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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C公司简介

1

1.1公司概况

1

信息是一家公司除人员之外最重要的资产。EMC	提供了各种技术和工具，帮助客户释放信息的力量。EMC是一家全

球领导厂商，助力企业和服务提供商转变运营方式，以服务的形式提供IT。

EMC公司在全球拥有员工约49000人，2010年营业收入170亿美元，2011年第二季度的综合收入为48.5亿美元，同比

增长20%。预期2011年的综合收入将超过198亿美元。	EMC通过创新的产品和服务，加速云计算之旅，帮助IT部门

以更敏捷、更可信、成本效率更高的方式存储、管理、保护、分析他们最重要的资产——信息。

利用EMC技术及解决方案，企业可以避免潜在的严重风险，降低信息管理所产生的巨大成本，同时又能充分利用信

息的价值来实现业务优势。

我们的客户包罗万有

EMC与世界各地的机构合作，它们涵盖各个行业，包

括公共事业和私营部门；而且规模不一，从创业公司

到《财富	500	强》大企业。我们的客户包括电信，金

融、制造商、医疗保健和生命科学机构、互联网服务和

电信服务提供商、航空和运输公司、教育机构以及公

共事业机构。EMC还为100多个国家的个人用户提供技

术、产品和服务。	

勇于创新，一路领先

我们与众不同的价值源自持续和大量的研发投入，全球

各地数千名技术研发人员，业界最广泛的系统、软件和

服务组合，我们自上而下设计、构建总成解决方案的能

力，以及我们提供本行业乃至所有行业最佳全面客户体

验的承诺。

从2003年到2010年，EMC研发投入总计为105亿美

元，而累计用于战略并购的资金则达到140亿美金，

EMC并购的公司约有50余家，其中包括VMware、

RSA、Greenplum、Isilon等多家在“云和大数据”方

向具备高度战略价值的公司。

2010年里，EMC执行了一系列战略计划，以加强公司

在企业数据、云计算和大数据方面的技术领导地位和服

务专长；同时增强了竞争优势，扩大了市场份额。在研

发方面，EMC继续积极投入，投资额占到2010年综合

收入的11%。

为了加强技术研发，扩大市场领域，我们在比利时、巴

西、荷兰、爱尔兰、中国、印度、以色列、俄罗斯、新

加坡和美国本土设立了研发中心，在美国、爱尔兰、巴

西和深圳建立了生产工厂。我们拥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9001）最严格的质量管理认证，我们的生产工

厂拥有MRP	II	A级认证。



2010年，EMC财年综合收入达到创纪录的170亿美

元。EMC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交易，是标准普尔指数的

成份股之一。2011年，EMC名列美国《财富》计算机

行业最受尊敬公司第二位、美国《财富》500强企业

152位。

全球存在，世界公民

今天，EMC在全球有49000多员工，在全球80多个国

家有400多个办事处和众多合作伙伴。我们拥有世界上

最大的销售和服务力量集中于信息基础架构，我们与全

球的技术、外包、系统集成、服务和分销合作伙伴网络

紧密合作。

立志高远，扎根中国

进入2011年，EMC已经和中国市场的广大客户及1000

家合作伙伴共同走过了17年的历程。不管是业务增

长，还是技术研发，中国都是EMC全球最重要的地区

之一。目前，EMC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南

京、西安、武汉、沈阳、福州、乌鲁木齐、济南、杭

州、昆明、重庆、青岛，郑州设立了共16家分公司。

并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香港和台湾七地

建立了解决方案中心。为了帮助用户更好地掌握和利用

EMC产品和服务，EMC在全国各地设立了35家服务中

心，并于2004年开通了全球支持中心中文服务热线。

EMC还在香港建立配送中心，加快市场响应速度，提

高客户满意度。

在中国，EMC不仅通过其在华机构持续为中国市场提

供领先的产品及服务，也在科技研发、人才培养以及与

本地企业创新合作等方面不断投入。2006年6月，EMC

全球总裁图斯先生在华宣布投资5亿美元，在上海建立

EMC中国研发中心，使中国成为EMC的全球软件开发

基地之一。2007年11月1日，图斯总裁宣布将原有中国

市场投资计划增至10亿美元，并设立EMC中国研发中

心（北京）。2011年4月，EMC在中国成都设立第三个

研发中心。

EMC还与众多中国一流的高校有着长期、深入的合

作，包括教育和科研机构建设、学科共建等。例如，

建立了“EMC-复旦网络存储培训中心”和清华大学的

“EMC课堂”。EMC还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超过100所知名高校合作，设置

《信息基础架构技术》课程，帮助中国培养信息化人

才。

同时，EMC联手中国本土优秀的高科技厂商，相继与

神州数码、富通科技、中国电子、浪潮、东软等合作伙

伴建立了战略和联盟的关系，共同提升中国信息管理与

服务市场，为客户提供更加优化的产品与解决方案。秉

承构建“信息生存之地”的使命，以及创新的技术和出

色的战略，使EMC公司成为全球信息基础架构技术与

解决方案的领先开发商与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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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2

云计算时代的大数据平台，不仅要以高性价比、高可

扩展的硬件体系支撑PB级别，甚至ZB级别的海量结构

化，半结构化，以及非结构化的数据存储。同时还需要

能够高速地挖掘这些数据价值，为企业创造利润，真正

实现大数据=大价值

2.1大数据解决方案

Greenplum统一分析平台（UAP）结合Greenplum	DB

和Greenplum	Hadoop为企业构建高效处理结构化，半

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大数据分析平台。并且客户可

以以此平台为基础利用Greenplum行业和数学统计方面

的专家，充分挖掘自身数据价值，实现数据资产从成本

中心到利润中心的转变，以数据驱动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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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高性能数据分析解决方案（HPDA）

分析型数据库云

大数据时代，数据变成信息和知识的周期往往决定了企

业核心业务的价值。如何最大程度缩短这一周期，已经

成为提升企业核心业务价值的关键所在。

EMC联合Informatica，推出的高性能数据分析方案

（HPDA）利用Informatica	Ultra	Message产品实时

从用户的业务系统中进行数据抽取，通过流计算模式

企业需要通过数据库云整合数据资产，对数据资产进行

标准化。形成灵活扩展、易于变更、可管控的、可隔离

的系统架构	，实现支持标准开发、用户自服务、多元

化开发多种应用支持模式	。形成松耦合、可异构的基

础数据和应用数据两级架构	

EMC	Greenplum在VMWare	vSphere虚拟化平台上，

把业务数据处理结果写入Greenplum	DB。把传统的

ETL周期从小时，分钟级别降低到秒级别。用户再通过

Greenplum	DB高效的海量数据分析挖掘能力，最大程

度把业务数据转变成信息和知识的周期降到最低，实现

真正意义的实时商业智能(BI)，提升企业的核心业务价

值。

结合Chorus产品和Greenplum	DB通过为不同需求创

建数据沙箱，实现灵活，易于变更，高可扩展，可管

控，可隔离，绿色环保的高效分析型数据库云平台，帮

助应用实现解耦的同时，使企业可以驾驭自身数据资

产，利用全新协作分析模式充分挖掘数据价值，全面提

升企业数据信息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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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下一代分析平台

数据集市

需求：由于数据的快速增长，带来Big	Data大数据的挑

战，其中包括大量的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在数据

存在形态上，结构化、半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常常需

要转换后，才能进行数据分析和深度数据挖掘。

需求：数据集市Data	Mart是一个面向具体应用的数据

集合，需要快速、及时和有效的响应应用的需求。由于

需求的变化和增长，需要数据集市有很好的性能扩展空

间和扩容时稳定和可靠的支持。

特点：业界惟一可以同时解决结构化、半结构化、非结

构化大数据挑战的分析平台。在不同数据形态之间可以

并行传输和转换，轻松应对大数据挑战。

特点：采用无共享/大规模并行处理(Shared-Nothing/	

MPP)架构，数据完全并行加载、并行存储、并行计

算，数据处理速度比以往数据库产品有大幅提高。并

且，性能可随着硬件数量线性增长，而且可以不用宕机

的进行横向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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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业解决方案

3

随着通信行业的竞争不断白热化，运营商如何有效利用

庞大信令数据进一步实现深度的深度运营和精准营销已

经成为当务之急。因此，急需一种通过可控投入，就可

满足海量信令数据存储，并能高效对其进行分析，挖掘

信令数据价值的数据平台。

3.1电信行业信令分析数据平台方案

EMC	Greenplum通过紧密结合Greenplum	 DB和

Greenplum	Hadoop构筑高效可扩展基于云技术的大数

据处理平台，帮助运营商以可控的成本实现海量信令数

据分层存储的同时，通过缩短数据处理路径和提供超大

数据处理带宽，有效减少分析响应时间，提升信令分析

的业务价值，增强运营商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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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省电信运营商，地市级个性化业务需求的不断增

加，导致通过数据集市对海量数据存储和深度分析，提

升业务价值的需求也不断增加。传统数据库技术一方面

日益无法满足企业应用所需要的高速互动，高扩展的需

求。另一方面高昂的使用维护成本造成运营商沉重的成

本负担，与运营商对数据集市建设的需求产生了巨大的

矛盾。

1.数据分析云计算平台(DB	Cloud	ODS	&	EDW	&	DM)

需求：业务系统和渠道系统复杂，导致数据分散存

储，需要完整统一的数据视图。支持企业各种分析

型应用建设，需要高效、灵活的数据分析平台。

3.2

3.3

电信行业数据集市平台方案

金融行业

	EMC	Greenplum通过提供高性价比，完全基于X86开

放架构大规模无共享MPP数据库集群，支撑运营商数

省级据集市建设所需的高性能，高可用，高可扩展，线

性扩容，支持多种分析手段，基于云技术数据平台的需

求。

特点：采用无共享/大规模并行处理(MPP/Shared-

Nothing)结构，数据完全并行计算、并行存储、并

行加载，可以实现基于“秒级”的数据分析。全部

硬件采用X86	标准服务器，是一个企业的数据库私

有云计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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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ig	Data历史数据查询系统

