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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Overview of Big Data



Data and Big Data



数据无处不在
从计算机科学的角度，所有能够输入到计算机并被计算机程序处理的符号的总称

“人-机-物”三元融合，世界已经成为数据化的世界

当文字成为数据 当方位成为数据 当沟通成为数据

一切事物的数据化



数据无处不在

我们生活在数据中，所有人都在制造和分享数据



数据无处不在
案例：从最不可能的地方获得数据 (互联网+物联网)  当一个人坐着的时候，

他的身形、姿势和重量分布都可以量化和数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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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在增长
右图：1986年到2007年

的数据变化
 模拟数据
 数字数据



铺天盖地的“大数据”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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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新闻1亿+篇

大数据“完全占领”了互联网和IT领域之后，开始进入各行各业，形成 
了政府大数据、教育大数据、医疗大数据、交通大数据、金融大数据、 
保险大数据、公安大数据、法院大数据、旅游大数据、……



铺天盖地的“大数据”字眼



国际战略布局与思考
美国的大数据规划– 上升为国家意志

 2012年3月29日，美国联邦政府整合6个部门宣布2亿美元的“Big Dat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itiative”

目标：国家安全、新兴产业、科学发现与新型学科

美国成立国家级研究机构–突破核心科学与技术挑战
 2012年，美国能源部斥资2500万美元，在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组织下，汇集美国6大国 家实验室和7所著名大学，建立可扩展网络数

据管理、 分析与可视化(SDAV)研究所。

欧盟的大数据规划 -  数据基础设施为先导
地平线(Horizon 2020) - The Framework Program f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GRDI 2020 - Global Research Data Infrastructures
 FP7 Call 8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 Big Data



中国战略布局与思考
大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日益对全球经济运行机制、社会生活方

式和国家治理能力产生重要影响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大数据发展及其创新应用
 2014.11《关于促进电子政务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5.08《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2015.10 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
 2021.12 《“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



十四五规划建议中的“大数据”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建
议

（2020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加快第五代移动
通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建设。

推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 

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改革。



大数据人才缺口
市场对大数据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供求关系不成正比，  2025年人才缺口可

达到230万

同时，产业发展对大数据人才提出更高要求



大数据人才缺口
 《2021-2022 - 中国大数据产业发展报告》

 当前全国的大数据人才仅46万，3-5年内大
数据人才的缺口将高达150万

 拥有数据架构、数据挖掘与分析、产品设计等专
业技能的大数据人才备受企业关注

 在BAT企业招聘的职位里，60%以上都在招大数
据人才



大数据人才缺口
传统的工科人才培养模式难以满足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求，亟需探索大数据工

科人才培养的新途径和新模式

大数据工科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
26

校内外都存在针对大数据技术的广泛需求，但专业划分偏窄、偏细，使得现有
大数据相关的技术体系和积累较为零散，给跨学科交叉创新与技术应用带了诸
多限制

新工科时代涌现出大量的新兴经济行业（如共享经济、数字经济、智慧城市），
使得传统的专业设置略显陈旧，培养的人才知识体系不能有效应对新兴行业的
大数据人才需求

很多工科学生的理论知识扎实，但实验实训、人文基础不够，创新性受限，向
专业数据科学研发人才的转化率较低



大数据人才缺口
大数据新工科人才需要具备以下素质

理论基础扎实，能理解运用数据科学中的理论模型

实践能力强，具有处理大数据的能
力

跨界能力强，能够解决特定行业的大数据应用问
题



大数据人才缺口
国外的著名高校大部分设立了大数据科学相关专业和机构

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

201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大数据学院和大数据研究院

2016年，北京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及中南大学分别 成功申请了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
术专业

教育部 《普通高等学校术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数据显示，“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是2016-2020年高校新增数量最多的专业，共有614 所高校新增了该专业，约占中国高校
总数的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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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20年“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专业备案数量



大数据人才缺口
这些新增数量较多的专业，多体现了实用性与交叉性，如大数据、人工智能与

农牧业、交通、生物医药、采矿、测控等交叉融合的专业，反映了大数据相关
专业朝着精细化、融合化的方向发展。

深圳技术大学：大数据与互联网学院——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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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相关竞赛



What is “Big Data”?!? Is this really 
about size?



