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大数据——数据科学家名言

“A data scientist is someone who knows more statistics than a computer scien

tist and more Computer science than a statistician”

 —— Josh Blumenstock

“数据科学家是一个比计算机科学家懂更多统计学，比统计学家懂更多计算机科

学的人。” 

 ——Josh Blumen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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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大数据已成为席卷全球的热点，在中国贵州这样一个欠发达省份，俨然成为了

“大数据”的代言人。贵阳市更是把大数据作为打造创新型中心城市的战略路径和主要抓手来

推动，在大数据发展特别是在大数据交易、大数据金融等“高大上”领域取得了一定优势。通

过对近年来贵州发展大数据的大事记，记录下贵州在发展大数据这条道路上迈进的步伐。

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大事记
（2016.7——2016.9）

◎7月6日，贵州嘀嘀科技有限公司先后与

贵阳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北大方正璞华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分别签署了投资协议及合作协议，

此举意味着“嘀嘀买菜”软件的问世又进一步提

速。

◎7月6日，贵州省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共同

发布了2016年第一批三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大数据

发展两个工程包。工程包的发布,对深入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全力推动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

署项目化、实物化落实,更加定向精准做强长板、

补齐短板,保持贵州省扩大有效投资的良好势头,

充分发挥投资对贵州省当前发展阶段的特殊拉动

作用有着重要意义。　

◎7月7日，贵州省将建设“智慧人社云”工

程，该工程涵盖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的

全部信息化建设内容，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和

“互联网 ”技术手段，提升就业创业、社会保

险、劳动关系、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服务水平。

◎7月8日，作为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6

年年会的“大戏”之一，“大数据时代的食品安

全”主题论坛举行。贵州省人民政府原省长、中

国食品工业协会原会长石秀诗，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邬贺铨，贵州茅台集团

党委书记、总经理李保芳，美国联邦政府食品药

物管理局、食品安全与营养应用中心研究员Perry 

G.W  ang等，共话大数据时代下的全球食品安

全。

◎7月９日开幕的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6年年会上获悉，国家食品（云技术应用）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落户贵州省，该中心在云技术应

用方面在全国检测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填补了

国内食品安全检验检测体系的空白。

◎7月9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

局局长、党组书记宁吉喆一行，在贵州出席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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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绿色核算”主题论坛，并就

当前经济形势和统计重点工作进行调研。宁吉喆

强调，统计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坚决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做好统计工作

的重要批示，加快建立健全绿色发展统计调查体

系和综合评价体系，积极有效反映中国绿色发展

进程；深刻把握统计事业发展面临的新的阶段性

特征，清醒认识当前统计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不

忘初心，继续前进，大力推进统计改革创新，努

力抢占大数据时代统计制高点，以改革创新新成

效，推动统计事业继往开来，再上台阶。

◎7月10日，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6年

年会举行2016生命科学（贵阳）国际峰会。峰会

上传出消息，贵安新区计划建设一个“生命城”

项目，用大数据技术来模拟、创建人类健康长寿

的生活模式。

◎7月11日，中国共产党贵阳市第九届委员

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在贵阳会议中心举行。会议

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中央、省委系列决策指

示精神，按照市委九届五次全会确定的“一个目

标、三个建成”奋斗目标，就以大数据为引领加

快打造创新型中心城市进行安排部署。

◎7月11日 为服务全省大数据产业发展综

合试验区建设，经市政府同意，由市工信委、市

质监局、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联合申报的

《政府数据核心元数据第1部分：人口基础数据》

《政府数据核心元数据第2部分：法人单位基础数

据》《政府数据分类分级指南》《政府数据脱敏

指南》4个标准通过贵州省地方标准立项。

◎7月11日,中共贵阳市委九届六次全会举行, 

全会审议通过《中共贵阳市委关于以大数据为引

领加快打造创新型中心城市的意见》等“1＋4＋

1”配套文件。　　

◎7月11日从市质监局获悉，为服务全省大

数据产业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经市政府同意，

由市工信委、市质监局、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

究院联合申报的《政府数据核心元数据第1部分：

人口基础数据》《政府数据核心元数据第2部分：

法人单位基础数据》《政府数据分类分级指南》

《政府数据脱敏指南》4个标准通过贵州省地方标

准立项。

◎7月12日，贵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文新

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市委九届六

次全会精神，强调要当好主力军，做好证明题，

以大数据为引领加快打造创新型中心城市。

◎7月12日，贵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文新

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市委九届六

次全会精神，强调要当好主力军，做好证明题，

以大数据为引领加快打造创新型中心城市。

◎7月12日，贵阳市南明区委举行常委（扩

大）会议，传达学习贵阳市委九届六次全会精

神。会议提出，贵阳市委九届六次全会为南明区

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明

确了路径、提供了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和广大

党员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做到学

精学透、心中有数，切实把上级的决策指示和部

署要求落到实处，转化为加快发展的强大动力，

确保南明区创新型中心城区建设取得新成效。下

一步，南明区将围绕全会提出的新目标，理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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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思路，加快大数据产业发展平台建设，尽快形

成“三足鼎立”的大数据产业发展格局，进一步

推动大数据产业聚集优化发展。

◎7月13日，贵阳市委中心组举行“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专题研讨会。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陈刚主持，强调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以大数

据为引领加快打造创新型中心城市。陈刚指出，

两年多来，我们始终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的

一系列决策部署，把大数据作为贵阳弯道取直、

后发赶超的核心引擎，既做“高大上”、又做

“接地气”，先天优势、先发优势、先行优势越

发凸显。全市上下要顺应潮流，对大数据有足够

的认识、足够的信心，深入贯彻落实市委九届六

次全会精神，以大数据为引领加快打造创新型中

心城市。

◎7月15日上午，数博会品牌沙龙第八期沙

龙活动在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举行。来自企

业、政府、科研机构等的百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

堂，围绕“大数据与大健康”这一主题进行了深

入探讨。

◎7月16日至17日,由中国服务网、中国服务

贸易协会、贵安新区管理委员会主办的“第六届

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峰会”在贵安

新区举行。论坛围绕如何搭建服务外包人才公共

平台促进区域经济转型,以及未来服务外包人才发

展特征和趋势等话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和交流。

◎7月18日“数据资源汇聚包括了政务数

据、公共服务数据和社会数据三个方面，将分批

次、分阶段进行，其中，政务数据资源汇聚将会

最先取得成效。”作为“1＋4＋1”配套文件的

主要起草部门之一，贵阳市工信委相关负责人近

日就十大重点工程中的“数据资源汇聚工程”进

行解读。

◎7月20日，贵阳经开区大数据管理平台5

大模块完成软件开发，将实现实时监控排污企业

污水排放情况和空气质量的全天候实时监控，以

及对排污企业、污染数据建立分析，开展定向追

踪。

◎7月19日至22日，2016年全省第二次项目

建设现场观摩会聚焦民营经济发展。7月21日，

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敏尔率第一

观摩组走进贵阳市云岩区、高新区、观山湖区、

南明区、清镇市，一一点评项目，并提出明确要

求：要坚定信心、认准目标，实实在在做，踏踏

实实干，推动大数据产业加快发展。

◎7月20日，贵阳市首个生态环境大数据试

点项目，即乌当区网格化生态环保大数据监测系

统上线运行。根据规划，乌当区范围内将布设

266个监测点，实时监测当地的空气、水质、噪

声等环境质量。市民只需通过“空气医生”手机

APP，即可查询所在地的监测数据，以指导健康

出行。

◎7月20日，贵州省农村综合经济信息中心

与贵州铜仁石阡县人民政府签订大数据村域经济

服务社（农村金融服务站）项目建设框架协议。

◎7月21日，中国电信贵州公司与中国科学

院国家天文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平塘

大射电望远镜（FAST）项目的信息化能力建设和

大数据研发应用领域强强联手，助推FAST项目不

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早日取得天文研究和宇宙



4

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大事记

探测工作的世界级成果。

◎7月26日，贵阳市政府与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

记陈刚，中信银行行长孙德顺，中粮集团副总裁

周政出席签约仪式并讲话。根据备忘录，合作双

方将各自发挥政府组织和金融服务优势，加强城

市改造建设和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合作。

◎7月27日，中国银行2016年年中工作会议

“大数据与网络金融”主题高峰论坛在贵阳举

行。贵州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陈刚应邀在论坛

上作主题为《大数据大机遇 大战略》的专题报

告。中国银行董事长田国立主持。陈刚代表贵阳

市委、市政府向中国银行与会代表表示欢迎，对

中国银行长期以来对贵阳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表示

感谢。他指出，近年来，中国银行通过帮助贵阳

设立“大数据战略发展研究院”，培养大数据和

金融人才，促进大数据招才引智等方式，对贵阳

大数据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以实际行动践行了

“担当社会责任、做最好的银行”的价值理念。

贵阳在大数据金融领域的探索与实践是与会代表

关注的重点。陈刚指出，当前“互联网＋金融”

已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金融的本质就是以大

数据思维、手段集中解决传统及互联网金融在征

信、资产评估、风控等方面的“痛点”，推动普

惠金融发展，进而颠覆金融业态和金融生态系

统。

◎7月29日，在白云区委八届七次全体（扩

大）会议暨高新区领导干部大会上，《中共贵阳

高新区工委 贵阳高新区管委会关于以大数据为引

领奋力打造创新型中心城市示范区的实施方案》

(草案)予以通过。

◎7月31日,贵州省国资委监管企业大数据应

用观摩会在贵阳举行,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陈敏尔,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孙志刚作出

批示。贵州省委常委、副省长慕德贵出席会议并

讲话。

◎8月初获悉，2016互联网金融十大创新城

市榜单发布，贵阳成为西南地区唯一上榜的城

市，位居第五位。

◎8月3日下午，贵州省同阿里巴巴集团签署

深化全面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大数据人才培养、

技术研发、创新创业、智慧城市等多个新领域展

开合作，加速推动贵州向“数据之都”迈进。同

时在贵州建设阿里大数据学院、阿里贵州大数据

加工基地、阿里贵州云平台实验室等。

◎8月11日，中国网络安全产业联盟智慧城

市安全标准工作组第三次会议，在贵阳国家经济

技术开发区开幕。此次会议持续三天，来自全国

各地的30余位专家学者，将围绕国内外智慧城市

信息安全体系研究展开讨论。

◎8月13日，主题为“融合互联 商业谋变”

的2016中国企业互联网大会在贵阳国际生态会议

中心召开。怀进鹏在讲话中指出，今年5月，国务

院发布《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

导意见》，目的是通过大型制造业与互联网企业

的结合，培育网络化协调制造、个性化定制、服

务型制造三个模式，强化融合发展基础支撑，提

升融合发展系统解决方案能力，提高工业信息系

统安全水平，从而打造大型制造企业和互联网企

业“双创”新生态。以分享为特征的信息经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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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刻改变着制造业。未来，脱离数字化的制造

