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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数 据 湖 到 数 据 产 品





汽车的发展史：

内燃机+机械装置

电动+AI

互联网产品：

从IT到DT

吸引投资-资本要求高成长性：

DT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为什么要？



互联网/数据时代的产品

• 网购平台、支
付平台、打车
平台、
Youtube、
airbnb、共享
单车充电宝

• 网络通信、人
人、FB、微博、
微信、陌陌、
人人车

• 自动驾驶、智
能电器、征信、
物联网、机器
人

• 门户网站、网
络搜索、定制
计算机、网上
商店、

分享 连接

数据升维



数据

• 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新型传感
器、智能交互、…（云、移、大、物、
智）

• 流量变现数据变现

• 下一代流量的入口在哪？
• 数据如何变现（数据产品）？



数据产品 vs 数据中台（湖）

• 王坚：数据改变商业本质，计算重塑经济未来

数据产品 Vs 数据中台

什么是中台？
企业进行数据化升维或做数据产品一定要搭建数据中台么？
什么是合适的？

生物智能的进化过程的启示：脊索、脊椎、脑、群体智能





没有捷径

1、先做领域/行业/部门/......的信息化、数据化升级

2、搭建数据“中台”，汇集数据形成数据湖

中枢神经、脑？有没有小脑、脑干？，大家自己想象下......

3、打造数据产品



一份具体的路线图例子

04

四阶段

03

构建数据共享平台
时间：1个月（如果采用腾讯等的DW产品）

主要工作：架构、数据资源目录、知识产权数据共享平台实现 三阶段
02

二阶段

01

一阶段

形成团队
时间：2个月
人员：5-10人，以现有IT团队为基础，快速招聘部分急需人员，快速打磨形成能战斗的团队。

数据汇集与清洗
主要工作：业务数据导入（接口的开发）、外部数据导入、公共数据层的建立

时间：1个月汇集**项目必须的数据，并在后续形成常态化工作规程。

有盈利能力的部门或子公司

团队规模：20人左右
希望按大家的贡献，都能成为创始员工

不久的将来

开发数据（AI）产品、
支持业务创新
时间：2个月（通过合作和部分外包）
主要工作：完成**的研发并迭代至少
3版。



数据分析师
前端工程师

数据可视化、产品前端开发等

技术总监/
数据架构

技术指导、技术架构

产品总监/
产品经理

需求获取、组织协调等

python数
据开发工程

师

业务数据整理导入、清洗、协助建
模

数据科学家
/算法工程

师

AI模型与算法

人员与岗位



数据质量团队（技术与管理手段并重）
数据治理团队（法律、伦理、隐私保护、
合规检查、数据资产管理等）
数据安全团队（权限管理、加密、备份等）
数据科学团队（模型设计，新算法研究等）

数据产品开发，
数据在业务或产品中的应用，
商务报表撰写

数据公共层（狭义数据中台）
ETL，数据清洗，
打标、脱敏

35%

50%

15%

计算机科学
技术与工具。
机器学习（各种模型），数
据库 ( my s q l、mo n g o、
redis、ElasticSearch、MR: 
hbase/spark)

01
管理科学
模型与算法：
领域知识；
模型的输入与输出

02
商务智能
可视化（商务报表）
业务自动化
（战略）决策科学化

03

知识体系



5V

分布式存储与计算

数据价值：洞察-决策

全量Vs抽样，因果Vs相关

Big Data 来龙去脉

在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及肯尼斯·库克
耶编写的《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指不
用随机分析法（抽样调查）这样捷径，
而采用所有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大数据的5V特点（IBM提出）：Volume
（海量）、Velocity（高速）、Variety
（多样）、Value（低价值密度）、
Veracity（真实性）； 

内涵

平台、工具、模型

Hadoop（HDFS:、Map-Reduce、Hbase、Hive…) 
分布式数据库（MongoDB、ElasticSearch、Redis等），
数据分析平台（Spark、Tensorflow、等）、
模型算法（回归、分类、聚类、挖掘）
可视化（tableau、echarts、……)

技术进展

商业、管理、技术

知识产权领域？？……

领域应用

大数据



4V
最初提出大数据概念，公认大数据

有4V特征。Volume、Velocity、

Variety、Value

IBM提出5V
大数据的5V特点（IBM提出）：、

Veracity（真实性）；

个人理解：真实性主要指数据质量

和数据治理 

其他特征
可变性（Variability）、

复杂性（Complexity）、

Volume（海量）
数量大，这个不用解释了：）

问题：多大的量叫大数据？

问题：海量带来哪些技术难题和问

题域变化？

Velocity（高速）
速度：存取、计算、传输

问题：为什么告诉是大数据的

特征之一？

思考：云、移、大、物、智

Variety（多样）
多样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来源多样（多源），

形式多样（异构），

财务管理中的多源异构数据?