Naive Definition
Naive definition:
Big data only depends on the data size
1 GB? 1 TB? 1 PB?

Naive interpretation misses important aspects
Time:

• Analyzing 1 Gigabyte of data per day is different from analyzing 1 Gigabyte 
of data per second

Diversity:
• Analyzing spread sheets with numeric data is different from analyzing Web 

pages that contain a mixture of text and images
Distribution:

• Analyzing data from a single source is different from analyzing data from 
multiple sources



Definition of Big Data
Following Gartner‘s IT Glossary:

Big data is high-volume, high-velocity and/or high-variety 

information assets（信息资产） that demand cost-effective

（成本效益）, innovative forms（创新形式）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at enable enhanced insight（洞察力）, decision 

making, and process automation. 

The three Vs
Volume
Velocity
Variety



The Dimension of big data



大数据有多大？
数据量已到ZB等级

KB->MB->GB->TB->PB->EB->ZB->YB->NB->DB
PB以上级别的数据，最有效的传输方式是空运，而不是网络

60秒，我们能产生多少数据？

PB是大数据层次的临界
点

1 ZB = 210 EB = 220 PB = 230 TB = 240 GB



The 3 Vs: Volume
客观存在的大数据---Volume(数据量巨大)

阿里所保有的、经过清洗的历史数据已超过100PB。

——阿里数据仓库负责人七公（汪海）

百度现在的数据规模已经到了EB级，每天处理的数据量
到了上百PB。

——百度大数据部总监薛正华

全球数据总量在2010年达到1.2ZB，2020年达到  44ZB，每两年增
长一倍。

——IDG数字宇宙报告2014

• 1 ZB = 地球上沙粒的总量，1 EB = 4000个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藏书

而大数据不仅仅只是量大！



The 3 Vs: Variety（多样性）
Diversity in data types and data sources Structured

结构化

Semi-
Structured

半结构化

Quasi-Structured

准结构化

Unstructured

非结构化

时空数据 文本数据图像数据视频数据 音频数据 事务数据

数据形式的多样:

– 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非结构化数据

– 关系数据库数据、XML/JSON文档、音视频数据

数据来源的多样性：
– 不同的IT应用系统

– 各种设备（手机、手环）

– 互联网、物联网

– 其它



Examples for data types
Structured Quasi-Structured

Semi-Structured Unstructured



The 3 Vs: Velocity（高实时性）
Speed at which new data is created

Speed at which data must be processed and analyzed
 Often close to real-time



The 3 Vs: Velocity
客观存在的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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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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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e Vs

Some people actually use 10 Vs to define 
big data!
• Variability
• Veracity
• Validity
• Vulnerability
• Volatility
• Visualization
• Value真实性



The Value

数据种类多样
(Variety)

高实时性
(Velocity)

流式处理Streams
实时处理Real Time

结构化Structured
非结构化Unstructured
半结构化Semi-structured 批处理B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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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ue

数据价值巨大

数据量大
(Volume)



V: Value
客观存在的大数据--- Value(价值巨大)

挖掘大数据中的价值类似沙里淘金，需要从海量数据中挖掘稀疏但珍贵的信息

所有产业都可以应用大数据产生价值

潜在价值高低

价 
值 
获 
取 
难 
度

图：麦肯锡对各个行业从大数据中 获得价值难易程度
的分析 (2011年)



Big Data Value
李德毅院士：大数据本身，既不是科学也不是技术，它反映的是网络时代的

一种客观存在

你们说的大数据到底是啥？大数据的输入和输出是？

我不认为数据等同于价值，哪些数据才有价值？ 

大数据到底是噱头+忽悠，还是真金白银啊？

我没看清楚大数据的价值，但很清楚大数据的大成本，真能赚回来吗？ 未来真的

不会大数据就不能赢了吗？

我用SQL Server用的好好的，一定要现在就转大数据吗？  

所谓的大数据牛的公司，到底牛在哪？

大数据就是数据，没什么可神秘的。它是一种原材料，数据库、数据挖掘、
云 计算、高性能计算、机器学习等都可以看作是对这种原材料进行存储烹饪
加工 等的手段和技术，目的就是做出各种美食（例如让AlphaGo打败李世石）