需求：由于合规的要求，商业银行都需要对历史数

据进行有效管理和存储。时间的积累导致数据量巨

大，需要低成本的解决方案进行管理。

特点：GP硬件全部采用X86标准服务器，总体拥有

成本更低。列存储和数据压缩技术，可以对数据进

行多维的数据管理。

3.	实时(Real-Time)管理驾驶舱

需求：管理驾驶舱是企业领导者和决策者，了解企

业生产和经营状况的窗口，对于时效性和反应素对

有非常高的要求。往往应用复杂的计算方法，但是

计算时间窗口很有限，计算速度越快价值越高。

特点：采用无共享/大规模并行处理(Shared-

Nothing/MPP)架构，数据完全并行计算、并行存

储、并行加载，计算速度比以往数据库产品有大

幅提高。列存储和数据压缩技术，大幅提高计算速

度。

1.	基于数据分析云(DB	Cloud)的商业智能(BI)系统	

需求：零售行业数据分析普遍存在以下问题，无法

及时分析商品的受众群体特征和产品贡献度，无法

快速的对新产品做量化推广。无法从历史角度分析

销售、对比分析、业绩重点分析。

特点：利用Greenplum	DB数据仓库的并行计算性

能，实现“秒级”营销，实时掌握客户的购买行为

动向、忠诚度、价值分布，准确的了解客户群体的

分布以及特征，针对性的提升客户价值。

2.实时(Real-Time)全中文搜索查询系统	

需求：在电子商务行业有大量的半结构化和非结构

化信息存在于IT系统中，如何有效对其管理和查询

3.4政府、制造、零售行业

是个重大挑战。Greenplum	UAP是一个成本最低、

最短交付时间的海量并行全中文搜索查询系统。

特点：基于Solr技术的搜索技术，中文分词算法成

熟，架构并行扩展，搜索性能也能够呈线性提高。

3.	Greenplum	Hadoop大数据分析平台	

需求：大量的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信息无法管理和

存储，大数据增长速度惊人，每年以几何级数速度

增长，需要有专业化的解决方案应对大数据挑战。

特点：采用Greenplum	HD技术管理半结构化和非

结构化信息，整体TCO更低，除了进行有效存储和

管理，可以通过MapReduce技术进行并行的分析和

挖掘，把大量的数据存储变成有价值的数据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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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解决方案

4

4.1EMC	Greenplum为	SAS	用户提供大数据分析敏捷性

大数据要求快速、功能强大的分析

分析大数据是一项复杂、多面化的任务，其特点是极大

的数据量、高速度，以及由人、计算机和物联网产生

的纷繁芜杂的数据类型。	这些特点使得当前的数据管

理、试验和分析模型已不敷使用。	结果是，许多分析

大数据的尝试由于遇到以下困难而无法继续进行：

·及时开发并测试新的模型和分析应用程序的能力

降低。	

·由于过多依赖数据子集而非详细数据而导致准确

性降低。	

·共享一个分析基础架构的团队之间的资源争用现

象加剧。	

·由于系统延迟而导致分析人员工作效率降低，作

业积压现象增加。	

SAS	用户也未能幸免。	事实上，由于在分析方面有成

熟的经验，许多	SAS	用户很早就已在执行分析的过程

中遇到这些难题，并将它们视为使用	SAS	实现大数据

分析应有价值这一进程中存在的重大问题。

对于那些使用	SAS	进行大数据分析的企业来说，扩

展	SAS	基础架构是让大数据有效地发挥业务价值的关

键。

大数据遇到旗鼓相当的对手

为解决大数据分析难题，SAS	和	EMC	Greenplum	

联手推动了一些技术创新，为	SAS	用户提供大数据

分析敏捷性。	SAS	High	Performance	Analytics	 for	

Greenplum	提高了	SAS	的性能和容量，使用户能够将

大数据纳入分析应用程序中，同时加快模型开发、测试

和执行步伐。	有了分析敏捷性，开发人员可以构建越

来越精确的模型，让大数据发挥业务价值，并及时做出

业务决策。	

SAS	+	EMC	Greenplum：	一个强大的组合

SAS	和	Greenplum	为	 SAS	 High	 Performance	

Analytics	 (HPA)	推出了一个新的体系结构，它通过在	

Greenplum	Data	Computing	Appliance	(DCA)	内执行	

SAS	过程而加快	SAS	应用程序速度。	完成安装后，

SAS	HPA	即可利用三项关键的创新来加快	SAS	模型和

应用程序的开发、检验和执行：

·内存中分析	－	SAS	High-Performance	Analytics	

将所有必需的数据移入	Greenplum	DCA	节点的每

一个分支处理器的	CPU	内存中，从而在分析计算

中将数据存取速度加快	10	倍以上。	

· 大 规 模 并 行 计 算 	 － 	 内 存 中 分 析 运 行 在	

Greenplum	DCA	中的一个服务器网格上，将计算

（甚至包括最复杂的计算）划分成多个部分以在	

192	个处理器内核上并行运行。	

·数据库中分析 	 － 	 S A S 	 功能直接集成到	

Greenplum	DCA	中，它们与	Greenplum	Database	

分支在一起执行，可消除基于服务器的传统基础架

构中常见的	I/O	瓶颈。	

9



加速价值的实现

运行	SAS	High-Performance	Analytics	for	Greenplum	

软件的	Greenplum	DCA	加快了分析处理，从大数据中

获得真知灼见需要的时间仅为使用传统	SAS	基础架构

时的一小部分。	SAS	HPA	for	Greenplum	提供：

·优异的性能和可扩展性	－	通过利用每机架	192	

个专用	 Intel	处理器内核、大容量物理内存以及	

MPP	和无共享	Greenplum	Database，Greenplum	

DCA	能够以最高的性能和最低的成本运行	SAS	

HPA。			

·加快建模和分析流程	－	HPA	的分析容量提高，

允许	SAS	分析人员更多次地反复执行开发、测试和

检验流程，从而获得更好、更准确的模型和应用程

序。	

·迅速实现价值	－	复杂的系统只有便于安装和维

护才能实现应有价值。		Greenplum	DCA	因为经过

预配置而可以迅速安装，而且包括一个全面的管理

软件用于管理	DCA	－	包括处理器网格、内存、存

储和数据库软件	－	就像它们是同一个平台一样。		

结合使用	EMC	的存储解决方案，Greenplum	DCA	

确保为关键	SAS	应用程序提供企业级的可靠性和服

务。	

使不可能变为可能，使无法解决变为可以解决

通过实现以前无法达到的性能、容量和可用性级别，

SAS	High-Performance	Analytics	和	Greenplum	DCA	

使以前无法解决的分析问题变得可以解决。	通过使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变为可完成，Greenplum	和	SAS	提

供了大数据分析敏捷性，从而加快获得真知灼见的速

度，进而带来更好的业务决策和实实在在的财务好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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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应用案例

5

5.1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借力Greenplum玩转大数据

信用卡中心实现秒级营销

客户证言：

“如何有效地管理和利用不断增长的客户数据，满足

业务发展需求，提高业务竞争力，是当前银行业的数

据仓库应用最大的挑战。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采用

Greenplum数据仓库解决方案，在国内银行业率先实现

了接近实时的商业智能和秒级营销，我们对这一选择感

到自豪，对Greenplum的表现非常满意。”

——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总经理张明

需求：快速处理、灵活分析大数据

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是国内银行业为数不多的几家分行

级信用卡专营机构之一，也是国内最具竞争力的股份制

商业银行信用卡中心之一。近年来，中信银行信用卡中

心的发卡量迅速增长。2008年银行向消费者发卡约500

万张，而这个数字在2010年增加了一倍。随着业务的

迅猛增长，业务数据规模也线性膨胀。中信银行信用卡

中心无论在数据存储、系统维护等方面，还是在有效地

利用客户数据方面，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同时，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

迫切需要一个可扩展、高性能的数据仓库解决方案，支

持其数据分析战略，提升业务的敏捷性。通过建立以

数据仓库为核心的分析平台，实现业务数据集中和整

合，以支持多样化和复杂化的数据分析，比如卡、账

户、客户、交易等主题的业务统计和OLAP（联机分析

处理）多维分析等，提升卡中心的业务效率；通过从数

据仓库提取数据，改进和推动有针对性的营销活动。

此外，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需要一个解决方案来满足

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全球

监管标准巴塞尔II协议提出的风险管理要求。例如，一

个要求是银行保留5年的交易历史数据，以及报送最近

几个月的状态信息。这些信息需要在规定日期提交。

此前，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使用磁带存储来解决。然

而，从磁带中提取数据过于缓慢，无法银行满足监管机

构所规定的时间限制。

实效：实现秒级营销	运营效率全面提升

从2010年4月到2011年5月，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实

施了EMC	Greenplum数据仓库解决方案。实施EMC	

Greenplum解决方案之后，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实现了

近似实时的商业智能（BI）和秒级营销，运营效率得到

全面提升。	

以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跟汉拿山烤肉的联合促进活动为

例，在传统营销模式下，银行会向城市中所有客户进行

一次批量宣传，然后商户苦等客户自行前来。但在实时

BI的支持下，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选取汉拿山附近商户

消费的客户，在第一时间通知客户此项优惠。例如，

客户在来福士购物中心消费一笔，立即接收到一条短

信：您刚消费了108元，如您再消费一笔超过91元，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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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福士购物中心5层“汉拿山烤肉”享5折优惠1次。

看完短信，客户刚刚还在犹豫是否要买的一双新鞋，立

即下决心刷卡付款，上5楼犒赏自己。整个过程一气呵

成，在客户最需要、最接近买单时刻奉上最给力的优

惠，不容迟疑。整个活动客户相应踊跃，大幅提升了客

户对中信信用卡的业务、技术领先性的认可，取得了较

好的市场反应和客户口碑。

Greenplum数据仓库解决方案为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提

供了统一的客户视图，借助客户统一视图，中信银行信

用卡中心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其客户价值体系，能够为

客户提供更有针对性和相关的营销活动。基于数据仓

库，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现在可以从交易、服务、风

险、权益等多个层面分析数据。通过提供全面的客户数

据，营销团队可以对客户按照低、中、高价值来进行分

类，根据银行整体经营策略积极地提供相应的个性化服

务。

2011年，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通过其数据库营销平台

进行了1286个宣传活动，每个营销活动配置平均时间

从2周缩短到2-3天。并且市场活动中答应客户在刷满

一定金额或次数后送给他们的礼品，可以在客户刚好满

足条件的那次刷卡后马上获得，实现了秒级营销，而不

必像之前那样等待好几个工作日。2011年的前三个季

度，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交易量增加65%，比股份制商

业银行的平均水平高14%，比中国所有银行的平均值高

4%。

传统的BI系统性能得到大幅提高。现在中信银行信用卡

中心已经可以结合实时、历史数据进行全局分析，其足

以影响整个业务。例如，风险管理部门可以按账单日调

整持卡人的信用额度。以前的信用额度调整只能在每月

或每季度的基础上进行，而通过使用Greenplum数据库

解决方案中提供的数据，风险管理部门现在可以每天

评估客户的行为，并决定对客户的信用额度在同一天

进行调整。使用从Greenplum数据库解决方案提取的数

据，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迄今已为客户进行了4000万

次的信用额度调整。中信卡中心催收管理团队使用了

基于数据仓库的FICO	TRIAD系统后，信用卡不良贷款

（NPL）比率同比减少了0.76%。

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电话销售中心将所有外呼营销历史

整合到数据仓库，通过对大量历史数据分析后调整客户

提取和营销策略，在上线后的第一个月便实现单位工

时创收提升33%、笔均贷款额提升18%，目前银行正在

开发针对每个产品的营销响应模型，以进一步提升产

能。

由于所有客户信息现在均可以通过分中心CRM（客户

关系管理）系统的专用PAD移动设备实时获取和使用。

分中心的营销人员除了单纯的发卡工作外，还参与到客

户服务、风险管理、增值产品/消费金融产品营销等工

作，分中心团队正在由单纯的发卡团队变为一支强有力

的客户经理团队。这在中信银行内部称之为“客户经理

制”转型。

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内部80%以上业务分析用户依赖

的Cognos系统与数据仓库系统集成后，整体性能显著

提高。Cognos系统模型刷新效率提升50%。同时因为

Cognos系统可以分析更广范围的业务数据，更多用户

都来使用系统，银行业务人员2011年内日访问量增加

了40%。高级数据挖掘分析师的工作效率得到了极大的

提高，之前需要自己在分析工具清洗、转换数据然后再

建立模型，通常需要至少3个多月的时间，现在一个中

等规模的模型通常只需要1个月即可完成，并且现在可

以通过便捷的工具来生成、管理模型，可以让更多的用

户参与到该工作中来。

Greenplum：省钱的先进技术

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实施Greenplum方案，是中国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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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商业银行信用卡中心中的第一个企业级的数据仓库系

