有效的数据才是大数据的价

值所在，也是数据质量的体现。所以需要研究出一种新的计算

模式，一种高效的计算模型和方法，这样数据的质量和数据的

时效性才能有所保证。文献［48］中几位从事大数据研究的专

家也强调了数据质量的重要性，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

学教授汪应洛认为，在大数据产业发展中，数据质量也是一大

障碍，不容忽视，他说“数据质量是大数据产业这座大厦的基

础，如果数据质量不高，基础不牢靠，大数据产业就可能岌岌可

危，甚至根本无从发展。”所以处理好大数据的不确定性、提高

数据质量是大数据研究中的重中之重。
3) 跨领域的数据处理方法的可移植性

大数据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大数据处理方法的多样性、灵活

性和广泛性。而今几乎每个领域都有涉及到大数据，在分析处

理大数据的建模过程中除了要考虑大数据的特点外还可以结

合其他领域的一些原理模型，如文献［46］提出的用来源于生

物免疫系统的计算模型去处理大数据中的关键属性的选择。
还有统计学中的统计分析模型，特别是对原始数据的统计和计

量，音频、视频、照片等重要信息。广泛吸纳其他研究领域的原

理模型，然后进行有效的结合，从而提高大数据处理的效率，这

可能会成为以后大数据分析处理的重要方法。
4) 大数据的预测性作用日益凸显

提及大数据，它的作用自然是不言而喻，也有不少专家进

行了总结，大数据有变革价值的力量、大数据有变革经济的潜

力、大数据有变革组织的潜能。但是从很多大数据的应用案例

分析不难发现，无论是大数据的研究者还是普通人，大数据给

人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利益就是对未来的预见。气象部门可以

根据气象数据预测未来的天气变化; 经销商可根据商品的销量

分析客户的喜好从而制定未来的采购计划及时调整经营模式，

增加利润; 通信部门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实时了解市场行情，

从而作出合理决策。由已知推测未知，通过大数据可以提高对未

知预测的可靠性和精准性，这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一种进步。

5 结束语

大数据已经涉及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于大数据的研究涉

及的领域也很广。与人们直接利益相关的大数据的能耗、安

全、隐私保护等都受到了很多企业和个人的关注，还有更多未

知的领域也不例外。本文主要是在对大数据处理工具和处理

技术对比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了大数据未来几个可能的研究和

发展方向: 关系数据库和非关系数据库的融合、数据的不确定

性和数据质量、跨领域的数据处理方法的可移植性、大数据的

预测性作用日益凸显。大数据的发展尚在起步阶段，需要人们

不断开拓的空间很大，如何高效地处理大数据、合理地利用大

数据仍需要不断地探索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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