4V，5V，，，

Value（低价值密度）

以前的结构化数据是露天富矿

ETL：抽取（extract）、转换

（transform）、加载（load）

机器学习--> 可以看一下电信大数据的PPT



数据平台（分布式存储、计算技术及安全管理）

 (1) 操作系统、数据库与查询接口：Hadoop
系列、谷歌框架、阿里MaxComputer、腾讯
机器学习平台

 (2) 数据库（SQL、NOSQL、k-v）

 (3) 数据分析处理工具（采集、消息系统、
MPP、内存计算、实时流处理）

模型与算法（机器学习、数据挖掘、人工智能）

(1) 机器学习步骤

(2) 模型类别（回归、分类、聚类、挖掘）

(3) 经典模型应用--如深度学习在图像与视频处
理上的应用

 (1) 用户画像（用户行为分析）及个性化
推荐模型

(2) 征信评分、客户声音与信贷风控模型

(3) VR及文本语音图像视频处理

(4) 机器人、决策系统、专家系统及其它

技术进展



HDFS
CF: GFS
Map-Reduce: 

HBase与Hive
HBase: 分布式数据库
Hive: 查询工具

管理工具
YARN: 资源管理工具
Zookeeper: 一致性管理工具

查询接口
Avro: 接口
Pig: 高级查询

A

B

C

D

Hadoop

16

数据平台（1）Hadoop



适合高热数据缓存
Redis, Memcached,4

传统关系型数据库

1 Mysql, Oracle, SQLServer等

3 属于永久存储
MongoDB（基于文档）, ElasticSearch
（以搜索为主）, Neo4j（图结构数据库）, 

2 属于永久存储
HBase, Bigtable, Greenplum, 阿里云的
RDS, OceanBase等

分布式列存储关系型数据库

分布式非关系型数据库 内存Key-Value数据库

数据平台（2）数据库

MongoDB: cloudera出品，使用c++开发，BSON结构，
       关键词：collection, Document, Schema-free
ElasticSearch: 基于Lucene（java/json）的搜索服务器，带有存储机制，
       在需求稳定时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MongoDB。CF: Solr
Redis: 内存数据库，K-v型，适合缓存高热数据
Memcached: 内存数据库，k-v型，出现较早，与Redis相比各有优劣。



数据平台（3）工具

数据采集工具：Flume, 
消息系统: Kafka, 
大数据处理（MR机制）: mahout,H2o, Drill, ODPS
大数据处理（MPP）: Impala, 
大数据处理（内存计算）: SparkSQL/SparkMLlib, 
实时流数据处理: Storm, SparkStream, 
异构数据处理（图计算）: SparkGraphX, Caffeine/Pregel/Dremel（@google）, 
深度学习：Tensorflow

Flume: 日志采集工具，关键词：Source, Channel, Sink CF:Scribe
Kafka: 消息系统，可使用Zookeeper管理，关键词：Topics, Producer, Consumer
Impala: 快捷MPP查询，cloudera出品，使用C++，可代替Spark但不是内存计算。
Spark: 内存计算，除了SQL/MR，还带强大的ML库和图计算包，使用scala语言。
Storm: 实时流数据处理，clojure语言编写，支持java, python, ruby语言，
        关键词：Topology, Spouts, Bolt, Nimbus, 使用Zookeeper管理，
Tensorflow: 是一个基于数据流编程的符号数学系统，被广泛应用于各类机器学习算法的编程实现，其前身
是谷歌的神经网络算法库DistBelief ，完美支持C和Python，其它支持语言有JavaScript、C++、Java、Go、
Swift、C#、Haskell、Julia、Ruby、Rust和Scala。

大家可以多关注apache的官网（http://www.apache.org/）上的各种开源项目进展。



数据平台（4）架构实例

一个实际的架构（从一个听说是美团的方案上做了修改）

Flume

HDFS 
(Hbase, MongoDB,

ElasticSearch,...)

Spark

Redis(Memcached)

kafka storm mysql

ByPass ...