统，也是中国首个第三代技术的银行数据仓库系统。

Greenplum解决方案的一个核心的、独特的功能是，

它采用了“无共享”的开放平台的MPP架构，此架

构是为BI和海量数据分析处理而设计。目前，最普

遍的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如Oracle或Microsof t	

SQL	 Server），都是利用“共享磁盘”架构来实现

数据处理，会牺牲单个查询性能和并行性能。而使用

Greenplum	数据库提供的MPP架构，数据在多个服务

器区段间会自动分区，而各分区拥有并管理整体数据

的不同部分；所有的通信是通过网络互连完成，没有

磁盘级共享或连接，使其成为一个“无共享”架构。

Greenplum数据库提供的MPP架构为磁盘的每一个环

节提供了一个专门的、独立的高带宽通道，段上的服务

AS400
DB2

卡中心企业级数据仓库系统 Cognos Cube

Cognos Report

SAS

R

数据库营销平台

分中心 CRM

Triad 决策支持系

统 Alpine Miner

卡
业
务
系
统

In-Database Analytic

客户统一视图

基础数据层
（ODS）

数据集市层
（Datamart）

器可以以一个完全并行的方式处理每个查询，并根据查

询计划在段之间有效地移动数据，因此，相比普通的数

据库系统，该系统提供了更高的可扩展性。

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通过概念证明（POC）比较了多

个数据仓库解决方案的可行性和成本效益。POC结果

证实，与其它产品相比，Greenplum解决方案可以给中

信银行信用卡中心提供最高级别的性能。同时，该解决

方案与银行所使用的硬件、应用程序和数据源实现了有

效集成。基于Greenplum	解决方案提供的水平扩展功

能，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比较容易地

添加模块化设备集群，以确保现有资源的优化，从而

降低初始成本支出。据估算，Greenplum解决方案使中

信银行信用卡中心在初始成本支出方面节省了上千万

元。

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数据仓库逻辑架构

此外，Greenplum解决方案通过把数据集中在一个统

一的平台，极大地减少了系统维护的工作量。以前

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使用数据集市的方案，而不是

完整的数据仓库解决方案，需要两名工作人员来维护

该系统。现在通过使用新的Greenplum解决方案，只

需要一个工作人员花他一半的时间来维护系统。基于

Greenplum解决方案在系统维护的便捷简单，中信银

行信用卡中心每年减少了大约500万元的数据库维护成

本，有助于减少解决方案的总拥有成本。	

关于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是中国第七大银行，第三大股份制商业银

行，业务辐射全球近130个国家和地区，在全国设有78

家分行和622家支行，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中

西部经济发达城市。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是国内银行业

为数不多的几家分行级信用卡专营机构之一，也是最具

竞争力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信用卡中心之一。近年来，该

中心先后多次荣获亚太地区最佳呼叫中心、最受女性喜

爱信用卡品牌、最佳商旅信用卡、哈佛《商业评论》管

理行动奖金奖等多项行业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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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美国金融业监管局	(FINRA)

FINRA	收集合并来自多个证券交易所的数据，以通过确保金融业的诚信经营而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要点	

难题	

·负责收集合并来自从事各类证券

交易的多个交易所的数据

·每天在有限的数据加载时间窗口内抽取并处理超

过	200	亿项事务

·分析和欺诈检测不仅覆盖日内数据集，还要覆盖

数周和数月，并要跨多个交易所执行

·200%	的数据年增长率	

·客户对增值分析和报告的要求越来越高，另外还

要应对政府机构临时提出的请求	

解决方案	

·Greenplum	专门构建的	 Data	 Comput ing	

Appliance	(DCA)	提供业界最好的性价比，同时最

大限度地提高灵活性、易用性和易扩展性

·大规模并行处理	(MPP)	体系结构

意味着非预期的查询也能得到高效执行

·Greenplum	的线性可扩展性意味着数据抽取速率

和数据容量可以随着业务需求而增长

主要优点	

·能够满足数据获取和处理方面的业务目标要求

·能够管理	BAU	报告以及对定制分析和查询的临

时请求

·能够在不中断服务的情况下扩展容量

美国金融业监管局	(FINRA)	是最大的独立监管机构，

负责管理在美国境内经营的所有证券交易所。FINRA	

的使命是通过确保证券业的诚信经营来保护美国投资者

的利益。FINRA	负责美国各大证券市场的市场监管，

包括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	Arca、NYSE	Amex、纳

斯达克股票交易所和国际证券交易所。全部加起来，

FINRA	监管着将近	4,500	家经纪公司、约	163,470	个

营业网点和大约	634,385	名注册的证券业务代表。

为跨多个交易所确保投资者的安全和交易商的行为合

规性，FINRA	在每个交易日结束时都从这些交易所接

收规定的数据。这些数据被合并到一个容量已增至	500	

TB	的分析数据仓库中。

此分析数据仓库每天抽取超过	200	亿条事务记录，并

提供跨几天、几周和

几个月的趋势分析，以发现可能预示着欺诈的异常交易

行为。

FINRA	选择	Greenplum	是由于它在数据抽取速率和查

询响应时间上有出色的表现，并由于这样一个事实：这

两项关键性能指标可随着容量的增加而线性扩展，所以

体系结构中不存在阻塞点。

FINRA	现在已有将近	1	PB	的数据存储在	Greenplum	

上（其中	0.5	PB	是生产数据），而且最近还进一步增

加了容量。

然而，这不只是一种技术关系：	EMC	在数据科学和大

数据分析领域的投资使	Greenplum	成为证券和交易市

场上一个可信赖的顾问：	

“Greenplum	的性能和可扩展性正在改变我们，让我

们能够开发新一代的应用程序，为美国证券交易市场

带来新的创新。”NYSE	Euronext	首席数据官	Steven	

Hirsch	如是说。

随着	EMC	Greenplum	与像	FINRA	和	NYSE	Euronext	

这样一些机构携手应对越来越实时化的世界带来的难

题，这一关系将进一步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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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Bakrie

Bakrie	Telecom

2009	年	3	月

背景

Bakrie	Telecom	是印度尼西亚增长最快的一家固定无

线通信运营商。在	2008	年第	3	季度，该公司的订户群

增长超过	100%，预付费和后付费电信服务的订户总数

达到	660	万。对	Bakrie	服务的需求量增加导致订户和

通信量急剧膨胀，突破了	Bakrie	现有信息管理系统的

容限。为了通过推出新产品和新计划赢得新客户、留住

现有客户和将业务拓展到新的市场，Bakrie	借助于	

Greenplum	为其实施了单个集成式数据仓储解决方

案，帮助该公司实现了业务目标。

业务难题

订户量增长，新服务启动，再加上多次网络扩充，已

使	Bakrie	的每一个部门都遭遇了数据量的剧增。从销

售和市场营销，到	CRM	和收入保证，数据的增长已开

始让各部门无法了解业务绩效情况。Bakrie	认识到它

需要一个数据仓储和商情	(BI)	解决方案，以便轻松地

分析数据模式，使管理层和公司各团队能够定义公司目

标和最佳做法，从而确保长期成功。该解决方案必须

让	Bakrie	能够更好地深入了解不断增长的数据量，以

便提高客户通信量、减少客户流失、产生新的业务机

会，并优化报告、分析和管理流程。最后一点，该解

决方案在Bakrie	不断增加的数据量的重压之下必须足

够稳健而且可扩展。处在日新月异的电信行业，Bakrie	

无法承受信息交付延迟和分析能力不足造成的代价。

技术要求

Bakrie	的新解决方案要求有一个即使在极高的数据量

下也可以保证性能的数据仓储系统，以便它可以成功地

处理订户每天从各种不同的应用程序和网络元素产生的

数	TB	的重要客户数据和通信数据。Bakrie	希望该系统

能够供管理层和非	IT	团队成员方便地使用和访问，这

些使用者平时要依靠对关键数据指标的深入了解来做出

战略性的公司决策。另外，Bakrie	希望得到一个可无

限扩展以适应可预见的增长而且从长远来看经济划算的

数据仓储系统。

解决方案

Bakrie	Telecom	借助于	Greenplum	来帮助其解决大

规模数据分析难题。该公司选择了在型号为	S1004	的	

Sun	Data	Warehouse	Appliance	上运行	Greenplum	

Database，实施了四台这样的设备以达到	20	TB	的净

可用数据库容量。这个联合解决方案允许该电信运营

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执行大规模数据加载，并更深入

地查看公司的数据，以便各团队能够提供客户流失预

警，并通过分析市场模式及客户群来评估新服务推出

计划。因为	Greenplum	基于大规模并行模型，所以该

解决方案可以轻松扩展以满足未来增长需求。Bakrie	

只需添加更多服务器节点，就可以随着订户群的增长

而提高容量。另外，因为	Greenplum	的开放基础架

构可与业内主流应用程序无缝配合工作，Bakrie	可以

轻松地将	Greenplum	Database	应用装置与由	Oracle	

提供的商情应用程序前端和由	SPSS	Clementine	提

供的数据挖掘应用程序结合起来。Greenplum	与作为

合作伙伴的电信	IT	和网络领域的专业服务公司	Trend	

Communications	International	联手，为	Bakrie	提供了

数据仓库实施服务，利用该公司在电信行业的领域知识

让数据仓库实现最大价值。其结果是一个功能全面、可

扩展而且高度可靠的数据仓库和	BI	系统，它使	Bak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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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通过执行深入的数据分析而实现业务目标。