业将被边缘化，积极拥抱数字化的制造业将更有

竞争力。

◎8月14日, 贵州贵安新区出台“1+13”系

列文件  ，推动大数据高端化、绿色化、集约化

发展,加快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

◎8月15日，从贵州省统计局获悉，《贵州

省大数据产业统计报表制度（试行）》获国家统

计局批复实施。这是国家统计局批准实施的首个

省级大数据产业统计报表制度，也是贵州近年来

获国家统计局批准的首个地方统计调查制度。

◎8月15日，贵州省近日出台《关于以大数

据为引领实施区域科技创新战略的决定》,提出近

5年间将组织实施数据资源开放应用工程、大数

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农村信息化示范工程、产

业扶贫科技支撑工程、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工程

等13个重点工程。决定提出,到2020年,科技进步

贡献率达到50%以上,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

支出占GDP比重达到1.5%以上。到2018年,要全

面建成“光网贵州”“满格贵州”,实现多彩贵州

广电云村村通、户户用;建设省级以上大数据重点

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50家;培育

1000家大数据应用服务和产品制造企业,组织实施

10项以上大数据核心技术攻关。

◎8月15日，贵阳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49

次党组（扩大）会议暨第112次主任会议举行，

传达学习贯彻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安排

部署大数据单项立法等工作，并开展换届风气监

督专题谈心谈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忠主持会

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认真领会市委常委（扩

大）会议对贵阳市大数据单项地方立法工作的指

示精神，举市人大常委会机关之全力，积极争取

上级人大常委会、专家学者、人大代表等各方面

力量的支持，组成立法工作专班，科学把握大数

据发展规律，系统谋划未来五年关于大数据的地

方立法，并以详实有力的调研成果来支撑立法实

践，从政府数据开放、数据安全等亟需立法的方

面入手，抓紧时间、倒排工期，切实做到依法立

法、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始终确保地方法规的

合法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努力让贵阳市大数

据单项地方立法工作早日出成果、见实效。

◎8月29日，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和《中共贵州

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建

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意见》精神，更好地

指导各地各部门开展大数据产业培育发展工作，

贵州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部门，组织编制了

《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引导目录（试行）》。

经贵州省人民政府同意，予发公布。

◎8月31日，贵阳市《云岩区大数据人才培

养计划实施方案》发布。

◎9月6日，贵州省获国家统计局批准开展新

经济统计试点和实施大数据产业统计报表制度。

来源：数据观http://www.cbdio.com 

资源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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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一）融合式发展是贵阳大数据金融产业的方向

——访贵州财经大学贵阳大数据金融学院院长王作功

融合是大数据的价值所在。贵阳要以大数据

引领金融产业变革，促进融合化发展，探索“大

数据+金融+产业”的发展模式。

■人物名片

王作功，贵州财经大学科研处处长、贵阳大

数据金融学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风险管理、

金融理论与政策、区域金融。

大数据金融是一片“蓝海”。唯有抢占大数

据金融的制高点，才能抢占未来大数据产业的制

高点。近日，本报记者就“大数据金融”话题采

访了贵州财经大学贵阳大数据金融学院院长王作

功。在他看来，人才是推动贵阳大数据金融持续

发展的“清泉活水”；“大数据+金融+产业”融

合式发展是贵阳大数据金融产业的方向。

大数据金融使定价更合理、风控更精确

记者：相较于传统金融，大数据金融的优势

和特点在哪里？

王作功：大数据金融，就是将大数据及其

理论、技术和方法运用到金融领域。金融有两个

核心支撑：定价、风险控制。在传统金融中，定

价和风控是通过调查类数据、统计类数据进行分

析，内在逻辑是因果关系。而大数据金融依托其

数据的海量性，就可以采用相关性、全样本性进

行分析，其定价将更为合理、风控将更为精确。

在金融市场，中小企业融资难是老生常谈的

话题。之所以会如此，主要是因为信息不对称。

运用大数据技术，这类问题将得到很大缓解。例

如，用大数据技术可以给每个人进行“全息画

像”，金融机构就可以根据“全息画像”来决定

提供什么样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记者：目前，国内的大数据金融应用在哪些

领域？是否有较为成功的大数据金融运营模式可

供借鉴？

【导读】金融业与大数据的深度融合是大势所趋。随着数据源的不断丰富以及数据应用

的逐步发展，大数据在助力传统金融业转型、提升金融服务的有效性和普惠性等方面不断探

索出新的可能。如今，大数据究竟给金融业带来了哪些改变；今后，大数据在撬动金融业方

面还能发挥哪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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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作功：大数据金融主要有三个层面的应

用：一是金融基础支撑层面，主要包括征信体

系、电子货币体系和监管体系等；二是金融业务

层面，通过分析和处理基础数据的关联性和规

律，开展一系列金融业务，如金融产品定价、智

能化投资、风险管理等；第三个是金融产品的精

准营销和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

目前，国内基于大数据开展金融服务的成

功案例有阿里巴巴和腾讯。他们基于网上交易数

据、社交数据开发大数据金融产品，包括支付宝

和微信红包等，正在逐渐改变国人的消费习惯和

支付习惯。

贵阳大数据金融学院多触角推进本地人才培养

记者：今年4月，贵阳市与贵州财经大学共

同成立了贵阳大数据金融学院。作为全国首个大

数据金融学院，将如何开展人才培养？

王作功：贵阳的大数据企业多是从外地引

进，高层次管理和技术人才也由企业“空降”，

但实操型、基础型人才必须依靠本地提供。目前

来看，这种“接地气”的人才缺口也相当大，这

也是贵阳市与贵州财经大学共同成立大数据金融

学院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自身的人才培养，解

决人才缺口问题。

贵阳大数据金融学院的本科实验班和硕士

实验班人才遴选工作基本结束。遴选对象主要是

本校的大三学生和研二学生，他们通过一年的培

养，即可进入相关单位工作。前期本科遴选中，

共有460人参加考试，最终筛选出120人进入培养

计划。我们也在探索高层次的人才培养方式，贵

阳大数据金融学院正在与伦敦大学、利物浦大学

等国际院校对接，希望采取“2+2”的模式，进

行大数据金融的高层次人才培养。

记者：贵阳大数据金融学院的课程设置和师

资队伍情况怎样？除教学外，有没有开展相关课

题以及政产学研的研究？

王作功：贵阳大数据金融学院是一所开放

式、创新型学院，课程包括理论专业课和实践试

验课。其中，专业课涵盖大数据、金融两个学

科，教材主要由任课教师自主编撰；实践课在贵

阳很有优势，不仅有很多大数据企业，还有全国

首个大数据资产评估实验室、全国首个大数据金

融交易所、众筹交易所等。在师资队伍方面，计

划构建“1：N”的校内外师资队伍，邀请大数据

金融领域的政治家、企业家、专家学者来学院进

行教学。

除教学外，贵阳大数据金融学院还承接了

较多的科研任务，包括8月18日公示的一个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月16日，贵州省发改委批

准学院设立“贵州省融资综合服务平台项目（一

期）”；云岩区政府平台公司云尚资产委托学院

进行“跨界数据的联通和融合”课题研究等。

贵阳要探索“大数据+金融+产业”发展模式

记者：贵阳发展大数据金融，您认为有什么

机遇和挑战?

王作功：在贵阳发展大数据金融，有三个

方面的机遇：一是领导重视，在对未来新兴技术

和产业的研判和实践上，贵阳先走了一步；二是

经过几年的发展，贵阳的大数据产业链结构相对

完善，大数据金融作为其中一环容易嵌入其中；

三是在发展速度和阶段上，贵阳在全国是第一梯

队，吸引了大量企业落地。

贵阳“醒得早、动得快”，但也存在体量小

的问题。北上广深等地区具有数据人才优势、技

术优势、规模优势等，会对贵阳形成竞争压力。

贵阳要找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方向，在某些领

域甚至是核心领域保持和扩大领先优势。

记者：贵阳大数据金融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王作功：在贵阳的现代服务业体系中，金融

是龙头。融合是大数据的价值所在，贵阳要以大

数据引领金融产业变革，促进融合化发展，探索

“大数据+金融+产业”的发展模式，面向工业、

交通、物流、商贸、教育、医疗、农业、电信、

能源、扶贫等数据量大的行业领域，集聚海量数

据，开展数据开发和交易，充分挖掘大数据的商

业价值，促进大数据产业提质增效升级，为新经

济时代下贵阳的创新发展提供动力。

来源：数据观http://www.cbdio.com

记者丨谢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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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二）发展大数据金融需坚守法律底线

发展大数据金融需坚守法律底线

——访中央财经大学教授、互联网金融千人会创始人黄震

“眼下，大数据产业以及大数据金融

均面临政策法律中的空白和不确定，在发

展大数据金融时，一定要坚守法律底线，

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只有这样，才能让

大数据金融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开展创新

探索。”

近日，数据观记者就此话题专访了中

央财经大学教授、互联网金融千人会创始

人黄震。

大数据使得金融数字化进程不断加快

记者：在金融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趋势

下，应该如何发展普惠金融？

黄震：首先，在大数据技术支持下，

金融数字化的进程正不断加快。目前，无

论是货币的数字化，还是其他金融产品的

数字化，都可以在移动互联网上快速实

现。第二，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移动终端

将技术普惠到个体，搭载数字化的金融服

务完全可以实现。第三，应用大数据可以

发现和创造普惠金融的应用场景，老百姓

吃、穿、用、行都可以使用金融支付。

另外，投资借贷理财也可以通过手机

智能终端来方便操作，不仅可以方便个人

投资理财，也为中小企业借贷融资提供了

更多的途径。

大数据金融与资金安全紧密相连

记者：面对当前大数据金融产业的蓬

勃发展，如何处理金融创新和风险防范之

间的关系？

黄震：创新往往意味着突破原有的

局限，同时也可能带来一些与原有格局的

冲突，以及一些新风险出现的可能，大数

据金融也不例外。从倡导大数据金融创新

开始，就应该考虑其安全与风险之间的平

衡，以及创新与监管的协调。

大数据金融的风险，首先在于大数据

的技术基础可能存在一定的隐患和漏洞，

要尽量在技术手段上建立完善的保障措施

和防范体系。其次，大数据金融从业者要

加强道德建设，建立起一套防欺诈的机

制。此外，目前国内的个人数据泄露问题

亟待解决，大数据金融与资金安全紧密相

连，必须做好风控防范，才能让大家放心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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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大数据产业以及大数据金融均

面临政策法律中的空白和不确定，在发展

大数据金融时，一定要坚守法律底线，保

障金融消费者权益。只有这样，才能让大

数据金融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开展创新探

索。

在市场和政府之外，我们还需要“柔

性之手”

记者：贵阳大数据金融产业协会的成

立，对贵阳市大数据金融产业发展将会发

挥怎样的促进作用？

黄震：长久以来，科技创新驱动的产

业发展和金融创新都面临着“市场一放就

乱、政府一管就死”的困境。为了改变这

一境况，我们提出要加大第三部门的建设

力度，引入社会组织行业自律功能——在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

得见的手”之外，培育由社会创新而生成

的社会“透明柔性之手”，借此增加对于

创新行业的规范法则。

贵阳大数据金融协会就是关于“柔

性之手”的一个大胆尝试，增加“柔性之

手”。协会可以辅助政府进行创新监管，

引导市场进行自律规范，从而推动大数据

金融产业生态的健康协调发展。同时，可

以通过协会加强协会会员的自律，完善行

业标准公约的建设，搭建企业与政府沟通

对话的良好机制。这些举措对促进新秩序

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

记者：贵阳正在发展区块链等金融技

术，这对贵阳市大数据产业发展有怎样的

推动作用？

黄震：在现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态势

下，区块链的投资与研发可谓是一枝独

秀。贵阳抓住了这个先机，大力引进区块

链研发机构，并且已经初步形成了产业集

聚效应和服务能力。区块链可以跟以前的

大数据产业、大数据金融相配合，从而实

现协同发展，因为区块链技术是基于P2P

组网之后的新一代互联网基础设施，具有

分布式、区中心、实时动态升级、共同维

护等功能，可以解决我国金融体系中一个

大的“痛点”——信任难题。

同时，区块链下有一个共同记账的特

点，省却了各方记账、反复审计、认证等

工作，加速了金融服务的效率。区块链结

合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可以形成

一种合约机制，这对于促进大数据金融的

实现能发挥强大动力。　

（记者  常青）

来源：数据观 http://www.cbd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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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三）大数据是中国搭上第四次科技革命快车的

