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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E Vertica 核心技术
专为高性能和大规模构建

通过独特的 Vertica 列

式存储实现最佳数据查

询性能

列式存储和执行

利用线性扩展来扩展

系统。

无单点故障。负载平衡

集群

存储更多数据、使用

更少硬件、提高吞吐

量、增大规模

压缩

通过投影和自动化设

计优化性能

投影



HPE Vertica 数据分析特性
相关概念和应用



HPE Vertica 数据分析
标准的 SQL 界面、丰富的功能和可扩展性

高级功能支持：
– 窗口功能
– 统计
– 地理空间

SQL ‘99

特定功能：
– 模式匹配
– 事件序列连接
– 时间序列
– 快速聚合 (LAP)

HPE Vertica 的
SQL 扩展

可通过应用执行
– 自定义数据挖掘
– 专业解析器
– 数据库内机器学习

SDK

用于实现以下目标的高级功能：
– 会话分析
– 转换分析
– 快速聚合

可规模化执行的标准功能
– 与其他工具轻松集成

以下工具的可扩展性

– Java
– C++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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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E Vertica 合作伙伴生态系统
通过全面支持 SQL 标准来实现

Data 转换

高级分析

云

平台

商业智能/虚拟化

HPE安全数据



HPE Vertica Place
基于海量数据的实时地理空间分析

优化的空间合并

– 基于内存的地理空间索引将成本高昂的扫描变成
轻松的查询

– 列式数据格式在查询处理中消除不相关的数据

基于易于使用的 OGC 标准的实施

– 符合 WGS84 标准

– 几何体和地理数据类型：点、线、多边形

– 支持 WKT/WKB 格式

– 要计算的空间函数：距离、交点

与第三方应用轻松集成

– ESRI Shapefile 解析器

SELECT STV_Intersect(gid, geom
USING PARAMETERS
index=‘/dat/states.idx’) 

OVER() 
AS (call_gid, state_gid) 
FROM calls;



扩展的 SQL
模式匹配（漏斗分析）

目标

– 识别流量日志/操作序列中的模式

基于Vertica技术的解决方案支持

– 可通过自定义 SQL处理模式匹配问题

– 基于行标签顺序分析潜在业务含义

– 简单易于的正则表达式方法

HPE AppPulse 用例

– 产品经理在查看用户流时发现许多用户在看到
第三个屏幕后便放弃使用产品

SELECT uid, sid, refurl, pageurl, action, event_name()
FROM clickstream_log
MATCH( PARTITION BY user_id

ORDER BY timestamp
DEFINE
ENTRY as RefURL NOT ILIKE ‘%myStore%’

and PageURL ILIKE ‘% myStore%’
ONSITE as PageURL ILIKE ‘% myStore%’

and Action = ‘V’
PURCHASE as PageURL ILIKE ‘%myStore%’

and Action = ‘P’
PATTERN P as (ENTRY ONSITE+ PURCHASE)
ROWS MATCH FIRST EVENT);



