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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35 zettabytes
未来十年内，将增加 44 

倍的数据和内容

44x
的企业领导者经常基于他们不信的企业领导者经常基于他们不信的企业领导者经常基于他们不信的企业领导者经常基于他们不信

任或者不具备的信息进行决策任或者不具备的信息进行决策任或者不具备的信息进行决策任或者不具备的信息进行决策1/3

的企业领导者抱怨自己无法获的企业领导者抱怨自己无法获的企业领导者抱怨自己无法获的企业领导者抱怨自己无法获

得开展本职工作所需的信息得开展本职工作所需的信息得开展本职工作所需的信息得开展本职工作所需的信息1/2

… 各组织需要更加

深入地进行了解

信息处于新一轮机遇

浪潮的中心地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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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800,000 petabytes

83%
的首席信息官将的首席信息官将的首席信息官将的首席信息官将““““业务智能和业务智能和业务智能和业务智能和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作为愿景规划的一部分作为愿景规划的一部分作为愿景规划的一部分作为愿景规划的一部分，，，，

从而提高竞争力从而提高竞争力从而提高竞争力从而提高竞争力

1/2

的首席执行官需要更加有效地快的首席执行官需要更加有效地快的首席执行官需要更加有效地快的首席执行官需要更加有效地快

速捕获和了解信息速捕获和了解信息速捕获和了解信息速捕获和了解信息，，，，以便迅速作以便迅速作以便迅速作以便迅速作

出业务决策出业务决策出业务决策出业务决策

60%
的全球数据为

非结构化数据

80%



积极及时积极及时积极及时积极及时、、、、经济高效地从规模化经济高效地从规模化经济高效地从规模化经济高效地从规模化、、、、多样化和高速化数据中提取有效观点多样化和高速化数据中提取有效观点多样化和高速化数据中提取有效观点多样化和高速化数据中提取有效观点

大数据带来大机遇

管理各种不同的数据类型和

数据结构，并从中受益

种类种类种类种类：：：：

333

分析流数据和大量持久性数

据

扩大数据容量（从太拉字节

扩大到泽它字节）

速度速度速度速度：：：：

容量容量容量容量：：：：



IBM 提供了一套针对大数据的全面解决方案

传统仓库传统仓库传统仓库传统仓库

数据数据数据数据库库库库和和和和仓库仓库仓库仓库 静静静静态态态态数据分析数据分析数据分析数据分析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结结结结果果果果

大数据大数据大数据大数据 – Internet 规规规规模正逐模正逐模正逐模正逐步步步步超越超越超越超越传统仓库传统仓库传统仓库传统仓库

传统传统传统传统/关关关关系数据源系数据源系数据源系数据源传统传统传统传统/关关关关系数据源系数据源系数据源系数据源

流流流流

Internet
规模规模规模规模

动态动态动态动态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数据分析数据分析数据分析数据分析、、、、数据操作和数据操作和数据操作和数据操作和

模型构建模型构建模型构建模型构建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结结结结果果果果

Internet 规规规规模模模模

超低延超低延超低延超低延迟结迟结迟结迟结果果果果

InfoSphere 
Big Insights
InfoSphere 
Big Insights

非非非非传统传统传统传统/非非非非关关关关系数据源系数据源系数据源系数据源非非非非传统传统传统传统/非非非非关关关关系数据源系数据源系数据源系数据源

非非非非传统传统传统传统/非非非非关关关关系数据源系数据源系数据源系数据源非非非非传统传统传统传统/非非非非关关关关系数据源系数据源系数据源系数据源

传统传统传统传统/关关关关系数据源系数据源系数据源系数据源传统传统传统传统/关关关关系数据源系数据源系数据源系数据源



IBM 的大数据平台愿景

IBM 大数据解决方案大数据解决方案大数据解决方案大数据解决方案

开发人员开发人员开发人员开发人员 最终用户最终用户最终用户最终用户 管理员管理员管理员管理员

大数据用户环境大数据用户环境大数据用户环境大数据用户环境大数据用户环境大数据用户环境大数据用户环境大数据用户环境

将大数据融入企业

客户端及合作伙伴解决方案客户端及合作伙伴解决方案客户端及合作伙伴解决方案客户端及合作伙伴解决方案

代
理

代
理

代
理

代
理

集
成

集
成

集
成

集
成

仓库设备仓库设备仓库设备仓库设备数据仓库数据仓库数据仓库数据仓库

数据库数据库数据库数据库主数据管理主数据管理主数据管理主数据管理
InfoSphere 
Warehouse

Netezza/ISAS

InfoSphere M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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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企业发展动力大数据企业发展动力大数据企业发展动力大数据企业发展动力大数据企业发展动力大数据企业发展动力大数据企业发展动力大数据企业发展动力