最大资本

——访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智能维护系统研究中心主任李杰

中国错过了前三次工业革命，又一轮工业革

命到来之际，中国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到来为各个国家提供了发

展和转型的机遇，智能制造无疑将成为世界各国

竞争的新战场。无论是德国提出的“工业4.0国

家战略”，还是美国的“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

划”，抑或是日本的“工业价值链计划”，无不

围绕着制造业这个核心。

中国如何实现智能制造？

“工业智能化，美国靠软件、德国靠机器、

日本靠人、中国靠数据。中国最大的数据量来自

工业，远超阿里巴巴和谷歌。大量的数据都在中

国汇集，这无疑给了中国制造最好的资源优势。

利用好这一资源，才能弥补中国在装备制造和核

心零部件等方面的弱势与短板。”

5月26日，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特聘讲座讲

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智能维护系统研究中心

（IMS）主任李杰教授携新书《从大数据到智能

制造》，来到上海参加2016（第四届）先进制造

业大会，对中国制造给出了许多有益建议，并接

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

在制造系统和商业环境变得日益复杂的今

天，利用大数据去解决问题和积累知识或许是更

加高效和便捷的方式。“大数据的目的并不是追

求数据量大，而是通过系统式的数据收集和分析

手段，实现价值的最大化。所以推动智能制造的

并不是大数据本身，而是大数据的分析技术，”

李杰在采访中再三强调，数据本身不会说话，也

不会直接创造价值，真正为企业带来价值的是数

据经过实时分析后及时地流向决策链的各个环

节，或是成为面向客户创造价值服务的内容和依

据。

大数据如何具体推动智能制造？

李杰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可以从三个方向看

这一问题。“第一个方向是利用大数据分析，从

解决问题到避免问题。20世纪80年代，美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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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了德国和日本的巨大冲击，尤其是在汽车制

造行业，德国和日本的汽车以更优的质量和更好

的舒适度迅速占领了美国市场。令美国厂商百思

不得其解的是，美国在生产技术、装备、设计和

工艺方面并不比德国和日本差，在汽车制造领域

积累的时间甚至超过他们，但是为什么美国汽车

的质量和精度就是赶不上人家？ 

在那个时候，质量管理已经在汽车制造领域

十分普及了。光学测量被应用在产品线上以后，

在零部件生产和车身装配的各个工序已积累大量

的测量数据。但问题是，即便测量十分精准，在

各个工序和零部件生产、车身装配都进行严格的

质量控制，可在组装完毕后依然有较大的误差。

于是美国的汽车厂商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反复修改

和匹配工艺参数，最终的质量却依然不稳定，时

常出现每一个工序都在质量控制范围内，但最终

的产品质量依然不能达标。

李杰告诉澎湃新闻记者，针对这一难题，上

世纪90年代他们与美国密歇根大学吴贤铭教授一

起发起了“2mm”工程来解决这一问题。什么是

“2mm”工程？李杰解释：“就是利用统计科学

对这些庞大的测量数据进行分析，对质量误差的

积累过程进行分析和建模，从而解释误差的来源

并进行控制，使车身波动降低到所有关键尺寸质

量的6-sigma值必须小于2mm，2mm是当时理论

上的精度控制极限值。”

在引入上述数据分析对质量进行管理和控

制的方法后，产品的设计周期和成本得以大幅降

低，并且产品质量的精密度和稳定性也得以明显

提升。1992年12月，一个位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

律市的装配工程陈宫实现了2mm变化级，并第一

次将2mm工程成功市场化。李杰表示，这一方法

并不需要大量的硬件投入和生产线的改变，实施

的成本非常低廉，但产生的效果显著，因而被广

泛推广到飞机制造、发动机制造和能源装备等各

类制造领域，对美国制造精度的提升起到了重要

的推动作用。

大数据推动智能制造的第二个方向，是利用

大数据预测隐性问题，在问题成为显性前就进行

解决。

如果将露出海面的冰山比作可见问题，那么

硬性问题就是隐藏在冰山下的恶魔。李杰用冰山

模型向澎湃新闻记者介绍了制造系统中可见与不

可见的问题。

 “生产系统中存在着不可见因素的影响，比

如设备性能的衰退、精度的缺失、易耗件的磨损

和资源的浪费等。 而可见的影响因素往往是不可

见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所引起的，比如设备的衰

退最终导致停机、精度的缺失最终导致质量偏差

等。”

李杰表示，对这些不可见因素进行预测和管

理是避免可见因素影响的关键。“可以从数据当

中抽象提取出的、与判断某一事物的状态或属性

有较强关联的、可被量化的指标。常用的特征包

括时域信号的统计特征、波形信号的频域特征、

能量谱特征、特定工况下的信号读数等。在一个

坐标系中这些特征的分布就划分了若干区域，这

其中既有健康状态的分布区域，也有不同故障模

式下的分布区域。”

“当我们将这些区域分别建模时，在制造

系统的运行过程中这个分布可能会慢慢偏移，

这时与正常状态和某一类异常状态可能有所重

叠，那么其与正常状态的相似程度就代表它的

健康值，与故障状态的相似程度就代表了其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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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风险，我们可以将这个相似程度进行量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分布可能会有慢慢向某

一个状态发展的趋势，我们所量化的结果就形

成了一个时间序列，这个时间序列代表的就是

衰退的轨迹，进而对这个趋势的未来发展进行

预测，就可以推断出在未来的什么时间会发生

什么问题或故障。”

李杰介绍，因此美国辛辛那提大学NSF产学

研合作智能维护研究中心提出并发展了针对预诊

断与健康管理的工具箱，将广泛使用的智能分析

算法整合在一起，并且评估每一个算法在不用情

况下的优势和劣势，采用一种系统化的方法把每

个算法的适用度进行优先级排序，从而减少了实

际应用开发中反复试验的次数。

“第三个方向，就是利用反向工程，从结果

中找到原因”，李杰总结。

李杰依然以航空发动机为例：“事实上航空

发动机真正的科技与挑战都是隐藏在 看不见的

世界 中，其中的 隐性科技/杀手 就存在于包括航

空发动机、半导体制造和精密元器件等领域里最

尖端并且最富挑战的核心和关键技术。因为人们

不了解它存在的原因和激活的条件，它们都隐藏

在不稳定、非线性、瞬态和随机的工况与过程之

中。”

譬如，在同样一张图纸上所定义的厚度及其

分配曲线是明确的、清楚的。 但是不同的厚度及

分配对部件的性能、安全性、可靠性及持久性是

隐形的科技。 “如何去找出一个最优化的厚度分

配，其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题目。所

谓先进科技就是如何挖掘这些隐性杀手，然后控

制住所有可激活的条件 。大数据可以帮助我们达

成这个目标。”

1989年7月19日，一架从丹佛起飞计划飞往

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的道格拉斯三引擎客机

DC-10，在飞到爱荷华的玉米田上空时二号引

擎空中爆炸，导致了机上296人中的111人不幸

遇难。调查人员发现，是由于引擎中的风扇盘破

裂，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针对疲劳裂纹产生的区域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后发现，导致风扇盘损坏的罪魁祸首是钛合金叶

盘中混入的少量氮元素与氧元素。这些杂质如果

出现在钛合金的部件之内就会增加它的脆性，使

其容易在受力的情况下产生裂纹。即使引擎部件

裂纹的检测包含在引擎的例行检查项目之中，但

该风扇盘的裂纹产生的地方极难察觉，导致了事

故的发生。

“风扇盘制造过程产生的缺陷或许才应该是

事故发生的必要因素，但又不构成充分的条件。 

因为在老化的过程中，许多隐形特性（疲劳与应

力特性）的加入，导致了最后事故的发生。”

李杰在《从大数据到智能制造》中详细分

享了多例案例。“航空发动机的安全、可靠及

持久性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偶然率之上。为了更

好认识和控制那些 隐形的特性 ，不仅需要提

升设计、材料、制造、维护以及测试的技术水

平，更需要主动地对它进行监控与预测，获取

部件实际的运行特性曲线，进而预测其故障发

生的可能性。”李杰提出，工业互联网与大数

据为这种基于不确定性与概率的特性评估提供

了技术基础。

李杰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大数据在智能制造

中的典型应用场景还包括加速产品创新、生产系

统质量的预测性管理、产品健康管理及预测性维

护、能量管理、环保与安全、工业企业供应链优



13

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

化、产品精确营销、智能装备和生产系统的自省

性与自重构能力等。

中国制造业转型的方向在哪里？

李杰给出了三个方向分别适用的几种情

况。“ 从解决问题到避免问题 这一方向适合在

某一个领域已经做了很久，有了一定的积累，

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做得好或是不好。 比如中

国的离散制造、精密加工、汽车制造、装配制

造等领域；第二个方向预测隐性问题，适用于

在解决了可见的问题之后，仍然存在一些不可

见问题对制造系统造成的影响，希望能够了解

不可见因素的变化过程和相互的关联性，积累

更加深入的领域知识；而在制造基础非常薄弱

的领域，并没有形成太多有效的数据，但是从

国外聘请了非常有经验和知识的人，则可以实

施反向智能制造。”

最近，“提升供给侧质量”成为中国政府

在重整制造业中的重要改革举措。李杰认为，用

“制造竞争力=产品质量/成本”这个简单的公式

可以衡量供给侧的质量。

“提升产品质量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我认

为中国制造目前最需要提升的是标准化、规范化

和合理化，至于是应该使用自动化、信息化、机

器换人，还是工匠精神等方式，应该视具体的行

业和企业的情况而定。”

李杰特意指出，工匠精神未必一定是好的，

比如最注重工匠精神的日本，很多企业由于过于

严苛地追求性能指标的极致而投入了大量不必要

的成本，使性能比其他产品高出1倍，但其代价

可能是导致商品的价格高出了3-5倍，这样的产

品显然也是不具备竞争力的。 

“在不对成本加以限制的情况下任何一个

企业都能够做出质量和性能很高的产品，但是

物美的同时做到价廉就很难了，这是一个复杂

的系统工程，需要对生产系统的各个方面进行

优化。

除此之外，中国制造业的供给侧质量改革，

李杰建议可以从两个方向进行尝试：“一是从以

往的依靠投资拉动需求，转变为以主控式创新的

思维挖掘市场潜在的需求；二是将资源要素向价

值链上游转移，增加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投入，

研究与产品开发均衡发展，在生产系统上游的要

素中取得更多的话语权，逐渐从价值链的较低端

向高端环节转移。”

“我们相信中国会成为新制造革命的中心，

因为大数据将成为中国继人口红利之后的又一大

竞争优势，中国应该利用好使用数据的资源，才

能弥补中国在装备制造和核心零部件等方面的弱

势，做到让世界向中国学习在制造系统中创智和

创值的经验。”李杰说。

来源：http://sanwen8.cn/p/170Vd7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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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随着云时代的来临，大数据已经渗入我们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大数据开放、

应用更是大势所趋。如何更好地发挥大数据的作用，推动产业发展? 众多观点碰撞，无疑给

了我们更多启示。

2016首届中国大数据应用大会嘉宾观点碰撞

“阿里做小额贷款，最快只要几秒钟，这

是为什么?”7月14日，清华大数据产业联合

会副秘书长赵勇参加“大数据与智能制造应用

论坛”时自问自答，“阿里依托在淘宝和天猫

十几年的数据积累，可以对贷款对象的经营及

还款能力进行快速研判。”