结果

Bakrie	使用	Greenplum	Database	来管理、存储和

分析来自不同来源的数据，其中包括网络数据（交换

机、SMSC	和	IN）和非网络数据（如来自销售和市场

营销系统和	CRM	系统的数据）。Bakrie	的	BI	系统允

许该公司运行查询进程，分析数据模式，然后收集业务

需求并将其记录到全面的报告中。管理层和非	IT	团队

可以通过控制板迅速查看业务绩效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数

据指标，以便他们可以轻松地做出战略性业务决策，

推动整个公司的成长。使用	Greenplum	Database	系

统，Bakrie	每天共计处理不少于	1	亿条原始数据，提

取超过	500	万名订户的使用特征信息。

关于	Bakrie	Telecom

Bakrie	Telecom	是印度尼西亚电信行业的一个先锋。

Bakrie	Telecom	为个人和公司用户提供费用合理的固

定无线、有限移动及无线数据服务，而且是印度尼西

亚成长最快的固定无线通信运营商。Bakrie	的订户在	

2008	第	3	季度实现了超过	100%	的同比增长，数量

达到	660	万名。通过采用频带利用效率更高的码分多

址	(CDMA)	技术，Bakrie	Telecom	现在正在成为一家

覆盖全国的运营商，拥有	Esia、wifone	和	Wimode	三

个品牌。在完成对现有三个省份的服务覆盖后，Bakrie	

Telecom	将业务扩展到了全国	50	多个市，而且最近获

得了印度尼西亚政府颁发的新的国际长话经营执照和

新的国内长话经营执照。Bakrie	Telecom	于	2007	和	

2008	年度荣获印度尼西亚最佳	CDMA	运营商称号。有

关	Bakrie	Telecom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bakrietelecom.com/。

关于	TREND	Communications	International

TREND	Communications	 International	是由一批资深

电信专家于	2005	年创立的，这些专家都曾在印度尼

西亚一家大型私营国际合资蜂网运营公司工作十年以

上。TREND	Communications	 International	的主要业

务是在电信	IT	和网络聚合解决方案领域提供先进的专

业服务。多数员工都有超过	10	年的蜂网电信行业的从

业经历，而且这个实力雄厚的专家团队因其有目共睹的

成功案例而享誉全球，在为电信行业中的网络运营商和

软件解决方案提供商实施的众多类型的项目中都有非凡

表现。

关于	Greenplum：

通过提供使用开源软件并利用商品化硬件之优势的高性

能、低成本数据仓储解决方案，Greenplum	为商业情

报行业定义了一个新标准。

Greenplum	开创性的产品为企业利用商情信息取得市

场竞争优势带来了一种革命性的新方法。

总结

Bakrie	Telecom	面临着空前的数据量增长。其订户群

每年继续以超过100%	的速度增长。随着	Bakrie	继续

扩大在固定无线通信市场的订户群，Greenplum	

Database	将可以轻松而且经济地随公司的需求而有效

地扩展规模。在竞争极其激烈的移动通信市场，利用由	

Greenplum	提供的功能全面的数据仓库以及	BI	系统，

Bakrie	将在今后几年实现可持续的业务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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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SILVER	SPRING	NETWORKS

功能强大的大数据分析让电力公司能够充分发挥智能电网的优势

要点	

难题

·智能电网上的实时运营要求快速处理数据

·智能电网产生了呈数量级增长的数据

·长期数据存储和数据挖掘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智能

电网价值的关键

·传统的数据库平台无法支持这些不同的需求

解决方案	

·Greenplum	Data	Computing	Appliance	(DCA)

·Greenplum	专业服务

主要优点	

·使电网运营商能够迅速响应不断变化的电网状况

·改善发送到其他公共设施应用程序的数据的精确

性和及时性

·通过历史数据分析提高电网效率

Silver	Spring	Networks	是智能电网平台的主要提供

商，可提供硬件、软件和服务来帮助世界各地的电力公

司部署智能电网。实施智能电网涉及到将已经使用了

一个世纪之久的电网扩充为一种现代化的双向通信网

络。采用微处理器、实现与后勤部门的双向通信和让

电网设备能够彼此直接通信，这些可提高电网效率并

帮助实现新的应用	－	如分布式和可再生能源发电。最

终，智能电网使电力公司能够提高运营效率、提供响

应速度更快的客户服务，并实现成功的需求管理。消费

者可以看到其能源使用情况、成本和碳排放量，进而

在能源消费上做出更明智的选择。Silver	Spring	的客户

包括ComEd、Pacific	Gas	&	Electric、Florida	Power	&	

Light、CitiPower	和	Powercor	Australia	等。

Silver	Spring	认识到为解决这些新出现的电力公司数据

难题，将需要一个高性能的数据分析平台。一家电力公

司与其电网设备	-	包括电表、输电设备以及越来越多

的电动车辆和分布式发电	-	都会返回信息报告，从而

产生数	PB	的数据。将巨大的实时数据流转变成具有可

操作性的业务洞察分析结果，要求有一个高度可扩展的

计算和分析基础架构。

软件工程部副总裁	Wilson	Yeung	说：“为了让智能电

网部署发挥最大价值，我们的电力公司客户需要具有对

实时数据的快速处理以及挖掘长期历史数据的能力。将

数据分段并对其进行大规模并行处理的这一能力增强了

我们可以向客户提供的软件和分析的质量。”

为智能电网提供对数据的更深入了解

Greenplum	DCA	是一种高度可扩展的数据仓库应用装

置，它将数据库、计算、存储和网络集成到一个企业

级系统中，具有业界最佳的性价比。Greenplum	专业

服务协助完成	DCA	实施，并在一系列项目中与	Silver	

Spring	继续合作。

“把智能电网中产生的所有数据收集起来，数据突然间

增加了许多倍，让你能够从数据中获得真知灼见，做一

些以前无法做到的事情。Greenplum	的专业服务团队

切实帮助我们发现了利用数据来开发复杂分析架构的

新方法，”Yeung	说道。“我们使用这些架构生成有

用的数据集，来帮助电力公司发现从停电到偷电等情

况。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而	Greenplum	在其中

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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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PLUM	可轻松处理巨大的数据量

Greenplum	的高性能和可扩展的设计非常适合于处理

智能电网产生的巨大数据量。

Yeung	解释说：“凭借在	50	秒内加载一天中收集自

一百万只电表的数据的这一能力，我们能够及时处理产

生的巨大数据量，并开始试验许多有用的智能电网分

析。

除了获得高性能数据加载外，我们还体验到了极快的

查询速度。在最近的一次测试中，我们运行分析查询

的速度达到以前的	70	倍。这一改进让	Silver	Spring	能

够构建高性能分析应用程序，以最充分地利用智能电

网。”

随着捕获和存储的智能电网数据量的增加，Greenplum	

可以迅速、经济高效地扩展，让电力公司在扩展智能电

网方面有了最大的灵活性。

为电力公司和客户降低成本

电力公司都在高度管控的环境下运营，而且必须满足针

对供电质量及其他指标的严格要求。但是若没有智能电

网，多数电力公司都无法充分了解其输电网络的运营

情况。如果能做到让这些网络仪表化并与这些设备通

信，将可以全面而深入地了解电网的状态。这些数据让

他们能够更精确地控制电流分配，从而减少电力浪费和

客户的电费。

“历史上，电力公司总是为了达到规定的水平而让输电

线路上的电压高于所需值，”Yeung	说道。“这些额

外的电压被浪费了，我们作为消费者享受不到这么高的

电压带来的实质性好处，但却要为此付费。而如果电力

公司能够了解每家每户中真实的电压水平，他们就可以

输送适用的线路电压，让大家都能减少浪费。”

Greenplum	提供了让这一实时数据分析成为可能所需

要的并行处理环境。

通过更好的分析获得竞争优势

对智能电网的愿景就是给电力系统做一次“数字化美

容”，让它更加智能、高效而且可靠。采用现代化通信

技术后，智能电网产生了电力行业前所未有的庞大数据

量。从铺天盖地而来的数据中提取出可指导具体操作的

真知灼见，是智能电网取得成功和构建可持续的未来能

源计划所必不可少的。

“通过在一个平台中结合更多实时数据分析以及对历史

数据的数据挖掘功能，我们的电力公司客户可实现前

所未有的电网效率改进，”Yeung	如是说。“通过帮

助我们的客户实现这些改进，Silver	Spring	在数十年来

构建智能电网的过程中已经成为电力公司可信赖的顾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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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EMC	Greenplum	领跑“大数据”时代

2008年初，国内一家著名的电子商务公司遭遇到数据

处理技术瓶颈。这家公司由于业务量增长，数据量很

快已经达到400TB，并且每天以500GB的速度增加。

为了进行数据分析，他们需要处理前所未有的海量数

据，例如：对多个“20亿×20亿×20亿”的大表进行

关联查询。在用两台IBM	570小型机运行传统数据库的

情况下，一次月结要运行2小时，甚至4-5小时，经常

因为数据库出现临界错误导致程序运行失败。增加两台

IBM	570，性能只提高20%-50%。看着业务数据像滚

雪球一样增长，这家公司的CIO意识到，必须突破现有

技术模式，找到全新的办法，才有可能支持业务持续发

展，保证企业生存发展。

由于该“大数据”挑战前无古人，这家公司在全球范

围内找到35种数据管理技术进行调研、测试，除了大

家耳熟能详的Oracle	RAC、DB2	DPF、Sybase	 IQ、

PostgreSQL	Cluster数据库以外，甚至MySQL	Cluster,	

Hadoop-HIVE这样新兴的数据管理技术也不错过。测

试过程中，这家公司对这35种数据管理技术的优势和

劣势进行全面的分析，分析报告摞起来有一尺高。这

家公司的遭遇，时下有一个新名词，叫“大数据（Big	

data）”挑战。

“大数据”时代盛大光临

什么叫“大数据”，维基百科中这样说：软件工程和计

算科学界用“大数据”描绘那些用现有数据库管理工具

难以应付的巨大数据集。处理大数据的挑战包括：获

取、存储、搜索、分享、分析和可视化。

YouTube成立不到5年，现在每一分钟便增加一部视

频。社交网站Facebook每天更新5000万条信息，微博

Twitter每天更新的数据量则达到6500万条。IDC最新发

布的研究报告指出，十年后每年产生的数据量将增加

44倍。

“大数据”不是“洪水猛兽”式的灾难，而是可供利用

的信息资产。企业在不断追求竞争优势的过程中，可以

通过企业内外部数据的“大数据”库，分析数据、发

现趋势、寻找“现金牛”，帮助管理层决定下一步行

动。如今，“大数据”这一术语在技术人员和IT经理等

群体中变得越来越流行。

“大数据”已经在多个领域证明了它的重要性和价

值。像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NASA）这样的研究机构、多家医药公

司和多家能源公司都积累了大量的数据，现在每天都

在利用“大数据”技术从这些数据中获取价值。NOAA

利用“大数据”进行气象、生态系统、天气和商务研

究。NASA则将“大数据”用于航空和其他领域。医药

公司和能源公司利用“大数据”获得更真实的结果，例

如药品测试和地球物理分析。《纽约时报》使用“大数

据”工具进行文本分析和Web信息挖掘。迪斯尼则利

用它们关联和了解跨不同商店、主题公园和Web资产

的客户行为。

从18分钟到1.8秒——Greenplum长袖善舞	

2010年7月，EMC宣布以现金方式收购私有数据存储公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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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Greenplum。EMC将以Greenplum为基础，在信息