CF：腾讯TBDS的架构



1

2

3

领域
领域知识，业务逻辑

数据
采样、清洗、ETL、整理，高价值数据源、脏数据，增
强（ADO Boost），迁移，

特征

特征工程，特征识别

模型
算法，参数4

模型与算法（1）机器学习步骤

融合
成本函数、损失函数、5



回归（排序、评价）

LR, GBRT, FM, LTR, LSVR, 
Ridge Regression, 

挖掘（主题识别、关系挖掘、特征分解等）

LDA, Association rule mining, Tensor Analysis, 
Factor Analysis, PCA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分类

 GBDT, Random Forest, logistic regression, SVM, 
Bayes, KNN, deep neural network, Discriminate 
Analysis (Bayes, Fisher, Mahalanobis distance), 

聚类

K-mean, EM

模型与算法（2）模型类别

名词解释：
GBRT/GBDT：Gradient Boost Regression/ 
Decision  Tree
LTR: learning to Rank, 学习排序
LSVR: 线性支持向量回归
FM: Factorization Machine, 因子分解机
LDA: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词-主题-文
档 三层Bayes模型
Bayes: 贝叶斯模型有多种，朴素贝叶斯，
贝叶斯分类，贝叶斯判别都比较常用
EM: Expectation Maximization Algorithm 最
大期望算法，用于含有隐变量（latent 
variable）的概率参数模型的最大似然估计
kNN：k-Nearest Neighbor 分类算法



(1) 用户画像（用户行为分析）及个性化推荐模型

业务场景的重要性：在商业领域，理论模型还是必要的绕不开的，黑盒法远远满足不了需求。

数据源的重要性：有时候一个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可能可以通过引入新的数据源来解决，比如识别假货可能需要投诉数据，找客户流失可能需要客户常住地点

变化的数据。

模型方面，分类模型是用得最好的，但聚类有时也很有效，不仅对用户，还可以在店铺、产品、类别等多粒度多次的进行分析处理。多源异构数据近年来也开

始引入（如在线评论，社会关系）。除了常见的用户特征，文本偏好等更多用户特征被引入称为多角度（360度）建模。

应用场景（1、2）

(2) 征信评分、客户声音与信贷风控模型

典型案例：芝麻信用，身份特质、行为偏好、人脉关系、履约能力、信用历史五个维度。

传统的信贷风控模型：按客户类型或保全方式分类（分级）或得到风险评估分值，客观因素包括公司年度审计财务报告和银行流水等，主观因素包括所在行业

和管理人的经验等。一般遵循业务定义-风险定义-风险分解-风险策略四个步骤。

经典的大数据信贷风控模型：使用数据挖掘方法（如K-Means/LDA等）进行用户分类（预测），建立标签库，为评分提供数据支撑。

互联网金融----大数据风控在小额贷款上的尝试。信用分期，支付宝花呗、借呗小贷等产品。



(3) VR及文本语音图像视频处理

这是一个黑盒法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因此与前面两个应用场景差别很大。如果说前面那个领域更多是人文社会科学，需要的是以统计学为基础的统计学习模

型，那这里则是纯粹的“物理”问题，传统机器学习的效用更好，所以深度学习在这几个领域都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

近年来，人工智能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这个领域，语音识别，文本处理，图形处理都已经比较成熟。但也有许多挑战，如语言逻辑的处理，多传感器数据融合等

都需要突破。。

应用场景（3、4）

(4) 机器人、决策系统、专家系统及其它

这是最激动人心的领域，下围棋的阿法狗，能看病的沃森都是各路数据科学家和数据淘金者们努力的明灯。

其核心技术就是基于大数据的人工智能，尤其机器学习、数据挖掘方法的应用。



产品例子：生意参谋







低水平强上 马拉汽车变笑话

领域/行业/企业的信息化水平低，但又下不了决心另起炉灶，
硬上DT项目。

不尊重规律 领域壁垒害死人

技术型团队或企业强势插入，要革某某领域的命。容易翻车。

看过一篇文章，中小企业请大厂的大师来做数据中台的*大误区，，

核心还是对领域不够尊重，缺乏敬畏，对行业规律不够了解。

踩红线

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没有数据权属与隐私保护意识，
二是经不起诱惑，，
如：某基因数据泄露、某数据T公司最终还是卖了数据给黑灰
产，，关键词：隐私保护/数据国界/数据治理/数据安全等

坑？？？在哪！！！



欢迎交流与批评指正

http://datawm.cn
yejunjie@21c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