借助历史信息预测未来，恰是大数据的魅

力所在。“微软曾统计分析300多人的出行规

律，然后预测他们未来一段时间的行程，准确

率高达80%。”在赵勇眼中，大数据既是“显

微镜”，又是“望远镜”，前者可以对个体特

征进行精准画像，后者可以预测发展趋势。

圆通快递CEO相峰亲身感受到了预测的

魅力。“每年‘双十一’对圆通都是大考，包

裹集中到某个中转仓库，堆积如山，不及时运

转的话很可能‘爆仓’。”相峰说，2014年

“双十一”期间，圆通发送了2.4亿个包裹，

用时16天，而去年同样的包裹量，仅用时7

天。“借助大数据分析，我们对哪些区域、

线路可能存在较大的接件量、中转量进行了

预警，从而优化人力、车辆与货物的匹配，避

免了堆积。”他认为，大数据同样能对新仓库

未来的发展做出精准判断。“从这个意义上

说，大数据就是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一旦加入

到生产环节，就能带来巨大的改变。”赵勇举

例称，特斯拉借助大数据实现无人驾驶，把人

“解放”了出来。

与会嘉宾频频提到青岛红领，认为它是成

熟运用大数据生产要素的典型。作为一家服装

企业，青岛红领借助数据库中的万亿条数据，

研发出一个处理系统，可以对不同体型尺寸的

用户给出解决方案，使传统的西装手工打版变

为大数据在线打版，从而实现了低成本、高效

率。

清华大学数据科学研究院工业大数据研究

中心副主任陆薇说，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迫在

眉睫，最关键的支撑是大数据，工业大数据的

本质是“数据驱动的工业升级”。

　　大数据安全将形成巨大市场 堵“漏

洞”或成未来消费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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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开放、应用已是大势所趋，个人隐

私又该如何保护?在大数据核心技术论坛上，

这一问题引发热议。“大数据产生的过程是碎

片化的，因此，个人隐私的泄漏往往也在无意

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信息处理中心主任、

教授俞能海说，用户的浏览、交易、社交信

息发布以及地理位置分享等“碎片”，几乎囊

括其所有的基本信息，“可以说，只需要四组

消费数据，就能从茫茫人海准确识别唯一用

户。”

不过，在俞能海看来，大数据开放的风

险越高，背后的机遇和市场也就越大，“隐私

保护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消费需求。”目前，

俞能海所带的博士生团队正进行一系列隐私保

护和信息隐藏技术的研发，部分项目已获风投

青睐。“大数据安全，不完全是技术问题。”

北京三未信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CTO鹿淑煜认

为，相较于此前层出不穷的防火墙和杀毒软

件，目前很少有安全产品能够解决大数据方面

的隐私保护。这并非源于技术障碍，而是因

为，大数据平台公司作为数据持有者，在隐私

保护上很难获得用户信任;而第三方安全厂商

因为没有真正与大数据平台对接，难以形成完

整的保护技术框架。

为此，鹿淑煜提出了“权责独立”的大

数据时代隐私安全保护机制：由第三方安全厂

商提供加密技术，在用户和平台之间搭建一个

“安全门”。这样，平台公司“拥有”加密后

的数据，但无法解读;第三方掌握解密技术，

但并不掌握数据。

这一机制，同样被视为“安全方案供应

商”的全新机遇，“未来大数据安全将形成巨

大市场。”鹿淑煜说。

鄂维南院士：“阿尔法狗”是一个标志

与韩国棋手李世石九段对决，“阿尔法

狗”(AlphaGo)一战成名，让依托大数据的人

工智能显现出强大威力。7月14日，出席首届

中国大数据应用大会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鄂维南

表示，“阿尔法狗”是人工智能进入新时代的

标志，但要用它在复杂环境中进行决策，还面

临许多难题。

鄂维南从事计算数学、应用数学等的研

究，对“阿尔法狗”背后的数学模型非常清

楚。鄂维南说，“阿尔法狗”使用的不是穷

举法，即分析落子的每一种可能性，而是借

助蒙特卡罗树搜索，模拟对局的最终胜率而

不是十分精准的评分值。“阿尔法狗”所带

来的震撼，不止于此。与李世石对决前，“阿

尔法狗”曾与欧洲冠军切磋过。“从那时的表

现看，它的确难以与围棋九段匹敌。”鄂维南

说，“会学习”是人工智能的另一个特征，建

立在大数据基础上，使机器拥有了自我深度学

习的能力。

鄂维南认为，“阿尔法狗”可以应用在

一般的智能决策领域，但这并不表明它就是万

能的。在角色不对称的前提下怎么把“阿尔法

狗”推广得更好，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来源：中国经济网http:// www.c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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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碰撞

大数据是虚拟与实体的革命观点碰撞

不同观点：

观点一，大数据要形成多

源数据关联，价值才能快速，

甚至指数级提升效果。

观点二，大数据可以追

求完美，例如做出更完美的玫

瑰；反对者问何为完美，为啥

要做完美而不是帮助人们更幸

福呢？

观点三，算法模型在有的

时候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大数

据，举例气象预报，一战时发

明的一个算法，当时没法达到

预期的目标，而现在还是用这

个算法，提前3天预报准确率达

到95%

观点四， 物理世界有边

界，大数据世界没有边界，这

是大数据革命的基础，金融货

币也可能因此而改变

观点五，大数据隐私和权

力问题，观点是你既然因为自

身需要，暴露出来个人信息，

本身就算同意了隐私给了互

联网公司，你接受了他们的服

务。

观点六， 高唱大数据的大

都是市场营销的，因为大数据

效果更直接。

总结观点： 

1、大数据既不断提高一

直在进行的计算领域，也可以

开创新的“颠覆”方向；

2、大数据到底目的是什

么，其实没必要纠结，每个人

在大数据时代愿景都不同，只

要能达成自己愿景，就是好的

大数据应用；

3、效果最直接的，大数

据从业者们都在挤着进入这个

领域，这是好事，一是容易见

效果，二是说明这是冰山一

角，大数据潜力巨大；

4、大数据没有边界，思

考方式也要没有边界，才能创

新，当然落地的过程是漫长的

试错过程；

个人观点：

 1、大数据还有很多利益

问题没有解决，是阻碍大数据

更快速发展的主要障碍，例如

共享，如果很多单位认为有风

险不共享，大数据总有些缺

失；

2. 大数据获取之后ROI问

题，如果你投入20个人日采集

1年100T的数据，只是听说有

用，理性的决策者会支持你就

这样去搜集么？ 

3、算法模型还是需要尝

试才能让大数据效果更优，老

的算法是很好的基石；

4、业务应用场景设计仍

然是大数据的短板，目前主要

领域是营销，说是潜力大，说

白了，业务场景的设计仍然很

苍白，对营销以外的事情帮助

还不够多。

来源：http://www.36dsj.com/

archives/6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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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贵州省作为我国贫困人口数最多、贫困面积最多、贫困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 

如何保障和改善民生、如何加快脱贫步伐，成为“十三五”开局之年贵州省全面开展扶贫工

作的重点关注方向，贵州贵谷大扶贫、大数据、大健康三大发展理念，在贵州省实施精准扶

贫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专家对贵州大数据生态旅游精准扶贫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贵州

贵谷作为谷歌西南地区的核心合作伙伴，以“大扶贫”、“大数据”、“大健康”三大发展

理念，在贵州省实施精准扶贫过程中发挥了那些作用呢？

贵州贵谷：大数据生态旅游创精准扶贫新理念

贵州省作为我国贫困人

口数最多、贫困面积最多、贫

困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目前

仍有623万贫困人口，总体原

因可归结为贵州省的区域自然

和地理环境较为恶劣、民族地

区发展程度不同、农业基础条

件薄弱、农村公共基础服务滞

后、扶贫投入水平与实际需求

量差距较大等。因此，如何保

障和改善民生、如何加快脱贫

步伐，成为“十三五”开局之

年贵州省全面开展扶贫工作的

重点关注方向，如何把贫困的

贵州转变成山清水秀、百姓丰

裕、物产富饶的新贵州，是关

系到贵州能否实现2020年同步

小康的关键。

贵州贵谷科技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作为谷歌西南地区的

核心合作伙伴，以谷歌全球最

大的互联网搜索能力、网盟展

示能力、视频推广能力、移动

应用能力全力加盟贵州“大扶

贫”、“大数据”、“大健

康”生态旅游精准扶贫工程，

贵州贵谷集团董事长杜雄率先

提出，贵州大数据生态旅游必

须建立在“发展山地生态农

业、山地绿色产品、山地生态

文化”的基础上，编织大数据

生态旅游绿色安全网，并引进

台湾大学科技中心、台湾城乡

再生发展协会、台湾绿世界生

态农场合作出巨资共建贵阳百

花湖绿世界精准扶贫样板项

目。以此辐射整个贵阳、黔东

南、黔西南、黔南、遵义、铜

仁等区域的大数据生态旅游，

实现贵州全域化精准扶贫新目

标。

1、大扶贫创大数据生态

旅游

为全面加快贵州省脱贫

进程，贵州省委、省政府提出

了“大扶贫”、“大数据”、

“大健康”三大发展理念，高

度重视“互联网+”和“大数

据”应用工作，目的在于抓住

国家发展绿色金融的重大改革

机遇，推进“大数据”等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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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全面加快发展“大

健康”产业，致力于建设避暑

度假养生、生态文化体验、休

闲观光度假、温泉养生等健康

养生产业，助推科学治贫、精

准扶贫、有效脱贫。

在这样的大背景中，由贵

州贵谷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承接的“台湾绿世界生态农

场”项目正式启动，定址百花

湖。百花湖位于贵阳市西北

郊，地处贵阳市观山湖区朱昌

镇和百花湖乡之间，距市区

22公里，景区内湖水碧澄，

岛屿众多、错落有致，自然环

境优美。然而由于贵州特殊的

山地自然特性，加之进入景区

交通不便，位于山区之间的美

景一直难以吸引大量游客进

入。当地村民除少数开展农家

乐项目外，大多数仍以传统耕

种模式为生，农民经济收入及

生活质量一直难以得到提升和

改善，而“台湾绿世界生态农

场”项目的正式启动，给这片

美丽的土地带来了一次展示的

机会。

2、绿世界生态农场拥抱

互联网

“绿世界生态农场”板

块正是通过与其合作，引进其

先进的经营理念、产业模式及

优秀的管理人员作为本次项目

的技术支撑，促进百花湖绿世

界项目的建设，目标是将“台

湾绿世界生态农场”项目打造

成贵州最大的入境旅游集散中

心，全面助推贵州省“全域旅

游”建设。

通过与台湾大学合作，重

点借鉴台湾在生态农业方面取

得的成就，针对贵州地区特殊

的生态地理特点，将这些经验

转化为实践。以项目中“山地

高效农业示范区”为试点，利

用台湾先进的生物技术对项目

园区内的土壤进行优化，生态

复育，以提高农产品品质，最

终面向全省因地制宜的合理调

整及安排农业生产布局和产品

结构，力求以投入最少的资源

和能源获得尽可能优质的产品

同时，保持生态的相对平衡，

实现生产全面协调发展。最

终，项目利用以上先进农业技

术向华南发达地区提供优质绿

色农产品，以带动当地乃至全

省的农民致富、促进“黔货出

山”、“生态致富”，从多方

面支持贵州实现“大扶贫”目

标。

为了支持中央提出的完

善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

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

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

体”大扶贫格局，谷歌贵阳中

心和贵州省人民政府共同启动

了“300计划”。所谓“300计

划”就是公司利用谷歌技术，

重点服务贵州100家优质出口

企业，将这些企业的产品销往

世界的100个国家或地区，促

进“黔货出山”。公司还将为

贵州省培育30名跨境电子商

务专家，100家以上优秀跨境

电商企业，延伸培训或服务至

1000家贵州省企业，持续推动

贵州企业外贸增长，从而带动

贵州经济的全面发展，以“精

准扶贫”概念为导向，在贵州

省扶贫开发工作上，发挥积极

有效的作用。

3、科教元素置入山地生

态公园

贵州贵谷集团积极参与贵

州省大数据、大扶贫的建设，

其全资子公司贵州百花谷置业

有限公司秉承“生态保护与恢

复、发展山地高效生态农业、

生态致富”三大理念，与台湾

大学生技中心、台湾城乡再生

发展协会、台湾绿世界生态农

场合作出资建设贵阳百花湖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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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项目，此项目由四大板