基础架构业务部门之下组成一个新的部门——数据计

算产品部。Greenplum由此引起了广泛的关注。EMC

一向以发现“game	changer（改变竞争规则的技术和

公司）”享誉业界，收购VMware、RSA、Avamar、

Data	Domain已经成为经典案例。实际上，在“大数

据”领域，Greenplum已经是领跑者，这也是EMC看

中Greenplum的原因。

在上述电子商务公司的案例中，Greenplum也就是在这

时候进入这家公司的视野。那时Greenplum并没有进入

中国，但这家公司发现了它。经过测试，发现它的性

能比传统数据库高几十倍，软硬件总成本比传统方案

低十倍以上。于是Greenplum从35种候选方案中脱颖

而出。采用以前的方案，在4台IBM	570小型机上运行

一个关联查询分析任务，18分钟没有出结果，忍无可

忍之下。而采用Greenplum数据库，在60台PC服务器

集群上运行，1.8秒中完成该分析任务。从18分钟到1.8

秒，时间缩短了600倍。

Greenplum	是2003年成立的公司，核心技术团队成员

来自各个顶级数据库公司和大规模并行计算公司的资

深软件架构师，例如：Oracle、Teradata、Tandem、

Microsoft	SQL	Server、Informix等。

Greenplum数据库软件是业内首创的无共享、大规模

并行处理（massively	parallel	processing，MPP）的

数据库软件产品，它包含大规模并行计算技术和数据

库技术最新的研发成果：包括无共享/MPP、按列存

储数据库、数据库内压缩、MapReduce、不停机扩

容、多级容错等等。该数据库软件被业界认可为扩展

能力最大的分析型（OLAP）数据库软件。目前，已有

100多家世界级重大客户采用该软件，例如：NYSE、

NASDAQ、AIG、eBay、德意志银行、美国联邦储备

委员会、支付宝、淘宝、NTT-DoCoMo、VodaFone、

T-Mobile、Skype、WalMart、中国电信等。这些客户

中大多数Greenplum数据仓库所管理的数据量都超过

100TB，其中，全球最大的有6500TB，中国最大的有

400TB。每一天，全球有数亿级的用户在直接、间接用

到Greenplum发明的数据库平台。

Greenplum拥项多项关键技术

Greenplum数据仓库软件在业界首次将大规模并行计算

技术应用到了数据库软件领域。该类技术同样应用在

Google搜索引擎的中。Greenplum数据仓库软件的关

键技术包括：

无共享/MPP核心架构

Greenplum数据库软件将数据平均分布到系统的所有节点服务器上，所以节点存储每张表或表分区的部分行，所

有数据加载和查询都是自动在各个节点服务器上并行运行，并且该架构支持扩展到上万个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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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的存储和执行（按列或按行）

Greenplum发明支持混合按列或按行存储数据，每张表或表分区可以由管理员根据应用需要，分别指定存储和压

缩方式。

基于这个功能，用户可以对任何表或表分区选择按行或按列存储数据和处理方式。这些是在建表或表分区的DDL

语句中配置的，只需在建表或表分区时指定：

这个功能基于Greenplum的多态维数据存储技术。

多层次的容错能力

Greenplum	数据仓库软件自己包含多层次容错和冗余能力，这是云计算架构软件的一个重要特征。该功能保证整

个数据仓库系统在遇到硬件、软件的故障的情况下，任然自动继续运行。

在线系统扩容（永不停机）

在系统中增加节点服务器即可增加存储容量，处理性能和加载性能。当系统扩展时，数据仓库保持在线，并且完

全可用，扩展进程在后台运行。增加节点服务器，性能和容量线性增加。

负载管理（Workload	Management）

具有系统资源管控能力，并且可控制给各个查询分配各自系统资源。允许管理员指派资源队列，从而管理数据仓

库的队列进入执行情况。在运行的查询的优先级可以随时调整。

PB级的装载能力

基于MPP Scatter/Gather流技术的高性能并行加载功能。加载速度随着节点线性增加，实际超过4TB/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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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遵从SQL最新标准

遵从SQL-92	，	SQL-99	，至SQL	2003标准，并包括SQL	2003	OLAP扩展项。所有SQL查询都是在系统上并行

执行。

原生MapReduce功能

MapReduce由Google发明，已被证实为一个高扩展性的文本非结构化数据分析的技术。Greenplum的并行数据

库软件核心可原生运行MapReduce程序。

支持SQL	2003	OLAP	扩展标准

对SQL语言包括其OLAP扩展标准，都是在Greenplum数据仓库软件实现并行执行。全面支持SQL	2003	OLAP标

准，包括Window	函数、Rollup、Cube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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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数据库技术架构已经诞生了二三十年，今天，数

据已经成为企业的生命线，数据增长已经远远超出传统

数据库技术架构的能力。与此同时，计算硬件的成本

按照摩尔定律直线下降，我们有机会创造出性价比高

于几年前100倍的系统。这就是Greenplum横空出世的

基础，也是用户应该拥抱Greenplum的原因所在。事实

上，用户的眼睛是雪亮的，在EMC收购Greenplum之

前，Greenplum已经有着138个用户，而且这些用户都

是数据量巨大的大中型用户。中国用户眼睛也是雪亮

的，全球100多个用户，中国用户达到30多家。

6.2EMC	GREENPLUM	DATABASE

推动数据仓库存储和分析的未来发展

要点

无共享大规模并行处理	(MPP)	体系结构在商品化基

础架构上性能卓越	

·支持在	Hadoop	与	Greenplum	Database	间进行

灵活的高性能数据交换，从而实现大数据分析

·多态存储（行和列的混合）设计，能够最好地满

足每个业务智能和分析使用情形的独特需求

·通过无限的线性可扩展性支持大规模数据存储、

加载和处理

·提供自动并行，无需手动分区或调整

迎接数据世界带来的挑战	

不断上升的	 IT	成本、爆炸式增长的数据量以及不断

演变的竞争挑战，催生了关于有效分析系统的新思维

方式。所有这些变化驱动着数据库技术的巨变，而且

这些发展共同带来了实现有效数据挖掘利用的一个新

途径。已有几十年历史的旧式数据管理和分析体系结

构，已然不能通过扩展规模来适应当今大幅增加的数据

量。

EMC® Greenplum® Database	是一个无共享、大规模

并行处理	(MPP)	体系结构，是专为业务智能和分析处

理而设计的。在这个体系结构中，每个服务器节点作为

一个拥有和管理整体数据的不同部分的自包含数据库管

理系统。该系统可跨所有可用硬件自动分发数据和并行

处理查询工作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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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汇总了	EMC	Greenplum	Database	成为市场上最

佳任务关键型分析平台的原因。核心无共享	MPP	体系

结构通过无限的线性可扩展性支持大规模数据存储、

加载和处理。自适应服务向全球企业提供高可用性、

工作负载管理和在线容量扩展功能。重要产品功能支

持	PB	级加载功能和混合存储（行或列，以便最好地满

足每个分析使用情形的独特需求），并提供对	SQL、

MapReduce	和可编程分析的嵌入式支持。此外，标准

的客户端界面还支持所有主要的第三方分析和管理工

具。

EMC	Greenplum	Database	的核心原则是让处理资源

更为靠近数据和数据的使用者。这样，计算资源便能高

效地以全并行模式处理每一个查询，同时使用所有的存

储连接，并按照查询计划的要求在资源之间高效地传输

数据。结果，各种复杂的处理可以下推到最靠近数据的

位置，以实现最高的效率和无与伦比的快捷性。

EMC	Greenplum	Database	已被公认为最具可扩展性

的任务关键型分析数据库，全球	200	多家领先企业都

在使用该数据库。

GREENPLUM	DATABASE	功能

数据库体系结构

核心大规模并行处理体系结构

Greenplum	Database	体系结构提供了对数据和查询的

自动并行处理功能	—	所有数据自动跨系统的所有节点

分区，而且查询使用所有节点进行计划和执行，这些节

点以高度协调的方式配合运行。

PB	级加载功能

高性能加载功能利用了	 MPP 	 S c a t t e r / G a t h e r	

Streaming™ 技术。每添加一个节点，加载速度都会随

之提高，可达到每机架每小时	10	TB	以上。当加载一

个连续的数据流时，微批量处理和可重复使用的表对象

支持以较短的间隔（例如每五分钟一次）频繁加载数

据，同时保持极高的数据接收速率。

Polymorphic	Data	Storage	和执行

使用	Greenplum	的	Polymorphic	Data	Storage™ 技

术，DBA	可以选择与表的访问方式相适应的存储、

执行和压缩设置。借助此功能，客户可以为任何表或

分区选择按行存储或按列存储以及处理方式。此外，

Greenplum	Database	还支持将数据放置在特定存储

类型上，例如	SSD	介质或网络连接存储	(NAS)	归档存

储。

任意位置数据访问

任意位置数据访问允许从数据库中对外部数据源执行查

询，无论数据的位置、格式或存储介质是什么，都可以

并行返回数据。

数据库内压缩

数据库内压缩利用业界领先的压缩技术来提高性能并大

幅缩小存储数据所需的空间。客户占用的磁盘空间预计

可以缩小	3	到	10	倍，有效	I/O	性能也会相应提高。

多级分区

对表的灵活分区基于日期、范围或值。分区是使用	

DDL	指定的，并且支持任意多个级别。查询优化器将

自动从查询计划中修剪掉不必要的分区。

动态分区清除和查询内存优化

Greenplum	Database	支持动态分区清除和查询内存优

化。动态分区清除功能会忽略表中不相关的分区，因此

能显著减少扫描的数据量，并加快查询执行速度。查询

内存优化功能在处理查询过程中智能地释放内存并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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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操作符重新分配内存，从而能优化内存利用率、提高

