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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速度与激情
大数据世界之旅北京站

日程安排：
10:00 主题演讲

11:40 午餐 与 产品演示

13:00 高性能分析分论坛 与 机器学习应用分论坛

14:35 茶歇 与 产品演示

14:50 高性能分析分论坛 与 机器学习应用分论坛

今天的客户演讲嘉宾包括：

• 何雯，数据分析师，汇付天下有限公司

• 谢力娜, 数据业务部负责人，北京未来广告有限公司

• 陈大钊, 研发总监,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在理念创新经济中，任何人都可以改变世界

世界最大的出租车公司
没有一辆汽车。

世界最受欢迎的媒体公司
不创造任何内容。

世界最大的定制手工品零售商
没有任何库存。

不需要通过银行
便可获得 7.15 亿美元贷款。



源于数据驱动“差距”的挑战

无暇顾及应用效果和业务价值

速度和容量不断增长的
数据 : 常常孤岛化

数据无法按照角色进行访问
和控制

分析 = 过于艰难和缓慢的被动
“报告”

孤岛 人员 预期 ≠ 提出的见解



1. 将一切记录下来
2. 对一切信息进行分析
3. 样本大小 = ∞
4. 细分市场

大数据领导企业的经验之谈



转型
为混合基础设施

提高
工作区生产效率

保护
您的数字化企业

助力数据驱动型企业

充分利用所有类型的数据，提

高可付诸实施的业务洞察力，

大幅提升业务运营效果和产出。

助力理念创新经济



100%
的相关数据

利用大数据，
推动卓越的业
务成效

构建以数据为
中心的基础设施

发现数据
的价值

我们的目标是助力您快速成为数据驱动型企业

降低风险

优化运营

实现爆发式增长

人类数据

机器数据

业务数据



如何构建以数据为中心的基础设施

最大限度利用您的现有数据投资

利用开放式源代码，同时不影响规模、
性能和可靠性

部署在任何位置: 云、内部部署、混合部署

将机器学习无缝融合到应用中

对数据进行监管，实现合规并降低风险



9

接纳

开放式创新



开放式创新...蓄势待发！



人类数据

开放式创新方案利用全部相关数据
互联的人群、应用和事物越来越多，产生的各种形式数据也越来越多

机器数据

业务数据

传统业务的增长速度

10 倍于



开放式创新正在改变一切

封闭式技术架构设计

“事后”静态分析，
例如每月报告

分析“静态”数据

通过机器学习获得实时见解和
理解

将数据科学融入流程中 新
一代应用和服务

随时随地发现并分析任何数据

基于设施的系统
无缝融合开放源代码、高级技
术、部署选择…

控制成本 实现成效

传统数据分析 现代数据分析

业务转型之旅



机器学习可带来差异化优势

数据挖掘、商业智能和离线数据分析
例如，零售商通过分析销售数据来优化产品组合

存储和访问海量数据
例如，百度地图、合规存档

在应用软件中集成和使用数据分析
例如，预测性维护

在所有应用和服务中通过机器学习实现自动化数据科学
例如，手机视频约会应用中的脸部检测

过去

现在

未来

业务发展进程中的数据分析演进过程



HPE大数据高级数据分析软件解决方案

Vertica 高性能高级分析

− 海量数据实时处理性能

− 内部部署、云部署和按需部署

− 基于 Hadoop 的本机优化 SQL

针对人类信息的 IDOL 增强
智能

− 高级企业搜索和富媒体分析

− 分析文本、音频、图像和流媒体
视频

Haven OnDemand API 和
服务

− 机器学习即服务

− 可访问任何网络应用

− 任何开发人员均可使用

深层学习

文本分析

脸部检测

神经网络

言语识别

分类



无损性能且不受限制的开放式创新
通过HPE大数据分析交付卓越的业务成果

HPE大数据
平台

• 针对企业内、
Hadoop 和云部署
优化的行业领先列
式数据库

• 同类最佳的企业搜
索和富数据分析

• 首款全面的机器学
习即服务云解决
方案



HPE大数据软件

性能和规模

在任何位置使用和部署

无损性能的开放源代码

所有人都能访问的机器学习

全面的高级数据分析支持

可带来竞争优势的开放式创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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