块组成（贵阳绿世界生态农

场、绿世界山地公园、绿世

界植物园、绿世界文化旅游

生态园）。

在“绿世界植物园”

中建造的植物博物馆和西南

地区最大的人造热带雨林展

馆将促进贵州珍惜植物的保

护，并将协助科研团队对贵

州本地植物进行引种、驯化

并深度发掘其经济价值和药

用价值，同时项目将与台湾

大学生物科学院、贵州高校

合作开展生态保护科普教育

活动，弘扬生态文化，向参

观者科普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重要性。

4、传统文化溶新生态创

新

“绿世界山地生态公

园”通过利用地理优势布局

多种山地运动项目，这不仅

能满足社会对山地运动的时

尚性和持久性的需求，更为

市民提供了舒适的健身运动

场所。同时也是代表贵州作

为国际山地旅游省的示范性

景区。

绿世界文化旅游生态

园”致力于打造屯堡文化建

筑样式的村落、休闲度假、

避暑度假，集中展示贵州非

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民风、

民族歌舞、农特产品，促进

贵州山地旅游的发展。

通过在园区内承接大

数据智慧养老研究院及建立

贵州省古生物化石博物馆项

目，为各类研究型项目提供

基础平台。而园区内的精品

民宿、度假酒店等特色服务

设施，将成为贵州境外游客

的重要集散地。

5、大数据成就精准扶贫

新路径

作为贵谷集团的子公

司，贵谷科技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是一家有着丰富海外网

络营销经验的贵州本土优秀

企业。2015年9月，贵谷集

团与谷歌公司确定了战略合

作关系，贵州贵谷科技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谷歌先进的

科学技术作为支撑，旨在向

贵州地区及西南地区提供多

方面的优质服务。

随着互联网电子商务

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贵州企

业希望通过跨境电商“走出

去”，拓展海外市场。通过

结合Google AdWords的优

势和公司自身丰富的海外网

络营销经验，利用谷歌的大

数据、移动互联网、最新的

前沿科技和最新的科技应

用，立足贵州从而服务整个

西南。为企业，特别是贵州

当地企业，提供跨境电子商

务服务、大数据采集分析应

用、多语种网站建设服务、

跨境销售服务、跨境推广服

务以及专业的培训，并联合

谷歌和世界知名电子商务公

司在全国不定期的举办各种

相关论坛及会议。

贵州贵谷科技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通过利用谷歌先

进大数据技术，将贵州的商

品、服务、文化、旅游更好

地推广至世界，提升贵州在

国际上整体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让国外更多的人了解和

走入贵州。贵州贵谷科技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计划将贵州

的艺术、文化和自然遗产以

及著名的景点精准营销推广

到世界，助推贵州旅游品牌

的打造和旅游产业发展。

贵州贵谷科技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此次项目正是以

谷歌全球最大的互联网搜索

能力、网盟展示能力、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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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能力和移动应用能力为

依托，可以将百花湖的自然

风光和淳朴文化拍摄下来，

制作成型并投放到网络上，

让全世界的人通过互联网来

全面了解这一方美景，极力

将百花湖及贵州的商品、服

务、文化、旅游推广到世界

的每一个角落，吸引更多海

外游客来百花湖，更是来贵

州旅游。这样不仅能够增加

当地农民的经济收入，更能

带动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

6、大数据农业组合生态

旅游新元素

生态是贵州最大的资源

优势，如何利用这一优势？

如何在这新的一轮发展中捕

捉发展机遇？有着“避暑之

都”之称的贵阳，全年空气

清新，温度适宜，紫外线辐

射低，有着原生态的自然风

光和独特浓郁的少数民族风

情，是全国不可多得的优质

原生态资源，也属于后发型

城市。贵州贵谷科技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除了抓住后发优

势，在大数据、大健康领域

发挥企业自身的优势之外，

更利用企业的外围资源，做

足原生态的文章，让生态成

为贵州最大的输出产品。对

“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的实

施，就是对生态经济价值的

最好实践。也是贵州贵谷科

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为贵州

造血要迈出的重要一步。

本次“台湾绿世界生态

农场”项目选址确定在了百

花湖，贵州贵谷科技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是希望通过

对台湾山地高效生态农业

的示范性引入，创建一个

山地农业与观光旅游、休

闲度假的复合型山地生态

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做足

山水林田的文章，在保护

好生态的基础和前提下谈

发展。“台湾绿世界生态

农场”项目牢牢秉承三大

理念，即“生态保护与复

育”、“发展山地高效生

态农业”、“促进生态致

富”，通过四大项目板块

的实践，将百花湖区域打

造成为贵阳市乃至贵州省

的农业产业经济复合型示

范区。

贵州贵谷科技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在项目园区中，

特别划分出了“山地高效农

业产业园区”，结合贵州山

多、水好等各种优势因素并

通过引进、学习、利用台湾

的山地高效生态农业体系，

对土壤进行复育，以产业园

区为生态修复示范点，改善

园区土壤质量、合理规划布

局农产品种植模式，以建设

高效产业示范带为目标，最

终希望能将先进的农业科学

技术推广开来，将优质丰厚

的农业产业成果惠及全省，

并向省外市场输送，真正实

现黔货出山。

贵州贵谷科技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旗下“台湾绿世界

生态农场”项目正是基于大

健康产业的整体概念，针对

“精准扶贫”的工作方向，

在“大数据”和“互联网+”

的新型推广方式基础上所建

立的绿色农业项目。以“绿

色经济”为指导思想，坚持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科学理念，通过项目

的发展，将“绿色”、“健

康”的生活概念传递给贵

阳、全省乃至全国，让每个

人都关注生态环境修复、重

视生态文明建设。

来源：数据观 http://www.

cbd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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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董志龙谈贵州大数据生态旅游精准扶贫

贵州贵谷“大扶贫”、

“大数据”、“大健康”三大

发展理念，在贵州省实施精准

扶贫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记者为此采访了著名经济学

家、中国经济论坛创始人、中

国资本论坛秘书长、《法治政

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作者、人民传媒总裁董志龙。

董志龙先生围绕“贵州贵谷”

作为谷歌西南地区的核心合作

伙伴，以谷歌全球最大的互联

网搜索能力、网盟展示能力、

视频推广能力、移动应用能力

全力加盟贵州“大扶贫”、

“大数据”、“大健康”生态

旅游精准扶贫工程谈了一系列

观点和新理念。

董志龙指出，贵州大数据

生态旅游要建立在“发展山地

生态农业、山地绿色产品、山

地生态文化”的基础上。编织

大数据生态旅游绿色安全网，

引进台湾大学科技中心、台湾

城乡再生发展协会、台湾绿世

界生态农场合作出资33亿人

民币共建贵阳百花湖绿世界精

准扶贫样板项目。以此辐射整

个贵阳、黔东南、黔西南、黔

南、遵义、铜仁等区域的大数

据生态旅游，实现贵州全域化

精准扶贫新目标。

作为我国贫困人口数最

多、贫困面积最大、贫困程度

最高的省份之一，贵州省目前仍

有623万贫困人口且贫困成因复

杂，总体原因可归结为贵州省的

区域自然和地理环境较为恶劣、

民族地区发展程度不同、农业基

础条件薄弱、农村公共基础服务

滞后、贫困人口自身素质较差、

扶贫投入水平与实际需求量差距

较大等。因此，如何保障和改善

民生、如何加快脱贫步伐成为

“十三五”开局之年贵州省全面

开展扶贫工作的重点关注方向，

如何把贫困的贵州转变成山清水

秀、百姓丰裕、物产富饶的新

贵州，是关系到贵州能否实现

2020年同步小康的关键。

董志龙表示，贵州山川

秀丽、碧水长流、文化多彩、

气候宜人，是名副其实的国家

“森林公园”，旅游业发展潜

力巨大。贵州作为中国的“公

园省”，要按照中央的要求，

“丰富旅游生态和文化内涵，

把旅游业做大做强”；贵州的

发展要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两

条底线，摆脱“资源路径依

赖”，“走出一条有别于东

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

展新路”。因此贵州可利用其

优秀的生态地理资源，大力发

展旅游业，从而带动当地经济

发展，实现脱贫目标。

董志龙认为，贵州省脱贫

进程要坚持“大扶贫”、“大

数据”、“大健康”三大发展

理念，高度重视“互联网+”

和“大数据”应用工作，抓住

国家发展绿色金融的重大改革

机遇，推进“大数据”等生态

产业发展，全面加快发展“大

健康”产业，致力于建设避暑

度假养生、生态文化体验、休

闲观光度假、温泉养生等健康

养生产业，助推科学治贫、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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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扶贫、有效脱贫。

在此大背景中，2016年

初，在国家产业政策引导下，

在贵州省人民政府、贵阳市人

民政府、贵阳市观山湖区的大

力支持和关心下，由贵州贵谷

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接的

“台湾绿世界生态农场”项目

正式启动，定址百花湖。

董志龙说，“台湾绿世界

生态农场”项目是以引进“台

湾绿世界”主题乐园为主，由

建设“绿世界生态农场”、

“绿世界山地公园”、“绿世

界植物园”、“绿世界文化旅

游生态园”四大板块组成，秉

承生态保护与恢复、发展山地

高效生态农业、促进生态致富

的三大理念，致力于将贵州绿

世界建设成贵州省生态文明标

志性单位，同时发展成为省级

经济建设的火车头。此次项目

预计可为社会带来3到5万个

工作岗位，解决当地乃至贵州

省的劳动就业的难题。项目共

占地约一万亩，总投资人民

币33亿元，一期占地约5800

亩，投入13亿元，建设周期

为36个月。其中项目一期包

括“绿世界生态农场”、“绿

世界山地公园”及“绿世界文

化旅游生态园”三大板块的建

设。“台湾绿世界”是亚洲第

一、台湾唯一的生态农业主题

公园。“绿世界生态农场”板

块正是通过与其合作，引进其

先进的经营理念、产业模式及

优秀的管理人员作为本次项目

的技术支撑，促进百花湖绿世

界项目的建设，目标是将“台

湾绿世界生态农场”项目打造

成贵州最大的入境旅游集散中

心，全面助推贵州省“全域旅

游”建设。通过与台湾大学合

作，重点借鉴台湾在生态农业

方面的成就，针对贵州地区特

殊的生态地理特点，将这些经

验转化为实践。以项目中“山

地高效农业示范区”为试点，

利用台湾先进的生物技术对项

目园区内的土壤进行优化、生

态复育，以提高农产品品质，

最终面向全省因地制宜的合理

调整及安排农业生产布局和产

品结构，力求在投入最少的资

源和能源、获得尽可能优质的

产品的同时，保持生态的相对

平衡，实现生产全面协调发

展。最终，项目旨在利用以上

先进农业技术向华南发达地区

提供优质绿色农产品，以带动

当地乃至全省的农民致富、促

进“黔货出山”、“生态致

富”，从多方面支持贵州实现

“大扶贫”目标。

为认真落实并实现中央

提出的汇集专项扶贫、行业扶

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

种举措有机结合、互为支撑的

大扶贫格局，谷歌贵阳中心和

贵州省人民政府共同启动了

“300计划”。所谓“300计

划”就是公司利用谷歌技术，

重点服务贵州100家优质出口

企业，将这些企业的产品销往

世界的100个国家或地区，促

进“黔货出山”，以实现100

亿美元的出口外汇收入。公司

还将为贵州省培育30名跨境电

子商务专家，100家以上优秀

跨境电商企业，延伸培训或服

务至1000家贵州省企业，持续

推动贵州企业外贸增长，从而

带动贵州经济的全面发展，以

“精准扶贫”概念为导向，在

贵州省扶贫开发工作上，积极

有效的发挥作用。

董志龙认为，贵州贵谷集

团作为谷歌全球核心伙伴积极

参与贵州省大数据、大扶贫的

建设，其下全资子公司贵州百

花谷置业有限公司秉承"生态保

护与恢复、发展山地高效生态

农业、生态致富"三大理念，与

台湾大学生技中心、台湾城乡

再生发展协会、台湾绿世界生

态农场合作出资33亿建设贵阳

百花湖绿世界项目，此项目由

四大板块组成(贵阳绿世界生态

农场、绿世界山地公园、绿世

界植物园、绿世界文化旅游生

态园)。这些项目将更好地与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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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省大扶贫政策结合，更好地