吞吐量和并发性。

数据库内分析

本机	MapReduce	

Greenplum	在其并行引擎内本机运行	MapReduce	程

序，并支持	PL/Java、经优化的	C	语言和	Java	函数。

用于	Hadoop	的高性能	gNet	

Greenplum	Database	支持使用用于	Hadoop	的	gNet	

从	Hadoop	群集对压缩数据和未压缩数据进行高性能

并行导入和导出，用于	Hadoop	的	gNet	是一种并行

通信传输机制，可在	Greenplum	Database	节点与对

应的	Hadoop	节点之间提供业内首屈一指的直接查询

互操作性。为了进一步减少加载过程中的资源消耗，

Hadoop	中的自定义格式数据（二进制、Pig、Hive	

等）可以通过	MapReduce	转换成	GPDB	格式，然后

导入到	Greenplum	Database	中。这是一个可高效灵

活地在	Greenplum	Database	与	Hadoop	间进行数据

交换的高速直接集成选项。用于	Hadoop	的	gNet	可

用于	Greenplum	HD	Community	Edition	和	Enterprise	

Edition	两个版本。

高级分析函数

Greenplum	Database	提供了适用于高级数据库内分析

的分析函数（t-统计量、p-值和	Naïve	Bayes）。这

些函数提供了变量选择所需的指标，从而提高了回归模

型的质量并增强了理解和分析边缘情况的能力。

可编程分析

为数学家和统计学家提供了更高级别的并行分析功

能，并且还提供对实数、线性代数和机器学习原语的支

持。

Greenplum	Database	扩展框架和全包式数据库内分

析

Greenplum	Database	提供了适用于数据库内分析的可

扩展的灵活平台，利用系统的大规模并行体系结构。

Greenplum	Database	通过	Greenplum	Extensions	支

持全包式数据库内分析，Greenplum	Extensions	可以

从	EMC	Subscribenet	下载，并使用新的	Greenplum	

Package 	 Manager 	 安装。这一新	 Greenp lum	

Database	应用工具可确保自动安装和更新功能扩展，

例如数据库内地理空间函数、PL/R、PL/Java、PL/

Python	和	PL/Perl。Greenplum	Extensions	可大大简

化在群集中启用和管理高级数据库内功能的任务。例

如，在	Greenplum	群集扩张的过程中，扩展会自动部

署在新节点上。

数据库管理工具

在线系统扩展

您可以添加服务器以提高存储容量、处理性能和加载性

能。扩展过程在后台进行的同时，数据库可保持在线并

完全可用。性能和容量将随服务器的增加而呈线性增

长。

工作负载管理

通过对系统资源及其查询分配情况进行管理控制，可将

用户分配到资源队列中，这些队列管理着任务向数据库

的流入。利用工作负载管理，还可以对正在运行的查询

进行优先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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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查询优先级调整

Greenplum	的高级工作负载管理功能通过一种正在申

请专利的技术而得到扩展，该技术可将整个群集的资源

跨所有正在运行的查询进行连续、实时的平衡。这为	

DBA	提供了所需的控制能力，让他们能在复杂的混合

工作负载环境中满足工作负载服务级别协议要求。

数据库性能监视工具

Greenplum	Database	的性能监视数据收集代理可收集

指标，以帮助管理员分析	Greenplum	Database	的网

络模式。通过收集这些指标，系统管理员可以查明网络

问题的原因以及区分硬件问题和软件问题。

简单快速的并行安装

通过并行安装应用工具，系统管理员可以一次性在多台

主机上安装	Greenplum	Database	软件。以	root	使用

者身份运行时，它还会自动执行其他系统配置任务，

例如创建	Greenplum	系统用户	(gpadmin)、设置系统

用户的密码、设置	Greenplum	Database	安装目录的

所有权以及在所有指定的主机地址名称间交换	SSH	密

钥。

高可用性、备份和灾难恢复支持

自我修复容错

传统的	MPP	数据库容错技术只适用于不到	100	台服

务器的环境，超出此规模后，总体拥有成本将大幅提

高。Greenplum	的容错功能提供了智能故障检测和快

速在线差异恢复，从而降低总体拥有成本，并帮助实现

具有最高级别可用性的云规模系统。

恢复后的在线分段重新平衡

分段恢复后，EMC	Greenplum	Database	分段可以在

系统处于在线状态时重新平衡。所有客户端会话均保持

连接，而不会造成停机。系统恢复回最佳状态时，数据

库仍可用。

利用	Data	Domain	Boost	实现更简单且可扩展的备份

现在，Greenplum	Database	通过	EMC	Data	Domain	

Boost	在	EMC	Data	Domain® 重复数据消除存储系

统中随附高级集成功能，以实现更快速、更高效的备

份。此集成功能可将重复数据消除过程的一部分分发到	

Greenplum	Database	服务器，从而帮助这些服务器仅

将唯一的数据发送给	Data	Domain	系统。这大幅提高

了聚合吞吐量、减少了通过网络传输的数据量并消除了	

NFS	装载管理需求。

互操作性

索引	—	B	树、位图等

Greenplum	Database	支持一系列索引类型，包括	B	

树和位图。

全面的	SQL	支持

Greenplum	Database	通过	SQL	2003	OLAP	扩展提供

全面的	SQL-92	和	SQL-99	支持，以及完整的标准支

持，包括窗口函数、汇总、多维数据集以及多种其他快

捷功能。所有查询都并行化，并跨整个系统执行。

Greenplum	Database	提供增强的	SQL	支持，包括

本机支持	20	多个	Oracle	函数、关联子查询、非递归	

WITH	子句和固定格式加载程序。这些增强功能可简化

对第三方工具的支持，这些工具会生成此类查询并加快

和简化向	Greenplum	Database	的迁移。

客户端访问和第三方工具

Greenplum	支持标准数据库接口（PostgreSQL、



27

SQL、ODBC、JDBC、OLEDB	等），并且得到了许

多业务智能	(BI)	和提取/转换/加载	(ETL)	工具的完全支

持和认证。

用于	GPDB	的	pgAdmin3

pgAdmin3	是针对	PostgreSQL	的一款最受欢迎而且

功能丰富的开放源代码管理和开发平台。Greenplum	

Database	带有增强版的	pgAdmin3，此版本已经过扩

展，可与	Greenplum	Database	一起运行，而且完全

支持特定于	Greenplum	的功能。

XML	支持

Greenplum	Database	支持	XML，从而能以高性能将	

XML	文档并行加载到数据库中，还支持	XML	数据类型

和	XML	路径语言	(xpath)。

利用	EMC	全球服务让	EMC	GREENPLUM	DCA	发挥

最大效益

EMC	针对	EMC	Greenplum	硬件和软件提供了全套服

务，以确保您的系统在环境中按预期运行，同时最大

程度地降低业务和预算风险。无论您的环境简单还是

复杂，专业的计划、设计和实施服务都可以帮助您在

自己的环境中快速实现硬件和软件的价值。完成实施

后，EMC	的数据迁移服务可以帮助您进行计划和设

计，并安全地将关键数据跨任意远的距离迁移到新系

统。EMC	还将帮助您将新系统集成到您的信息体系

结构以及业务智能和分析应用程序中（例如：SAS、

MicroStrategy、Business	Objects、Tableau	等），并

在完成集成后帮助您管理新环境。

经过全面培训的专业服务人员和项目管理团队可以利用	

EMC	的大量数据仓库存储/业务智能部署最佳做法，在

我们行之有效的方法的指导下，让您更快地取得所需的

业务成效，而又不会让您感到资源紧张。

6.3EMC	GREENPLUM	DATA	COMPUTING	APPLIANCE	系列

推动数据仓储和分析的未来发展

要点

·是专门构建、高度可扩展的数据仓储硬件和软

件，在体系结构上将数据库、计算、存储和网络集

成到一个企业级、易于实施的系统中

·经优化可实现快速查询执行、无可匹敌的数据加

载和线性可扩展性

·利用单个平台同时提供数据仓储、数据集市、文

本挖掘和统计计算

·借助高级分析和统一数据存取，利用数据实现更

好的洞察力和更大价值

·高可用性、自我修复容错能力允许进行智能故障

检测和使用	EMC	Data	Domain	实现快速的在线差

异恢复

迎接数据世界带来的挑战

不断上升的	IT	成本、爆炸式增长的数据量以及不断演

变的竞争挑战，催生了关于有效数据分析系统的新思维

方式。所有这些变化驱动着数据库技术的巨变，而且这

些发展共同带来了实现有效数据挖掘利用的一个新途

径。

已有几十年历史的旧式数据管理和分析体系结构，已

然不能通过扩展规模来适应当今巨大的数据量。EMC?	

Greenplum?	Data	Computing	Appliance	(DCA)	带来

了威力巨大的大规模并行处理	(MPP)	体系结构，同时

提供业界最快的数据加载速度和最佳性价比，而又没有

专有硬件的复杂性和限制。EMC	Greenplum	DCA	是专

门构建、高度可扩展的并行数据仓储装置，在体系结构

上将数据库、计算、存储和网络集成到一个企业级、易

于实施的系统中。此数据管理装置提供四分机架、半机

架、四分之三机架、全机架和多机架配置，为那些正面

临	TB	级到	PB	级数据量增长的企业提供了最大的灵活



GREENPLUM	故事

作 为 数 据 仓 储 和 分 析 开 创 者 的	

Greenplum于	2010	年	7	月被	EMC	

收购，成为新成立的	EMC	数据计算产品部的中坚力

量。Greenplum	的软件和装置产品为未来的数据分析

提供了一个宽广的平台，让人们可以从繁纷芜杂的数据

集中获得可据以采取行动的深入见解。

企业级的高可用性

Greenplum	DCA	系统依靠多级别、自我修复和容错能

力（包括自动故障切换、完全在线自我修复再同步，和

多个级别的冗余及完整性检查），满足了最关键企业应

用程序的可靠性要求。数据可用性包括磁盘级的	RAID	

保护，和在不同分支服务器之间的数据镜像。系统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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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可扩展性。

DATA	COMPUTING	APPLIANCE	特性

极高而且可预测的性能，灵活的可扩展性

Greenp lum	 DCA	 的核心是	 EMC	 Greenp lum	

Database，它是一个无共享、大规模并行处理	(MPP)	

体系结构，是专为商情和分析处理应用而设计的。

Greenplum	Database的核心原则是让处理资源大大靠

近数据和数据的使用者。这样就使计算资源能够真正地

以全并行模式处理每一个查询，同时使用所有的存储连

接，并按照查询计划的要求在资源之间高效地传输数

据。结果是，许多复杂的处理可以下推到最靠近数据的

位置，以实现最高的处理效率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快捷

性。

用	SCATTER/GATHER	STREAMING	进行数据加载

Greenplum	DCA	使用	EMC	Greenplum	的	MPP	

Scatter/Gather	Streaming™ (SG	Streaming)	技术来

管理向装置的所有节点的数据流入。该系统利用一种

“全并行”加载方案，数据可从一个或多个源系统流

向数据库的每一个节点，而不存在任何顺序卡点。

Greenplum	DCA	实现了超过每小时	10	TB	的数据加载

速度，	比其他装置解决方案快2到5倍。

性可在失去一个磁盘或服务器时提供零数据丢失。

快速部署和可预测的性能

Greenplum	Data	Computing	Appliance	(DCA)	是一种

专门构建的开放系统数据装置，在体系结构上将数据

库、服务器和存储集成到单个易于部署和扩展（以四

分之一机架为增量从四分机架扩展到多机架）的系统

中，其部署和扩展在几天内即可完成，而不是耗费数

周或数月。该装置的集成和预调节确保了可预知的性

能，同时大大简化了您的数据仓库和分析基础架构，从

而减少了管理开销。

GREENPLUM	性能监控

查看您的	Greenplum	Database	系统的性能，包括系

统性能指标、运行状况特征和查询详细信息。控制板视

图使您能够在查询运行期间监视系统使用率。深入查看

一个查询的详细信息，可进一步了解其性能以及它在查

询计划中的当前执行位置。系统包括电子邮件、SNMP	

通知和安全远程支持功能，可在发生需要注意的事件时

使用。

可靠的备份和灾难恢复

Greenplum	DCA	集成了用于备份数据的业界领先	EMC	

Data	Domain?	重复数据消除和备份技术，可保证快

速、可靠的数据恢复。

前瞻性	EMC“一体化”支持结构

EMC	客户支持服务可提供资源和服务以快速、主动地

解决与解决方案相关的问题和疑问，从而确保业务连续

性和一个高可用数据环境。EMC	的全球维护和支持可

全天候提供服务，包括全天候在线支持工具（实时聊天

和在线服务请求管理）、实时电话支持，以及通过业界

领先的全球现场服务组织进行现场服务。

此外，Data	Computing	Appliance	解决方案还配备了	

Secure	RemoteSupport（呼叫总部）功能，凭借此功

能，该装置可在发生重大硬件和软件错误时自动提醒	

EMC	支持中心，从而实现全天候远程和预防性故障排

除。EMC	支持中心然后会对此问题做出远程诊断以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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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系统停机或缩短系统停机时间，并自动派遣客户工程