The value of big data



数据蕴含着巨大的价值
健康医疗方面

病人数据资料推动个性化药物治疗

第三次药物革命的代表将是靶向的、个性化的药物。这些药物可以针对
每个人的基因进行定向治疗，使治疗能够更加精准、有效且副作用更少。
现在看似同样的疾病、同样的治疗，对不同的患者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
的治疗结果，这就是因为每个个体都是有差异的，年龄、性别、体重、
饮食结构等都不同，更不用说基因遗传的不同了。



数据蕴含着巨大的价值
教育方面：“因材施教”

学 
生 
的 
学 
习 
行 
为 
数 
据

大数据 
分析

学生认知水
平画像

个性化学习推
荐

试题难度等特
征的预测

试题-知识点



数据蕴含着巨大的价值
教育方面：“优化教师教学”

聚类

根据考试数据对班级进行简单聚类，根据聚
类结果，发现70%的类里，两个班集是同位
授课教师



数据蕴含着巨大的价值
社会科学
社交媒体比问卷调查提供了更有代表性的结果
智能引导社会成员的行为

15万名奥巴马支持者在 
Facebook安装 了 “奥巴 
马2012”应用，而通过 
这个程序，总统竞选团 
队可以间接得到这些支 
持者数百万的Facebook  
好友信息。

有一种说法称，特朗普 
的团队聘用数据分析公 
司，做了精准的广告投 
放，影响了那些徘徊不 
定的选民，拿下了决定 
性的关键州选举人票



数据蕴含着巨大的价值
社会科学：自动写稿、评论



数据蕴含着巨大的价值
影视娱乐：纸牌屋效应



数据蕴含着巨大的价值
 影视娱乐：纸牌屋效应



数据蕴含着巨大的价值
电子商务方面：计算广告



数据蕴含着巨大的价值
电子商务方面：计算广告

① 媒 体 端告
诉后台， 该
机主的IMEI
号和场 景信
息

出现一次曝光机会！

广告物料

库

物料标
签

物料ID1，APP，理财，…

物料ID2，商品，食品，蟹、… 

物料ID3，汽车，本田

物料ID4，工具，学习，词典，

③后台取出当前激活
的各个物料及其标签

点击率预 
测模型

0.68%

0.52%

0.82%

0.60%

预测结
果

④进行点击率预测，并 
展现概率最高的物料

后台

DMDMBP P

媒体端媒体端

IMEI号和当
前场景信息

点击率预测

用户画像标签：
男、青年、已婚、无子、白
领、喜欢汽车、无车、IT、
喜欢理财…

② 后 台 取 出 该
IMEI号 对应的
用户画像标签



数据蕴含着巨大的价值
电子商务方面：精准搜索、个性化消费推荐



数据蕴含着巨大的价值
城市交通方面

提示：创景路堵车，请绕行



数据蕴含着巨大的价值
司法管理方面：智慧司法 案件：涉案当事人王某被法院判定赔

偿人民币20万
元，王某宣称无力支付。

从前：法院查询王某名下财产，包括
银行存款、房产、现金等，发现其的
确没有执行能力，但怀疑其有故意转
移财产的嫌疑。王某社会关系复杂，
这让执行法官无从下手，可能需要求
助公安机关。

现在：创建涉案当事人画像系统后，
打破了各部门之间数据壁垒，使得数
据可以互通互联。执行法官通过系统
获知王某的社交关系信息、房产交易信
息 等，最终查明王某通过给好处费的
方法蓄意将变卖房产后的现金存放在
友人处。王某故意隐匿财产， 法院对
其强制执行。