落实对台农业招商，更好地打

造贵州入境旅游的集散中心。

在“绿世界植物园”中建

造的植物博物馆和西南地区最

大的人造热带雨林展馆，将促

进贵州珍惜植物的保护，并将

协助科研团队对贵州本地植物

进行引种、驯化并深度发掘其

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同时，项

目将与台湾大学生物科学院、贵

州高校合作开展生态保护科普教

育活动，宏扬生态文化，向参观

者科普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

性。“绿世界山地生态公园”通

过利用地理优势布局多种山地运

动项目，这不仅能满足社会对山

地运动的时尚性和持久性的需

求，更为市民提供了舒适的健身

运动的场所。同时也是代表贵州

作为国际山地旅游省的示范性景

区。“绿世界山地公园”还将通

过迁建当地寺庙——回龙寺，打

造佛教文化景点，弘扬佛教文

化，传承当地历史文脉。“绿世

界文化旅游生态园”致力于打

造屯堡文化建筑样式的村落、

休闲度假、避暑度假，集中展

示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

民风、民族歌舞、农特产品，

促进贵州山地旅游的发展。通

过在园区内承接中国大数据智

慧养老研究院国家级项目及建

立贵州省古生物化石博物馆省

级项目，为各类研究型项目提

供基础平台。而园区内的精品

民宿、度假酒店等特色服务设

施，将成为贵州境外游客的重

要集散地。

董志龙指出，现在是一

个信息化发展的时代，网络传

播，信息发展，在这样一个网

络信息大时代当中，要坚持互

联网传播，以大数据促进大发

展。“绿世界文化旅游生态

园”的承接单位贵谷科技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正是一家坚持互

联网发展的公司。该公司作为

贵谷集团的子公司，是有着

丰富的海外网络营销经验的

贵州本土优秀企业。2015年

9月，贵谷集团与谷歌公司确

定了战略合作关系，“贵谷科

技”成为谷歌公司全球核心合

作伙伴。公司以谷歌先进的科

学技术作为支撑，旨在向贵州

地区及西南地区提供多方面的

优质服务，力求充分践行“大

扶贫”、“大数据”、“大健

康”三大理念。

随着互联网电子商务的

发展，越来越多的贵州企业希

望通过跨境电商“走出去”，

拓 展 海 外 市 场 。 通 过 结 合

GoogleAdWords的优势和公

司自身丰富的海外网络营销经

验，利用谷歌的大数据、移动

互联网、最新的前沿科技和最

新的科技应用，立足贵州从而

服务整个西南。为企业，特别

是贵州当地企业提供跨境电子

商务服务、大数据采集分析应

用、多语种网站建设服务、跨

境销售服务、跨境推广服务以

及专业的培训，并联合谷歌和

世界知名电子商务公司在全国

不定期的举办各种相关论坛及

会议。

董志龙认为，通过利用

谷歌先进大数据技术，将贵州

的商品、服务、文化、旅游更

好地推广至全世界，提升贵州

在国际上整体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让国外更多的人了解和走

入贵州。“贵谷科技”作为谷

歌西南地区的核心合作伙伴，

此次项目正是以谷歌全球最大

的互联网搜索能力、网盟展示

能力、视频推广能力和移动应

用能力为依托，可以将百花湖

的自然风光和淳朴文化拍摄下

来，制作成型并投放到网络

上，让全世界的人通过互联网

来全面了解这一方美景，极力

将百花湖及贵州的商品、服

务、文化、旅游推广到世界的

每一个角落，吸引更多海外游

客来百花湖，更是来贵州旅

游。这样不仅能够增加当地农

民的经济收入，更能带动了贵

州社会经济的发展。

通过Google入境游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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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期在完成生态农场、山

地公园的建设后，预计可达到

年接待游客200万人次，二期

预计目标是在完成生态居住示

范区建设，完成项目品质提

升、完善各类设施及服务配套

的基础上，开通西安、北京、

上海、广州至贵阳旅游包机航

线，使年接待游客数达到500

万人次。项目所出产的特色农

产品通过“互联网+”模式进

行推广，让省外老百姓足不出

户就能享受到大山中干净、安

全的蔬菜。项目一期启动后，

预计净菜输出可达2万吨并可带

动贵州其它农特产品销售及旅

游商品开发，总体营销收入20

亿每年，实现与台北、东京、

新加坡联票销售。

董志龙指出，贵州的发展

要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培

植后发优势，奋力后发赶超，

走出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

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

生态是贵州最大的资源优势，

有着“中国避暑之都”之称的

贵阳，全年空气清新，温度适

宜，紫外线辐射低，有着原生

态的自然风光和独特浓郁的少

数民族风情，是全国不可多得

的优质原生态资源，也属于后

发型城市。“贵谷科技”除了

抓住后发优势，在大数据、大

健康领域发挥企业自身的优势

之外，更利用企业的外围资

源，做足原生态的文章，让生

态成为贵州最大的产品输出。

对“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的实

施，就是对生态经济价值的最

好实践，也是贵州“贵谷”为

贵州造血要迈出的重要一步。

“台湾绿世界生态农场”

项目选址确定在百花湖，“贵

谷科技”是希望通过对台湾山地

高效生态农业的示范性引入，

创建一个山地农业与观光旅游、

休闲度假的复合型山地生态农业

经济发展模式，做足山水林田的

文章，在保护好生态的前提下谈

发展。“三农”工作在贵州省经

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地位，

只有让农业强起来、农村美起

来、农民富起来，贵州的基础经

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才将会取

得有效成绩。因此，“台湾绿世

界生态农场”项目牢牢秉承三大

理念，即“生态保护与复育”、

“发展山地高效生态农业”、

“促进生态致富”，通过四大项

目板块的实践，将百花湖区域打

造成为贵阳市乃至贵州省的农业

产业经济复合型示范区。

董志龙说，改革开放以

来，中央多次以“三农”为主

题颁布各类文件，贵州省也高

度重视“三农”发展，如何推

动贵州现代化“山地特色高效

农业”又好又快的发展，实现

农业农村经济持续较快增长，

成为了贵州农业发展改革的重

要方向。为此，“贵谷科技”

在项目园区中特别划分出了

“山地高效农业产业园区”，

结合贵州山多、水好等各种优

势因素并通过引进、学习、利

用台湾的山地高效生态农业体

系，对土壤进行复育，以产业

园区为生态修复示范点，改善

园区土壤质量、合理规划布局

农产品种植模式，以建设高效

产业示范带为目标，最终希望

能将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推广

开来，将优质丰厚的农业产业

成果惠及全省，并向省外市场

输送，真正实现黔货出山。

董志龙指出，未来要基

于大健康产业的整体概念，针

对“精准扶贫”的政府工作方

向，在“大数据”和“互联网

+”的新型推广方式的基础上

建立绿色农业项目。以“绿色

经济”为指导思想，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

理念，将“绿色”、“健康”

的生活概念传递给贵阳、全省

乃至全国的参观者，让每个人

都关注生态环境修复、重视生

态文明建设。（记者于闻通讯

员班丽红江嘉鑫）

来源：http://www.csunews.

com/news/dt/40836_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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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家把大数据技术作

为战略提出后，大数据技术处于

炒作‘过热’的状态，跟统计数

据相关行业的都穿上了大数据

‘马甲’。”4月22日，“科学

与中国”院士专家巡讲团走进南

京工业大学。中国科学院院士、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梅宏在谈及

大数据应用时，直言当前大数

据应用领域的现状。

梅宏建议，在大数据的

应用上亟须顶层规划和示范引

导，积极谋划，审慎推进。

“因为，大数据的计算设备

6～8年会被淘汰，如果一哄而

上，将造成超前投资、重复投

资或者资源浪费”。

梅宏表示，大数据技术

正引领新一轮的信息化建设热

潮，但在大数据分析中，应该

要冷静、谨慎。真正的大数据

应用应该体现在数据挖掘的深

度和多源（跨界）数据融合的

广度上，绝不仅仅是单源数据

的“海量”。“‘大’未必一

定胜过‘小’。承载‘规律’

的模型驱动更符合人类探求知

识的本性；无论从大数据的深

度和广度，均难有真正意义的

“全体数据”，就现实世界的

复杂性而言，均是抽样数据。

如果只是一个量大的数据进行

规律统计，或者仅仅是一元的

数据进行规律统计、分析、发

布等都不叫大数据。”

梅宏坦陈，大数据正在影

响着我们的生活，但根据大数

据进行预测有时会有失偏颇，

大数据首先得基于完全正确的

数据，如果有假数据在里面，

那么显然预测就没有意义。此

外，他还指出，有些大数据并

不能用作参考。比如股市就不

能用大数据来进行预测，因为

股市尽管完全符合多元化的、

正确的数据特征，但股市作为

一个开放系统，具有强烈的从

众性，其所呈现的大数据预测

就不会很科学。

当日，梅宏院士还以“信

息化3.0与大数据”为题，为

南工师生作了一场精彩演讲。

演讲中，他系统回顾了信息技

术和信息化发展的历程，简要

总结了信息化各阶段的主要特

征。同时，针对国家的“”战

略，尝试去理解、分析“互联

网+”的本质内涵，从基础设

施、思维模式和实施指南三个

视角阐述了“互联网+”战略

在信息化3.0时代的重要意义，

进而对信息化3.0时代的重要表

征——大数据及其应用和技术

发展进行了总结和展望。

来源：http://www.bigdatas.

cn/article-1749-1.html

中国科学院院士:大数据炒作“过热”
会造成超前投资

【导读】大数据技术正引领新一轮的信息化建设热潮，但在大数据分析中，应该要冷

静、谨慎。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变革下，我国的金融行业将出现哪些变化？金融监管面

临哪些新挑战？大数据在金融科技创新领域体现的价值在哪？区块链、大数据 你听过的金融

科技创新有哪些呢？



26

大数据金融咨询

大数据重塑未来金融监管方式

霍学文

回顾金融创新发展的历

史，每一次金融的历史变革都

与先进的科学技术紧密结合，

因此当金融发展到互联网时

代，也必将发生新的金融变

革。

建立互联网金融治理体

系，应该成为我国金融治理体

系和金融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

内容，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

以互联网金融治理推进中国金

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是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必由

之路。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

《第四次工业革命》作者施瓦

布认为，建立在数字革命基础

上的第四次工业已经到来，这

是一场系统性的深度变革，而

用大数据进行决策是这些变革

之一。 

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

术变革下，我国的金融行业将

出现哪些变化？金融监管面临

哪些新挑战？如何利用大数据

进行智能决策？就这些问题，

《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了北

京市金融工作局党组书记霍学

文。

大数据时代到来

凯文·凯利(Kevin  Kelly)