师加快硬件问题的解决。

EMC	Greenplum	DCA	系列提供了领先的性价比，利

用极好的优化功能消除了在部署具有可操作性的智能应

用程序时的延迟。

DCA

·业内最佳性价比

·支持线性可扩展性大容量	DCA

·可托管数	PB	的数据而无需占用额外空间，并且

不会造成耗电量陡升或成本增加

·有最佳每单元价格的数据仓库装置

DATA	COMPUTING	APPLIANCE	系列

EMC	Greenplum	Data	Computing	Appliance	提供以

下两种机型：	DCA	和大容量	DCA。无论您的数据计算

需求是什么，DCA	系列中总有一个型号可满足您的需

求。EMC	Greenplum	Database	是这两种	DCA	机型的

核心所在；随着需求的变化和业务规模的伸缩，客户可

轻松在这两种机型之间转换。

DCA

DCA	是一种专门构建、高度可扩展的新一代数据仓储

装置，可在体系结构上将数据库、计算设备、存储设备

和网络设备集成到一个易于实施的企业级系统中。该装

置具有业界一流的性价比。

大容量	DCA

大容量	DCA	可托管数	PB	的数据而无需占用额外空

间，并且不会造成耗电量上升或成本增加。对于那些需

要对大量数据进行详细分析的企业或需要长期归档的企

业来说，此机型是单位成本最低的数据仓库。

DCA	系列规格概述

DATA	COMPUTING	APPLIANCE	配置

DCA	和大容量	DCA	机型都以四分之一机架为增量（四

分机架、半机架、四分之三机架、全机架和多机架）提

供。您随时都可以通过连接最多总计	6	个机柜来扩展

这两个机型中的配置，让分析查询实现自动数据分发和

更高的性能。

对于每一个配置，主机架都包含主服务器和分支服务

器。（在多机架式配置中，扩展机架中将没有主服务

器，而只有分支服务器。）	主服务器负责身份验证、

优化查询、平衡各个分支服务器之间的工作负载，和管

理数据的容错机制。另外，当从分支服务器收到结果

时，主服务器将把结果呈现给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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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A	配置

大容量DCA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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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EMC	全球服务让	EMC	GREENPLUM	DCA	发挥

最大效益

EMC	全球服务针对	EMC	Greenplum	硬件和软件提供

了全套服务，以确保您的系统可在您的环境中如期望那

样正常运行，同时最大程度地降低业务和预算风险。

无论简单还是复杂，专家级的规划、设计和实施服务

都可以帮助您让硬件和软件在您的环境中快速实现其

价值。完成实施后，EMC	的数据迁移服务可以帮助您

规划、设计并安全地将重要数据跨任意远的距离迁移

到新的系统。EMC	还将帮助您将新系统集成到您的信

息体系结构以及商情和分析应用程序中（例如：SAS、

MicroStrategy、Business	Objects、Tableau	等），并

在完成集成后帮助您管理新环境。

经过全面培训的专业服务人员和项目管理团队可以利用	

EMC	全面的数据仓储/商情产品部署最佳做法，在我们

行之有效的方法体系指导下，让您更快地看到所需的业

务成效，而又不会让您感到资源紧张。

6.4EMC	GREENPLUM	HD	ENTERPRISE	EDITION

为企业进一步完善	Hadoop

重点

EMC	Greenplum	HD	Enterprise	Edition	为您提供：

·一个完整的企业级解决方案

·与	Apache	Hadoop	百分之百的兼容性

·消除了	HDFS	的常见问题

·通过网络文件系统	(NFS)	直接访问

·通过	JobTracker	和	NameNode	增强功能实现的

高可用性

·比基于	Apache	的版本快二至五倍的性能

·一个用于多站点部署的高级管理工具

·可靠的数据保护功能，包括快照和群集间镜像

·一个包含丰富的企业级商情工具的网络

·方便地与	EMC	Greenplum	MPP	数据库集成

最近的技术趋势和	Internet	的发展，催生了数量庞大而

复杂的数据。结果是，那些希望获得竞争优势的企业必

须找到有效的方法，分析从新来源获得的非结构化和机

器生成的数据。通过采用	Hadoop	来存储和分析数量

巨大的电话呼叫数据、Twitter	信息、电子邮件、图片

和视频，企业将可以获得新的真知灼见，以推动业务发

展和利润增长。

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	和开源社区最近的发展

将	Hadoop	提升到一个新位置	－企业现在将其看作是

一个对现有基础架构进行补充和完善的关键数据处理平

台。现在，Hadoop	是任何大数据分析计划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

EMC® Greenplum® HD	产品系统让您能够充分利用大

数据分析的优势，而又可以避免从头开始构建项目涉

及的开销和复杂性。Greenplum	HD	有	Community	和

Enterprise	版以及	Greenplum	HD	Data	Computing	

Appliance	模块三种形式，可提供一个完整的平台。

经验丰富的	Hadoop	用户往往发现，易用性、性能和

可管理性方面存在的问题会大大延缓他们的内部开发

流程，同时会长时间占用宝贵的资源。为解决	Hadoop

的这些核心问题，EMC	Greenplum	将提供一种新的

版本，最终满足该平台高级企业级用户的需求。EMC	

Greenplum	HD	Enterprise	Edition	提供一个完整的平

台，包括安装、培训、全球支持，以及超越	Apache	

Hadoop	版本简单组包的附加价值。有了	Greenplum	

HD，Hadoop	变得更快、更可靠且更易于使用了。

GREENPLUM	HD	ENTERPRISE	EDITION	组件

应用程序可移植性方面的创新

HD	Enterprise	EDITION	这一实现与	Apache	Hadoop	

堆栈有百分之百的接口兼容性。通过维护	Hadoop	接

口兼容性，HD	Enterprise	Edition	提供了无缝的应用程

序可移植性，同时还提供大型企业需要的高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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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R	文件系统

MapR	文件系统已替换	HDFS	以提高	MapReduce	性

能并提供多维可扩展性。无锁存储服务支持任何文件上

的多个并发读写操作。

MAPREDUCE

MapReduce	是一个	Hadoop	框架，可用于方便地编写

应用程序，从而以可靠且容错的方式并行处理大量非结

构化和结构化数据。该框架具备硬件故障适应能力，可

相对于用户应用程序透明地处理这些故障。

HIVE

Hive	是	Hadoop	的一个数据仓库系统，允许轻松地执

行数据摘要、即兴查询和分析	Hadoop	兼容文件系统

中存储的大型数据集。SQL	风格的界面为用户提供基

于行的存储功能，此功能与压缩功能一起，提高了存储

数据的压缩比率。

PIG

Pig	是一种编程语言，用于借助	Hadoop	MapReduce	

平台处理大型半结构化数据集。它可以为开发人员提供

一种替代	Java	的编程语言，从而让他们更轻松地编写	

MapReduce	作业。

HBASE

HBase	是一个有版本控制、以列为导向的分布式存储

平台，可为用户应用程序提供对大数据的随机实时读/	

写访问。

ZOOKEEPER

Zookeeper	是一个高可用性的系统，用于协调分布式

进程。分布式应用程序使用ZooKeeper	来存储和传递

对关键配置信息的更新。

MAPR	HEATMAP

MapR	Heatmap	可提供深入见解、完整访问和强大的

工具，以帮助您轻松了解您的群集。图形化和程序化界

面可扩展以适应最大的群集。

GREENPLUM	HD	ENTERPRISE	EDITION	特性

为企业提供一个功能强大的数据协同处理解决方案

Greenplum	Database	和	Greenplum	HD	是两项互为

补充的技术，它们联合起来，为分析结构化、半结构

化和非结构化数据提供一个功能强大的解决方案。结

合使用二者，分析师可利用	Greenplum	SQL	和高级

分析函数的强大功能，对	Hadoop	和/或	Greenplum	

Database	中的数据进行复杂、高速、交互式的分析。

使用外部表可实现快速、轻松的并行数据共享，从而简

化数据访问和移动。综合解决方案提供了业内唯一一个

完整的大数据分析平台。

更易于使用

为让	Hadoop	有效地用于更大的用户组和工作负载，

它必须在较大规模下仍能够轻松地使用、调配、操作

和管理。EMC	Greenplum	已投资开发了一些关键的技

术突破，让客户只需要很少的员工即可更轻松地将数

据移入/移出群集、调配群集资源，甚至管理非常大的	

Hadoop	群集。

·Greenplum	HD	EE	允许通过	NFS	协议实现实时

读/写数据流。有了	NFS	访问权限，任何远程客户

端都可以直接装载群集。应用程序服务器可将它们

的日志文件和其他数据直接写入到群集中，而不必

先将其写入直连或网络连接存储中。

·您可以使用图形化文件浏览器访问并操作群集数

据。您可以直接浏览文件，通过鼠标点击自动打开

关联的应用程序，或者将文件和目录拖放到/拖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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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集。