数据蕴含着巨大的价值
公司管理方面：大数据智能化人力资源管理

大数据

智能化招聘
管理工具

外部招聘是互联网公司完善人才梯队、提

升业务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在传统招聘中，

主要依赖招聘人员的知识储备与经验判断。

因此，熊辉老师团队开发了智能化招聘的

一系列管理工具，基于内外部大数据精准

HR更有效、高效地获取高科技人才。

智能招聘效率提升

招聘状态转移

动态招聘广告

人才圈子发现

人才流动预测

面试官评估与人才特征

该工具学习提取优秀面试官与优秀员工特征，帮助HR在招聘过程

中更合理的安排不同阶段面试人员，并提供候选人考评依据

招聘市场趋势挖掘

该工具挖掘外部公司与时长任意时刻所处的招聘状态，与因此

产生的招聘需求与招聘主题匹配。从而预测未来的招聘趋势

智能生产招聘广告

该工具把业务部门提出的模糊的、片面的招聘需求转化为正
面

的、清晰的人才筛选标准，并智能生成相应招聘广告

招聘人才圈子发现

构建人才转移网络，挖掘网络中存在的人才转移圈子，为公

司 招聘与员工求职提供依据，同时可以用来预测人才流动

预测外部人才跳槽倾向

该工具通过挖掘外部人才社交网络信息，智能预测人才一段时间
内的跳槽倾向，从而为公司有针对性地竞争优秀人才提供依据



数据蕴含着巨大的价值
公司管理方面：大数据智能化人力资源管理

分析出了离职指数最高的前30名员工，3个月内其中29人向人力部门提出离职申请

DVD4.0机器学习之离职分析预测系统截图 Workday公司离职风险评估系统截图



数据蕴含着巨大的价值
智能助手、艺术创作方面

• 流行音乐的旋律与编曲生成

More demos:
https://musicshow.chinacloudsites.cn/



数据蕴含着巨大的价值
智能助手、艺术创作方面

机器作诗

江、船、秋风

春风、杨柳

松、竹、山、牧童

用户写作意图 对应诗词

诗歌自动生成系统



数据蕴含着巨大的价值
机器作诗 PK 古代诗人

秋夕湖上
一夜秋凉雨湿衣， 西
窗独坐对夕晖。 湖波
荡漾千山色， 山鸟徘
徊万籁微。

秋夕湖上
荻花风里桂花浮， 恨
竹生云翠欲流。 谁拂
半湖新镜面， 飞来烟
雨暮天愁。

宋代诗人葛绍
体

机器

哪首诗是人写的?



数据蕴含着巨大的价值
科学技术研究方面

大数据推动科学新技术发现

科学 
大数据

天文大数据搜索新星 大数据地震速报、余震预测

生物大数据改良基因

物理大数据预测分子属性

专利数据挖掘保护知识产权



The Trending of Big Data



大数据发展的趋势

大数据发展的三大趋势



大数据发展的趋势（一）
人们的行为发生了深刻变化……

教宗本笃十六世

教宗方济各

数字痕迹
Digital Traces



大数据发展的趋势（一）
数字痕迹(Digital Traces)
纽约证交所每个交易日生成 1TB 的交易数据

Facebook每天大概接收用户500+T的社交数据，主要
是照片、视频、文本消息、评论等

2019年春晚全球观众参与百度APP互动次数达到208
亿次

趋势1：数据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容易产生与获取



大数据发展的趋势（二）
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数据驱动”

智能推荐
 信息的极度爆炸，使得人们找到他们需要的信息变得越来越难

 面对海量的数据，用户需要更加智能的、更加了解他们需求、口味和喜好的信息发现机制，于是推荐系统应运
而生

 推荐算法能够根据用户的喜好，向用户推荐商品或者服务。在电子商务 (E-commerce，比如Amazon等)网站、
音乐、电影、和图书分享网站，推荐引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大数据发展的趋势（二）
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数据驱动”
智能推荐离不开对海量用户行为数据的分析
基于内容的推荐: 发现物品或者内容的相关性，进行推荐
协同过滤: 它根据用户对物品或者信息的偏好，进行推荐

西虹市首富 疯狂动物城 我不是药神 雨中曲 飞屋环游记 霸王别姬 虎口脱险

u1

u2

u3

你 ？ ？ ？



大数据发展的趋势（二）
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数据驱动”
信息流广告(feeds流广告)

微信朋友圈广告是典型的feeds流广告
• feeds广告就是与内容混排在一起的广告
• 最不像广告的广告，长得最像内容的广告
• Feeds广告操作性简单，打扰性低，已经成为移动互

联网时代主流的广告形式。

建立在用户行为记录和大数据分析基础上，个性化推荐



大数据发展的趋势（二）

下面哪些是信息流广告 多选取？�

A B C



大数据发展的趋势（二）
“数据驱动”的科学研究

2007年，图灵奖得主Jim Gray提出数据密集型科学为科学的第四范式
 Empirical(实验科学，实验归纳)- 钻木取火
 Theoretical (理论科学，归纳总结)- 牛顿三定律
 Computational (计算科学，计算机仿真)- 模拟核试验，天气预报

 And now data-driven (data-Intensive)

Data-driven science is the "fourth paradigm" of science that 
uses the computational analysis of large data as primary 
scientific method and "to have a world in which all of the 
science literature is online, all of the science data is online, 
and they interoperate with each other ".