Flex Table – 适时实例化
采集和管理半结构化数据的新方法

特点

– 无需声明数据结构

– 适用于 JSON、Avro、CSV 和自定义格式的解析器

– 对半结构化数据执行 SQL 查询

– 为提高性能对列进行实例化

优势

– 适用于数据湖的即时商业智能仪表盘

– 减少机器数据的变异和种类

– 根据需要添加/提取新字段

– 轻松优化选择数据

– 对半结构化数据使用成本低廉的存储

– 使用一致的 SQL 方法来处理结构化和半结构化数据

表格
半结构化数据

A B C D

表格
半结构化数据

A
B

C
D



机器学习 - HPE Vertica的核心
最新的功能: 快速与大量的预测分析

– 机器学习算法，比如 K 均值和回归。成为HPE 
Vertica的核心

– 数据库里的高性能预测模版减少数据重复, 通常需
要厂商配合

– 传统方法无法处理大量数据,要减少样品采取,减低
预测准确性

节点 1 节点 2…. 节点 n

用户案例

– 客户预测

– 指出错误的保险赔偿

机器学习功能在Vertica cluster的不同节点并行



连接和部署



HPE Vertica 部署和数据访问
轻松适应环境

在数据存储位置部署计

算，最大限度减少硬件

投资

云

通过 Hadoop 优化

ETL，充分利用机器

学习

Spark

在 HDFS 中以本机

Hadoop 格式高效访

问数据

Hadoop

简化从多个不同数据

源的高速数据加载

Kafka



HPE Vertica 云部署
云中的两种运行方式

以下网站上的 AMI：
http://amzn.to/1OLVe4C
– 只需提供一个许可证

– 让客户运行超过 100 个节点生产群集

自助式托管解决方案：
https://saas.hpe.com/buy/vertica-on-
demand
– 在 Amazon 和 OpenStack 上运行

– 无所不包的开发人员自助式服务

http://amzn.to/1OLVe4C
https://saas.hpe.com/buy/vertica-on-demand


基于 Hadoop 的 HPE Vertica for SQL（也称为 VSQLOH）
“Vertica 速度快，Hadoop 规模大；VSQLOH 兼具两者之优点。”

基于 Hadoop 的 HPE Vertica for SQL 提供 Hadoop 上
唯一的全功能查询引擎

– HDFS 中的本地数据探索

– 与 HCatalog 集成

– 跨 ORC、Vertica ROS 以及 Parquet（即将涵盖）的数据查询

– 相同的核心引擎 – 完整 SQL 支持

– Hadoop 跨分发版支持

– 与 Kerberos 安全性集成

TPC-DS 基准结果

– 速度平均是 Impala 5.3.3 的 1.6 倍
– 在没有修改的情况下运行全部 99 个查询，Impala 只能运行

67 个

HCatalog

HDFS

json csv

HDFS

txt orc

HDFS

ROS ROS

HPE Vertica



Kafka 与 HPE Vertica 集成
可扩展并具容错能力的“单次”数据加载

Vertica 基于 Kafka持续采集并加载数据

– JSON、Avro 和自定义解析器

– 可处理突发剧增的数据，并根据吞吐量动态划
分主题的优先级

– 数据库内监控

每小时加载 TB 级数据，无需微调

– 3 节点 Vertica 群集（24 核，每个 252 GB 
RAM），1 个 Kafka 代理

– 加载速度以 TB/小时为单位

加载
调度程序

KafkaKafkaKafka

Vertica

Kafka 插件

Vertica

Kafka 插件

Vertica

Kafka UDx Library

CLI

加载

导出



适用于 Apache Spark 的 HPE Vertica Connector

立即下载测试版

– 针对 Vertica 数据分布特点优化的双向数据连
接器

– 支持在 Spark 内存中高效运行 ETL 以及加载
到 Vertica 中

– 可将 Vertica 数据加载到 Spark 中，以构建机
器学习模型

– 使用 Vertica 可扩展大数据平台开始运行
Spark 机器学习模型

执行器

执行器

任务

任务

任务

任务

任务

任务

RDD
数据帧

Vertica 表格数据分段

节点 1

Vertica 表格数据分段

节点 2

Vertica 表格数据分段

节点 3

员工节点

员工节点

分区

分区

分区

分区

分区

分区

HPE Vertica



HPE Vertica 客户处的物联网 (IoT) 数据管道

租赁费用

电量消耗

机器传感器

访问日志

可选包含 Spark/Storm –
将所有货币换算为美元

地理空间，可按位
置跟踪使用情况和
故障

机器学习，可进行分
类、分级和预测

多维度，可按成本中心、诊所和
其他层级结构级别进行聚合

实时仪表盘

按照部件更换建议

进行运维

按照租赁买断建议

进行融资

时间序列，可插入缺失值。事
件序列合并，可混合订阅源。

日志文本分析和模式匹配
可理解错误

以许多格式与多个其他数据
池中的数据合并

以许多格式存在的
许多实时流

CEF



HPE Vertica
– 专为高速、大规模和高效而构建
– 支持标准 SQL
– 提供富数据分析功能，且可扩展
– 与大数据生态系统工具完美集成
– 可在内部设施、云中或 Hadoop 上运行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my.verti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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