被誉为互联网经济的预言家，

他精准预测Web2.0时代的到

来和网络经济的运行规律。凯

文·凯利预言，未来，大数

据、云计算、移动通讯三者相

结合的技术进步将激发大数

据、深度学习、语音智能、监

控设备、3D打印、人造智能、

P2P、虚拟货币等方面的技术

突变，而这些正在成为现实。

霍学文认为，人类将迎来

大数据时代。现在一年的信息

量已经超过自人类文明开始时

积累的所有信息量之和。未来

信息量的扩张是爆炸性的，将

达到我们无法控制的程度。未

来的生活都将是可量化的，每

个个体自身也将贴上数字化的

标签。

大数据时代的信息是海量

的，结构化数据与非结构化数

据并行。如何从纷繁复杂的数

据当中提炼出有效的数据，并

且用适合的方式展示出来，成

为各界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当下我们大部分的分析工作

都是基于传统的饼状图、柱状

图等二维数据模型进行组建

的，而在大数据时代，二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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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模型只有3个维度进行管

理和判断，完全满足不了大

数据时代需要多维度、复杂

关系的数据模型的需求。”

霍学文对《经济参考报》记

者表示。

“以前我们做研究做

经济决策，最担心的是没有

数据作为依据，不能正确地

认清事物的发展阶段。而现

在是海量数据充斥在我们的

世界，在机器智能尚未完成

的时候，需要人机交互。数

据可视化可以帮助人通过视

觉直接感知机器语言与图形

图像。可以带来更多的直观

的数据关联价值。”霍学文

说。 

但是，信息孤岛问题

始终是大数据发挥作用的主

要障碍之一。霍学文认为，

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数据开

放。从数据的开放、共享和

交互，到价值提取能力的开

放，到基础处理和分析平台

的开放，让数据如同血液在

数据社会的躯体中长流，滋

润数据经济，让开放数据的

思维成为常态。

未来，大数据的规模

会越来越大，大数据经济价

值会驱动大数据产业链加速

形成。从数据采集、数据存

储、数据处理，到数据分

析、数据交易、数据应用，

围绕着这些分工环节将会产

生一批大数据生产商、运营

商、服务商。

“数据成为资产、行业

垂直整合、平台泛金融化成

为商业发展主流趋势，行业

产业链条加深加长，促使商

业创新模式层出不穷。互联

网创造出新的商业模式，塑

造新的经济形态，创造新的

经济生态空间，加大生产可

能性边界，降低生产成本和

融资成本，互联网基因已经

融入到社会运行的底层物质

技术结构之中。”霍学文表

示，回顾金融创新发展的历

史，每一次金融的历史变革

都与先进的科学技术紧密结

合，因此当金融发展到互联

网时代，也必将发生新的金

融变革。

技术驱动金融行业变革

纵观金融史，技术变革

一直是金融发展的动力，技

术跨越成就金融行业的大变

革与大发展。从电报、电话

到计算机信息系统，金融业

一直是先进技术的领先应用

者，同时也一直受到先进技

术的驱动。

“金融与技术就像太

极的阴阳鱼的两端，相互追

逐，共同发展。当前大数

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

智能终端、通讯技术等现代

信息技术正在加速发展并驱

动金融行业的变革与发展，

它们重塑了金融竞争规则，

使得技术承载的信息和数据

成为新金融时代的核心竞争

力。”霍学文表示，未来技

术改变的世界有四大特征：

万物互联、信息交互、数据

集成、智能决策。这四大特

征对金融业的未来变革影响

深远，也是我们思考创新金

融模式的基础前提。 

技术替代将不断拓展

金融服务的可能性边界，不

断构建新金融生态空间，不

断演化出多层次金融服务体

系，不同的金融模式将服务

于特定的群体，市场会根据

收益和成本的动态变化选择

不同的商业模式，技术通过

驱动不同业务的成本与收益

之间的动态调整从而改变金

融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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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技术替代

是一个连续且复杂的问题，

将深刻改变金融结构与金融

格局，更替一些落后、高成

本、低效率的金融服务模

式，但是仍会因为成本、文

化、地域等原因保留相当一

部分传统金融服务形态，传

统金融难以替代的功能也会

在运用新技术中得以升华。

因此未来的金融模式一定是

在技术替代中传统金融和互

联网金融的融合发展。

霍学文认为，智能手机

的广泛应用为互联网金融发

展奠定了技术、产品(Apps)

和用户融合创新的基础，基

于大数据的数据挖掘与分析

技术开创了互联网金融新模

式，移动通讯与移动互联网

深刻改变金融风险定价与资

金配置的方式。金融行业的

大发展大变革时代已经来

临。无论是传统金融企业，

还是新型互联网企业，必然

要广泛应用这些技术，重塑

自己的金融服务模式。

“在大数据技术运用于

信贷技术前，贷款需要很长

时间的审核，尤其是线下取

证、财务报表、抵押担保、

审批流程、领导签批、最后

放款等环节，而阿里小贷根

据其内在的大数据信用评估

和内控技术，能够实现实时

计算贷款人的信用额度，在

信用额度内实现即时放款。

这是传统金融领域是难以想

象的。而这种快速放款模

式，将成为未来互联网金融

时代的标准配置。”霍学文

表示。

数据可视化可以帮助双

方站在同一个平台上相互模

拟、相互评估与相互决策。

金融信息可视化已经成为经

济分析、管理决策、绩效评

价等工作的必备工具，它将

始终贯穿于金融活动的全过

程。在技术变革的推动下，

金融可视化成为未来发展趋

势。

金融可视化是利用数

学算法、网络技术、数据挖

掘、计算机语言等一系列前

沿金融科技综合应用、共同

开发的信息集合显示成果。

技术手段是金融可视化的工

具，经济管理理论是程序设

计的基础。

霍学文认为，金融数

据可视化的最大价值并不仅

在于直接将数据呈现出来，

让人直观地感受到数据，而

更在于思维模式和决策方式

的转变。我们应该利用数据

的可视化重新定义金融领域

的数据模型，判断金融价值

模型中的爆发点与增长的关

联。

另外，利用大数据进

行决策正在成为可能。“在

数据集成的基础上，运用大

数据、云计算技术，将数据

清洗，处理，然后输入模

型，就能还原真实世界，得

出精准信息，以此作为决策

依据。未来的决策中人主观

因素会弱化，大数据提供的

信息使得决策更加科学智能

化，动态实时化。”霍学文

表示。

大数据金融是历史趋势

21世纪金融业与大数

据、云计算、搜索智能、社

交网络、物联网、人工智能

等新兴技术深度融合、创新

发展，互联网金融新模式应

运而生，必将成为未来金融

的载体、平台与内容。因

此，规范发展的互联网金融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传统金融是以纸质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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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人工处理为核心，以

人工借助于计算机网络平台

来处理业务。现代互联网金

融是数据介质为主，利用分

布式计算处理数据，以公众

互联网的全网为平台，以全

网收集的数据来补充内部网

集成的数据。大数据金融的

典型特征是将金融活动转化

为智能数据处理活动，大大

降低了人为因素的干扰，提

高了风险评估、分析和预警

能力。 

“互联网金融就其内容

而言是大数据金融，充分利

用互联网形成的海量数据来

挖掘用户需求、评价用户信

用、管理金融风险等。大数

据就是互联网金融的核心资

产，对这个核心资产的利用

能力决定了互联网金融的可

能性边界。”霍学文说。

互联网已经成为经济运

行的底层物质技术结构，因

此搭载互联网的金融模式将

成为未来金融发展的主要载

体。从金融业的最新发展趋

势可以看出，大数据技术成

为风险管理的标准配置、云

计算为金融业务的高效实时

处理做出保障、点对点的资

源配置方式充分发挥金融职

能，越来越多的传统金融需

要这些互联网金融新模式作

为技术载体、信息载体、业

务载体。

互联网金融具有平台属

性。平台通过自我创造、自

我发展衍生出金融业务交易

平台、新兴技术应用平台、

风险控制管理平台、金融模

式创新平台、普惠金融服务

平台。互联网金融对现代金

融业的塑造就体现在这些平

台功能之上。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未来

新的逻辑起点。既是过去信

息技术对金融深刻影响的延

续，也是信息技术发展到新

阶段，全新的信息通讯技术

对金融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开

始。我们所能看到的互联网

对金融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我们看不到的、很难想象到

的影响也会不断到来，尤其

是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对金融

的影响正在到来。”霍学文

说。

我们到现在还不能说

互联网金融形态已经成熟，

互联网金融现有的探索还只

是刚刚开始。互联网金融的

发展还在路上，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互联网金融的发

展随着技术的创新和引入，

随着金融服务的挖掘，随着

大数据的不断积累，随着金

融算法的不断提升，随着监

管容忍度的改善，随着大金

融机构不断把互联网技术、

理念、方法纳入传统体系，

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的改

造，对金融服务的创新，对

未来金融业发展的重构，应

该说只是开始。

大数据重塑金融监管方

式

“我们的金融业态已

经发生深刻改变，先进的信

息通讯技术、大数据技术、

云计算技术早已广泛应用在

各种类型的金融企业当中。

如果我们的金融监管还是传

统的模式，是难以实现监管

的有效性、及时性、低成本

性。”霍学文表示。

实际上，当金融业还

处于相对初级的阶段时，受

制于资源有限、成本因素和

信息不对称，金融监管具有

一定的滞后性，监管部门已

经很难采取及时的监管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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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互联网金融的先进技术

实际上是提供一个良好的契

机，可以让金融监管发挥更

大的效力。先进的信息系统

可以及时检测金融市场与企

业的动态大数据，而电子化

的渠道有效地降低监管的搜

索成本。多渠道的信息数据

来源可以降低监管面对的信

息不对称难题，而通过机器

学习可以构建智能监管监测

系统。这些信息化金融监管

手段来源于市场，作用于市

场，检测于市场，这是金融

监管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霍学文认为，互联网

技术尤其是大数据及智能技

术，将会重塑未来金融监管的

方式。以非法集资为例，在互

联网时代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的

虚拟性、广泛传播性等特点，

通过承诺高收益来吸引广大投

资者。近年来由于经济形势下

行，非法集资案件频发，对金

融秩序和居民的合法权益造成

较大的影响。互联网技术为

打击非法集资提供了有力的

工具，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

和准确性。

据霍学文介绍，北京

市已建成非法集资监测预警

平台并发挥良好作用。就是

利用互联网思维和先进技术

手段提高监管能力的典型案

例。该非法集资预警平台的

设计包括两个子平台：一是

对正规金融产品登记的前

台，通过对网站销售的金融

产品的信息进行登记，做好

数据收集工作。产品登记、

信息披露、资金托管是互联

网金融三大监管措施，金融

机构将产品的属地名称、

属地编号、发行日期、机

构编号、产品编号等信息在

平台上进行登记、备案。二

是发现非法集资线索的后

台，用来打击违法犯罪，守

住底线。前台提供信息给消

费者，后台打击非法集资。

基本建设思路为：利用互联

网搜集信息，运用大数据挖

掘、云计算技术，通过两次

比对、一次干预、最后确认

的一系列步骤，实现对疑似

非法集资的企业进行不同级

别的处置应对。

“具体来讲，该平台

根据以往非法集资案例的特

征，综合合法性、非法集资

特征词、收益率偏高、负面

反馈指数、传播力这五个维

度构建，通过机器学习对每

个维度进行自我赋权，最后

形成一个‘冒烟指数’。在

非法集资特征词中，平台收

集尽500个特征词，涵盖面

极广，只有大数据才有这种

规模的信息收集能力。冒烟

指数越高，说明越接近非法

集资的特征，监管部门就可

以及早监测预警，做到‘打

早打小’。”霍学文说，平

台建设成功后，实现六项机

制：线索发现机制、线索跟

踪机制、监测预警机制、协

调警示机制、监督控制机

制、信息共享机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

心。现代金融治理体系，是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霍学文

表示，建立互联网金融治理体

系，应该成为我国金融治理体

系和金融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

内容，是我国金融发展的重要

组成部分。大力发展互联网金

融，以互联网金融治理推进中

国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是金融治理现代化的

必由之路。

来源：http://www.bigdatas.