大数据发展的趋势（二）
大数据驱动的群体情绪变化
• 针对用户每天发布的微博进行文本分析

人的情绪在一天的不同

时刻是会发生变化的
• 正、负面情绪并非此

消彼长

• 周末我最high

• 周一不开心……



大数据发展的趋势（二）
数据驱动的性别研究
• 性别研究(Gender Study)

不同性别之间对于配偶的期待是否存在着显著差异？

我的年龄 vs. 配偶年龄 收集在线交友网站的数据……



大数据发展的趋势（二）
数据驱动的性别研究

Rudder, C. Dataclysm: Who We Are. 2015, January 24. 



大数据发展的趋势（二）
数据驱动的决策支持

传统的企业
数据只有数据库管

理员或CIO关心

今天的企业
数据是企业的核心，所有
事情都越来越数据驱动

趋势2：人们的决策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基于数据驱动



大数据发展的趋势（三）
人们处理数据的能力与日俱增

从计算机的视野看
数据科学+大数据 



大数据发展的趋势（三）
编程语言 

https://www.tiobe.com/tiobe-index/



大数据发展的趋势（三）
数据采集与治理



大数据发展的趋势（三）
数据存储与计算平台



大数据发展的趋势（三）
分析平台与工具



大数据发展的趋势（三）
数据可视化

趋势3：人们处理数据的能力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



Techniques towards Big Data
Massive Parallelism

Huge Data Volumes Storage

Data Distribution

High-Speed Networks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Task and Thread Management

Data Mining and Analytics

Data Retrieval

Machine Learning

Data Visualization

Techniques exist for years to 
decades. 
Why is Big Data hot now?



Why Big Data now?
More data are being collected and stored
Open source code
Commodity hardware / Clou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AI

算力

大 数 据 是 人 工 智
能 发 展 的 基 石 ，
人 工 智 能 的 核 心
在于数 据支持。

人 工 智 能 算 法 的
实现需要强大的计
算能力支撑，特别
是深度学习算法的
大规模使用，对计
算能力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算法

Algorithm Computation

Big data

数据

机 器 学 习 算 法 是 人
工 智 能 的 核 心 ， 是
今 天 引 领 人 工 智 能
发 展 潮 流 的 一 大 类
算法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现阶段，人工智能的核心是对大数据进行的特征抽取与机器学习算法

无监督

有监督

新数据

特征抽取 机器学习算法

预测

带标签数据

训 
练 
数 
据

核心



要求：将数据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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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未来—数据驱动人工智能成熟与商业化

AI

数据

算法

数据的爆发式增长为人工智能提供 
了充分的“养料”，市场调研机构 
IDC预计，到2020年，全球数据总 
量将达到40ZB，我国数据量将达到  
8.6ZB，占全球的21%左右。

深度学习的出现突破 
了过去机器学习领域 
浅层学习算法的局限
，颠覆了语音识别、 
语义理解、计算机视 
觉等基础应用领域的
算法设计思路

B

A C

GPU、NPU、FPGA等专用芯片
的 出现，使得数据处理速度不再
成为 人工智能发展的瓶颈

算力



大数据的未来—数据驱动人工智能成熟与商业化
 大数据的未来—数据驱动人工智能成熟与商业化

 向垂直行业渗透已成为大势所趋

 把相关技术赋能给具体的垂直行业，比发掘一个适用于所有行业的通用问题

好很多

 从产值来看，在电商等领域有较好发展，一些领域（如农业） 没有充分发展



大数据的未来—数知融合，让人工智能更“聪明”

能 
穿 
多 
少 
穿 
多 
少

能 
穿 
多 
少 
穿 
多 
少



让我们一起玩转大数据吧！
21

收集、传输

存储（如硬盘、数据库）

计算（平台与架构等）
基本程序与算法

可视化分析、挖掘和学习

数据安全与个人隐私

生产、记录
......



课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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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劲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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