Internet 规模分析流分析

开源基础组件开源基础组件开源基础组件开源基础组件

Eclipse     Hadoop HBase      Pig      Lucene     Jaql  

代
理

代
理

代
理

代
理

集
成

集
成

集
成

集
成

信
息
服
务
器 市场营销市场营销市场营销市场营销

内容分析内容分析内容分析内容分析业务分析业务分析业务分析业务分析
DB2

Cognos & SPSS

Unica

ECM

数据增长管理数据增长管理数据增长管理数据增长管理
InfoSphere Optim



����持续吸纳持续吸纳持续吸纳持续吸纳

����持续分析持续分析持续分析持续分析

流分析 (InfoSphere Streams)

基础架构提供相应服务基础架构提供相应服务基础架构提供相应服务基础架构提供相应服务，，，，用于用于用于用于

跨硬件节点调度分析功能跨硬件节点调度分析功能跨硬件节点调度分析功能跨硬件节点调度分析功能

建立流连接建立流连接建立流连接建立流连接

…
转换转换转换转换

过滤过滤过滤过滤

批注批注批注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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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扩展实现扩展实现扩展实现扩展，，，，方法是方法是方法是方法是

将应用程序划分成组件将应用程序划分成组件将应用程序划分成组件将应用程序划分成组件

跨通过流连接的硬件节点进行分配跨通过流连接的硬件节点进行分配跨通过流连接的硬件节点进行分配跨通过流连接的硬件节点进行分配

在适当的情况下在适当的情况下在适当的情况下在适当的情况下，，，，

可以将各元素可以将各元素可以将各元素可以将各元素““““熔合熔合熔合熔合””””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以便降低通信延迟以便降低通信延迟以便降低通信延迟以便降低通信延迟

分类分类分类分类

关联关联关联关联



Internet 规模分析 (InfoSphere BigInsights)

支持开源体系

Hadoop、MapReduce 等

性能和安全性

用作企业级文件系统的 GPFS-SNC

编程接口

Java、Hive、PIG 和 JAQL
用于分析 UDF 的 JAQL 运行库

工作流协调和优先级排定

� 群集内分析群集内分析群集内分析群集内分析

分布式文本和数据挖掘库（systemT、

systemML）

� 集成集成集成集成

双向 DB2/RDBMS 和 ETL 集成

� 安装和管理安装和管理安装和管理安装和管理

集成式Web 安装和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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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协调和优先级排定

完全可恢复的工作流管理

基于策略的可配置调度程序



IBM Netezza 分析：大数据遇到大智慧

� 目标定制的分析引擎

� 集成的数据库、服务器和存储

� 标准接口

� 总体拥有成本低

页码 8

无约束分析无约束分析无约束分析无约束分析

� 快速：比传统系统快 10-100 倍

� 简单性：管理和优化操作最少

� 可扩展性：PB 级用户数据容量

� 智能：高性能高级分析



IBM Big Data Platform

- Fit into the Platform as Service in Cloud Computing

Platform Layer，，，， Platform as a  Service

Distributed
Database

Streaming
Analysis Platform

InfoSph
ere Big 
Insights

InfoSph
ere Big 
Insights

BigInsights

Analytics Platform

Platform Layer，，，， Platform as a  Service , Data as a Service, BI as a Service



Mastering Information to Optimize Business Results

A Flexible Platform for Managing, Integrating, Analyzing and Governing Information

Analyze
Integrate

Transactional

& Collaborative 

Applications

Manage

Business Analytics 

Applications

Cubes

Big Data 

Master 
Data

External 

Information 

Sources

Cubes

Streams 

Content

Data

Streaming

Information

Data 
Warehouses

Govern

Quality
Security & 
PrivacyLifecycle



大数据方案跨多个行业

预测气候模式，以规划最佳风力

发电机组的使用方法，并优化资

及时检测医院中出现的各种

危及生命的突发状况，以便

积极进行干预解决

分析多渠道客户的观点和体验

从不同的视频、音频和数据源

识别犯罪和威胁活动

基于实时交易数据，制定风险决

策

发电机组的使用方法，并优化资

产建设资本支出



IBM Watson

IBM Watson 突破了分析创新突破了分析创新突破了分析创新突破了分析创新，，，，但它仅仅是由于其赖以运行的信息质量而取得成功但它仅仅是由于其赖以运行的信息质量而取得成功但它仅仅是由于其赖以运行的信息质量而取得成功但它仅仅是由于其赖以运行的信息质量而取得成功。。。。



大数据和 Watson

POS 数据

CRM 数据

社交媒体

提炼观点

Watson 技术为高级业务分析带来了巨大

潜力

大数据技术用于构建Watson 的知识库

Watson 采用 Apache Hadoop 开放式架

构来分发工作负载，以便向内存中加载信

息。

约有两亿页文本

（在险境中开展竞争！）

InfoSphere BigInsights

提炼观点

- 消费习惯

- 社会关系

- 购买趋势

高级搜索和分析

（在险境中开展竞争！）

Watson 的内存



大数据分析应用程序的发展永无止境

新生儿护理新生儿护理新生儿护理新生儿护理 贸易贸易贸易贸易优势优势优势优势

执法执法执法执法 射电天文学射电天文学射电天文学射电天文学

环境环境环境环境

电信电信电信电信

生产生产生产生产 交通控制交通控制交通控制交通控制 欺诈欺诈欺诈欺诈预防预防预防预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