·管理界面允许用户以图形方式深入了解按群集拓

扑组织的节点运行状况、服务状态和资源利用率，

从而提供对群集资源和活动的全面了解。只需扫一

眼，便可看到整个群集中数千个节点的运行状况。

更加可靠

对于生产数据，企业对可靠性、可用性和存储功能有极

高的期望。通过重新设计	Hadoop	以提供高可用性，

HD	Enterprise	Edition	可防止因单点故障而带来的常见

Hadoop	难题。

·分布式高可用性内置于整个系统中。Greenplum	

HD	EE	体系结构提供	JobTracker	高可用性和分布

式	NameNode	高可用性，以防止作业丢失、令人

扫兴的重启操作和麻烦的故障切换事件。

·远程镜像提供了在远程站点保留群集数据同步副

本的能力，这样在发生灾难时业务运营不会中断。

·快照可针对应用程序错误或误删除为数据提供保

护，同时还使您能够恢复到一个特定时间点。恢复

操作非常轻松：只需将目录或文件从一个快照目录

复制到当前目录即可。

更快

在	HD	Enterprise	Edition	的整个开发期间，该产品的

体系结构都以提高	Hadoop	的性能为目标。从包含单

个节点到数千个节点，任何规模的群集都将体验到显著

超过基于	Apache	的版本的	I/O	和性能优势。

·Greenplum	HD	EE	提高了	MapReduce	性能，并

提供多维可扩展性。数据将直接写入到数据块设备

中，而不用通过	HDFS	或	Linux	文件系统层。

·文件系统是以	C/C++	语言编写的。除了效率和

性能更高以外，还避免了	HDFS存在的与	Java	相

关的常见问题，如垃圾回收问题。

·自动化和透明的客户端压缩可降低开销和空间占

用。

安装和培训服务

EMC	针对	Greenplum	HD	提供一个包括安装和培训服

务的实施包，以确保系统按预期正常运行。无论您的环

境是简单还是复杂，专家级规划、设计和实施服务都可

帮助您快速实现大数据分析所带来的价值。

通过专业化的内容和课程设置，Greenplum	Hadoop	

培训计划可为您企业中所有阶层的人员提供帮助。不

管您是想要了解	Hadoop	价值并使用它的高级管理人

员，还是具有	Hadoop	开发经验的	MapReduce	编程

人员，EMC	Greenplum	都可提供一个适合于您的培训

计划。

EMC	GREENPLUM	HD	合作伙伴体系

业界主流的技术公司都已与	EMC	建立了合作伙伴关

系，以形成一个庞大而且活力四射的合作伙伴体系，

以基于	EMC	的	Hadoop	产品提供更多商情、数据传输

和其他技术能力。这一广泛的支持是	EMC	为	Hadoop	

带来价值的见证。那些一向信任	EMC	的技术公司和企

业，现在还可以信任	EMC	的开源数据分析工具。

企业级商情和分析建模工具支持

Greenplum	HD	Enterprise	Edition	合作伙伴体系包括

以下领域的行业开拓者：提取、转换和加载	(ETL)	；商

情	(BI)	；以及分析工具包。这些合作伙伴为您成功进

行大数据分析提供关键组件。

利用	EMC	全球服务让	EMC	GREENPLUM	发挥最大

效益

EMC	针对	 EMC	 Greenplum	 Data	 Comput ing	

Appliance	系统硬件和软件提供全套服务，以确保系统

在您的环境中按预期正常运行，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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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和预算风险。无论简单还是复杂，专家级的规划、设

计和实施服务都可以帮助您让硬件和软件在您的环境中

快速实现其价值。完成实施后，EMC	的数据迁移服务

可以帮助您规划、设计并安全地将重要数据跨任意远的

距离迁移到新的系统。EMC还将帮助您将新系统集成

到您的信息体系结构以及商情和分析应用程序中（如

SAS、Mic roS t ra tegy、Bus iness 	 Ob jec ts 	 和	

Tableau），并在完成集成后帮助您管理新环境。

通过利用	EMC	全面的数据仓储和商情部署最佳做法，

并在我们行之有效的方法体系指导下，我们经过全面培

训的专业服务人员和项目管理团队将帮助您更快地看到

业务成效，而又不会让您感到资源紧张。

EMC	GREENPLUM	的数据计算产品

EMC	的数据计算产品部正在通过推出突破性的产品

来推动数据仓储和分析的发展，这些产品有	 EMC	

Greenplum	HD、EMC	Greenplum	Data	Computing	

Appliance、EMC	Greenplum	Database，还有	EMC	

Greenplum	Chorus	—	业内第一个企业数据云平台。该

部门的产品实现了开放式系统、云计算、虚拟化和社会

协作的强大威力，让全球各地的企业能够更深入地了解

他们的数据，实现前所未有的更大价值。

6.5适用于GREENPLUM	HD的横向扩展NAS

EMC	Isilon大数据存储和分析解决方案

要点

·业内第一款也是唯一一款适用于Hadoop工作流

的企业横向扩展NAS解决方案

·将Greenplum	HD与Isilon横向扩展NAS相结合

·Greenplum	HD	DCA	应用装置可加快实施速度

·可单独扩展Greenplum	HD计算和存储资源

·全面的Hadoop解决方案，专为满足以下企业要

求而设计：	

-	自动负载平衡	

-	可靠高效的数据保护（含快照功能）	

-	80%的容量利用率	

-	可在单个文件系统中扩展至85	GB/s和15	PB

-	灵活的管理和监视，以优化系统性能

集成HADOOP方法

EMC	 Isilon横向扩展NAS是第一款也是唯一一款可与

Hadoop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层本机集成的企业

NAS解决方案。通过将HDFS作为线上协议，您可以

快速部署全面的大数据分析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将

Greenplum	HD与Isilon横向扩展	NAS	存储系统相结

合，可提供强大、高效、灵活的数据存储和分析体

系。Greenplum	HD与Isilon相结合的解决方案以打包的

形式提供全面的Hadoop系统，	从而帮助您的组织避免

传统Hadoop部署因占用大量资源而造成的复杂性。通

过这种方法，您可以更专注于分析自己的业务，而不必

将宝贵的资源用于努力解决配置和管理Hadoop群集的

技术复杂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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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Greenplum	HD	Hadoop工作流的强大分析功能以及Isilon横向扩展NAS的效率、可靠性和灵活性。

实现HADOOP的远大前程	

企业所产生和管理的数据量正持续快速增长，尤其是在

当今的Internet时代。各行各业的组织都希望利用自己

不断增长的大数据资产，来发现可帮助加快业务发展的

主要趋势及新机会。随着数据量和数据源大幅增加，存

储和分析此类信息的传统技术已无法满足需求。在处理

现代企业正面临的庞大数据量方面，事实证明现有的分

析体系结构过于昂贵，并且速度极慢。

Apache	Hadoop致力于成为创新性的大数据分析引

擎，旨在支持数据密集型分布式应用程序，并缩短分

析企业数据（尤其是非结构化数据）所需的时间。

Hadoop是开放源代码软件框架，适用于在商用服务器

群集上运行面向大批量信息的分析作业。

好处

·兼具高可靠性与高灵活性的基础架构，不存在单

点故障问题	

·能够将HDFS用作真正的文件系统

·易于管理的高效Hadoop环境

·支持多协议访问，从而优化整个分析工作流

·通过Greenplum	Command	Center监视分析资源

·可与Greenplum数据库中的结构化分析实现互操

作

·可与Hadoop和如下体系组件进行本机连接：	

-	Hive

-	HBase

-	Pig

-	Mahout

支持的版本

Greenplum	HD	1.1

Hadoop由两个主要组件构成：MapReduce和Hadoop

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MapReduce是并行任务处

理机制，可获取查询并在多个节点上并行运行该查

询，从而更高效地处理大规模数据集。HDFS是分布

式文件系统，典型Hadoop群集可利用它来存储将由	

MapReduce	进行分析的所有数据。Hadoop通常与

HBase、Pig和Hive等Hadoop组件协同工作，以扩展数

据库计算功能。

Hadoop中存储的数据通常会被多次复制并分布在

整个Hadoop群集中，从而提高性能和可靠性。传

统	Hadoop部署在商用服务器群集上运行，以进行计

算(MapReduce)、利用直接连接存储进行数据存储

(HDFS)，并通过网络相互连接。单个服务器（称作

NameNode）存储HDFS中所存储文件的所有元数据。

这种面向Hadoop环境的传统方法会给企业造成诸多难

题：

·Hadoop实施和管理的技术复杂性

·NameNode存在单点故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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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连接存储的存储利用率低，并且这一问题会

因HDFS复制而更加严重

·管理大量本地连接磁盘池既复杂又昂贵

·数据转移和加载进程效率低下

·无法单独提高性能或增加容量

·跨多个开放源代码项目的复杂集成

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我们的解决方案集Greenplum	HD

与Isilon横向扩展NAS的功能于一身，可为您提供具有

无与伦比的价值的全面大数据存储和分析解决方案。

GREENPLUM	HD

Greenplum	HD有助于您利用大数据分析的优势，又

可以避免从头开始构建项目涉及的开销和复杂性。

Greenplum	HD可以是软件形式，也可以位于预配置

的Data	Computing	Appliance模块中，它可提供一

个完整的平台，包括安装、培训、全球支持，以及

超越了Apache	Hadoop版本简单组装的附加价值。

Greenplum	HD模块将Hadoop和Greenplum数据库结

合成一个专用Data	Computing	Appliance。

Greenplum	HD是经过	100%	开放源代码认证而且受支

持的Apache	Hadoop堆栈版本，该堆栈包括HDFS、

MapReduce、Hive、Pig、HBase和Zookeeper。

Greenplum	HD得到了全球最大的Hadoop支持组织的

支持，并且在包含1,000个节点的Greenplum	Analytics	

Workbench中通过了大规模测试，它可为企业级

Hadoop堆栈提供灵活的存储选项。Greenplum	HD让

Hadoop变得更快、更可靠且更易于使用。

通过	EMC	ISILON	横向扩展	NAS	进行大数据分析

EMC	Isilon横向扩展NAS提供与HDFS的本机集成，以

及您最大限度地实现Hadoop数据存储和分析工作流投

资的价值所需的简单性、效率、灵活性和可靠性。

简单性

·通过InsightIQ简化存储管理

·消除管理大型直接连接存储池的复杂性

·在支持Hadoop工作流的同时，在不到60秒内

扩展性能和容量

·能够将HDFS用作真正的文件系统

·通过标准协议加载数据，从而简化整个工作流

效率

·让Hadoop获得行业领先的存储效率

·EMC	Isilon横向扩展NAS可以从单个共享存储

池提供80%以上的利用率。	由于DAS固有的低

效问题，使用直接连接存储的传统Hadoop存储

部署通常需要多使用两到三倍的容量。

·能够避免将数据导入Hadoop/从Hadoop导出

数据，这些操作会占用大量资源

·通过单个卷/文件系统中的高密度存储和里德-

所罗门奇偶校验分条减少数据中心占用空间。

·利用更高的Hadoop计算CPU利用率、更少的

数据中心占用空间和简化的管理来控制总体拥有

成本

灵活性

·能够灵活地单独扩展Hadoop的容量或计算

·利用多个标准协议来分别深入了解大数据分析

工作流的其他组件

·利用EMC	Isilon横向扩展体系结构以经济的方

式扩展容量	

·从单个卷/文件系统将聚合式性能提升到85	

GB/s

可靠性

·受益于通过SmartConnect使用负载平衡和故

障切换

·每个EMC 	 I s i l o n 	 节点都是Hado op的

NameNode

·通过FlexProtect在文件/文件夹级别应用强

大、高效的分布式数据保护

·通过SnapShotIQ、SyncIQ、SmartLock和

SmartConnect实现企业级数据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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