cn/article-179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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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如何在金融科技创新领域
进行更深刻的颠覆？

目前，不管是金融技

术，还是金融科技都慢慢渗

透进了金融领域，包括投

资，零售银行业务，贷款或

者其他方面都得到了不同程

度的应用。随着互联网和移

动革命浪潮的席卷而来，

FinTech（金融科技，以下

简称Fintech）也随之得到了

迅猛的发展，金融技术几乎

在其每一个细分领域得到了

巨大的突破。在这一领域的

投资热潮与媒体铺天盖地的

报道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

度。在这里，归纳出大数据

在金融科技创新领域体现的

价值：

银行API方面的应用

A P I （ A p p l i c a t i o n 

Programming  interface，

应用程序接口）是一种可以

接入网上银行系统的接口，

第三方可以通过API来获取

在银行系统中存储的客户信

息。客户端只需登录到银行

账户，剩下的事情就可以交

给银行API来完成了。它会检

查该账户的余额或提取该账

户超过一定时间内的交易概

况。这个数据是独立于第三

方的，一个公司如果试图获

取这方面的信息，必须征得

该客户的同意。

使用这种技术，最大的

优势在于它提供的舒适性为

消费者带来全新的体验，而

企业则能够完全通过线上渠

道来提供金融服务。这种技

术的另一个好处是，该数据

可以被用来刻画一个客户的

信用“肖像”。关于大数据

的一个最主要的挑战就是信

息的质量，而通过银行API提

供的信息则是最优的，因为

它已经被一个银行这个可信

方验证。

为投资部门提供用户市

场数据

大数据应用的另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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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就是贸易。我们都知道

知识就是力量，运用得当的

时候，他就能创造不菲的利

润。财富管理和贸易在金融

创新方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

地位，而截至目前，金融科

技在这些领域的应用还处于

萌芽阶段。

投资者信心指数和市场

信心指数对于衡量投资者在安

全性方面的态度至关重要。感

知市场也显得尤为重要，毕竟

市场参与者的情绪直接影响了

市场的价格变动。

在主要市场情绪程序

的帮助下，可以看到金融市

场的其他参与者持有短期和

长期的位置之间的关系。有

了这些数据，投资者就能够

对市场情绪有一个更好的把

握。这个程序的工作相当简

单。经纪人基于其交易员持有

的头寸汇总自己的数据，然后

经纪人再将数据呈现在一个图

表中。通常，每份交易资产都

带有自己的情绪图表，所以可

以看到投资者对当前市场的态

度。

在大数据聚集交易的帮

助下，人们可以更好的了解市

场。也会看到一个更详尽的数

据分析。因此，提供这些数据

的经纪人可以在其交易中获得

一个较大的成功率，并因此获

得更高的交易量。而这些最终

都将转化为利润。

通过社交媒体完成信用

评分

目前，世界上仍有73％

的人口没有得到征信系统的

评分。而那些得到评分的群

体，事实上绝大多数也只

是通过一些较为原始的因素

获得的评分。在大多数的情

况下，只有偿还历史（进行

支付的能力）被考虑在内。 

Kreditech（用大数据分析信

用的在线借贷初创公司）本

质是基于大数据服务于客户

潜在的个性化需求。它的数

据来自于社交网络，对许多

人的社交行为因素进行了分

析。通过大数据记分可以真

正实现更高的交易率，同时

维持较低的违约率。

Kreditech现在正聚焦

于通过科技来实现金融服务

的自由。在其独特的打分技

术的帮助下，这个企业可以

服务于那些很少甚至没有信

用记录的人，只要他们拥有

Facebook或者其他社交网络

的账号就行。

最后

金融科技时代已经到

来，在这个时代，数据的价

值堪比曾经的石油。一些数

据比较容易获取，但却难以

被拿来使用。这就是为什么

一些金融科技创新企业能够

仅凭从社会媒介中获取的数

据开发出引领市场的产品。

而那些固守自己体系数据的

公司则失去了一个绝佳的发

展机遇。最后，尽管银行对

其客户的信息进行了加密，

市场中仍存在像银行API这样

的接口可以让第三方有能力

获取数据，进而在更优质数

据的帮助下对传统的金融机

构进行更深刻的颠覆。

来源：http://mp.weixin.

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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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大数据
你听过的金融科技创新都在这

近年来，在互联网的助

推下，金融业态出现了许多

新的模式、新的产品。这些

新事物主要有以下几类：交

易结构的创新、科技融合的

创新、交易流程的创新、交

易渠道的创新。本文主要盘

点科技融合的创新。

区块链

创新指数：★★★★★

实用指数：★★★★★

科技含量：★★★★

区块链起源于比特币，

是一位网名为中本聪的一位

密码学极客在创建比特币时

设计的一套数据库技术。在

比特币风靡全球时，人们发

现其背后的区块链技术原理

有神奇的独到之处，比如去

中心化、信息高度透明、不

易被恶意篡改、数据可追溯

等特点。而这些方面恰恰是

金融领域多年来容易出问

题、或者需要高成本投入解

决的问题。区块链技术的出

现，给金融的世界打开了一

扇窗，我们得以一窥未来世

界的新貌。简单来讲，区块

链原理是：

1、数据可追溯：一个数

据节点包含两部分内容，区

块头和区块体 。区块头包含

了每个区块自身的身份识别

信息。其中块高度是本区块

在队列中的顺序，头哈希是

本区块的id号，“父哈希”

是本区块的上级区块的编

号。区块之间就是通过“父

哈希”一个一个链接起来形

成一个“链”。这就是区块

链的名词来由。

区块体则包含了上一

个区块以来到本次区块记录

信息之间的时间段内发生的

所有交易信息。这种记录方

式意义非凡，即：人们可以

把各个区块的交易信息串起

来，就形成了完整的交易明

细清单，每笔交易来龙去脉

非常清晰、透明。另外，最

重要的作用是，当人们对某

个区块的“值”有疑问时，

可方便的回溯历史交易记录

进而判别该值是否是正确

的，识别出该值是否已被篡

改或记录有误。

2、数据防篡改：

区块链的信息是分布存

储的，没有中心节点。每个

节点之间平等，并存储其中

的一份完整的数据副本（业

界称为账本）。任何个人、

机构的计算机资源都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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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加入节点。当节点不断扩

充过程中，除非能够控制整

个系统中51%的节点，否

则单个节点的数据库篡改是

无效的，也无法影响其他节

点的内容，当加入的节点越

多，整个系统越安全。

区块链可应用领域：

1、征信：当前我们的征

信主要采用的模式是中心记

录，中心查询模式，存在信

息不完整、维护成本高、数

据滞后等问题。区块链可记

录海量的行为信息，并存储

在每个节点上，信息透明，

防止篡改，维护成本低。也

许，以后人们申请贷款时，

从区块链调用信息即可完成

审批，真正的闪电贷。

2、支付：当前的支付

模式，不论是银行体系的支

付，还是第三方支付公司的

支付，都是中心维护模式。

交易记录，账户余额，账户

安全管理都是以中心支付系

统为核心来构建的，这样存

在几个问题：1）安全风险：

中心系统一旦被攻破，后果

不堪设想。2）成本过高：

而为了不被攻破，中心系统

需要投入巨额资金进行风险

防范，另外中心系统需要大

量的人力进行运营，且权力

集中后的中心系统运营机构

开始以此进行牟利：通道费

用，服务费用，安全费用等

等，据报道，目前银行业提

供的项目中有数百项需要收

取服务费。

3、积分：某保险公司

最近基于区块链技术推出的

积分，用户可以向朋友转增

积分，还可以基于与其他基

于区块链技术的积分进行互

换。积分互换定价是一个长

期的难题，而基于区块链的

互换采用的市场化的定价方

式，为积分互通构建了坚实

的基础。

日前，已有多家金融机

构通过成立区块链实验室、

投资相关技术公司等方式布

局这一领域。包括纳斯达

克、摩根大通、花旗银行、

瑞银集团、高盛集团、桑坦

德银行、巴克莱银行、德勤

会计师事务所等，区块链技

术的应用实验已在证券、银

行、审计等行业启动。

笔者认为，区块链技术

尚处于萌芽阶段，虽实际应

用尚未普及，但其创新来自

底层，与传统金融系统原有

逻辑完全不同，这种颠覆是

根本性的，为金融走向全面

数字化、去中心化，加强风

险控制、以及解决金融交易

不信任等方面提供了全新的

思路。

这，才是互联网金融

的未来。（关于区块链的详

细报道，钛妹推荐之前的编

译文章《未来取代Uber、

Airbnb和Spotify的，可能是

“去中心化”的区块链》）

智能客服机器人

智能指数：★★★★★

苹果的Sir i，微软的小

冰、小娜，百度的度蜜，

以及更早出现的小 i ，均

是智能客服的佼佼者，交

通银行(6 0 1 3 2 8 ,股吧 )也

启用了智能大堂经理“交

交”。通过机器学习、语

音 识 别 、 语 义 分 析 等 技

术，人工智能助手走进人

们的生活，让人与机器的

对话趋势越来越普遍。

金融业产品通常比较

复杂，手续也相对繁琐，所

以金融机构往往需要大量的

客服人员。智能客服通过把

高频问题标准化、模板化，

搭建知识库不断积累词条，

同时提升语义分析及匹配技

术。可实现大部分问题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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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处理，少部分人工介入。

这不仅仅对金融机构成本节

约有好处，对客户体验来说

也是极好的：您不再排队等

待人工受理，立即就能解决

问题。

这不是幻想，智能客

服机器人已然真真切切走入

了我们的生活，并正在影响

着我们的生活。（对此，钛

媒体也有报道《传统即时通

讯商独揽大盘，起底苦逼的 

SaaS 客服创业系》）

刷脸技术

智能指数：★★★★

平 安 普 惠 金 融 人 脸

识别即可贷款、招商银行

(600036,股吧)的ATM人脸

识别即可取款、海通证券

(600837,股吧)人脸识别即可

远程开户......在科幻片中出现

的场景，不经意间，已然飘

到身边。由于人脸与人的其

他生物特征如指纹、虹膜一

样，具备唯一性和不可复制

性，具备做为身份验证的条

件。

人脸识别技术通过摄像

头采集人脸照片或视频，自

动分析其中的人脸图像，并

与系统中存储的人脸数据库

进行匹配并验明真身。具备

以下优点：

1、使用方便：刷脸过程

体验很好，不需要遮遮掩掩

的输入密码，不需要输入错

误还得重试，帅帅的露个脸

就搞定，实在很潇洒。

2、安全：信用卡被复

制、密码泄露等问题将彻底

解决，再也不需要用一个厚

厚的本子记录下那几百个密

码了

3、远程受理：由于担心

欺诈风险，许多金融业务多

年来一直坚持面谈、面签，

有时候，请证明你就是你，

还真是一个麻烦事。现在人

脸识别技术可以解决你就是

你，非现场金融业务受理将

成为一种趋势。

基于“id+密码”的用户

验证模式已被用了几十年，

目前看来有机会被人脸识别

所突破。（钛媒体文章《赵

薇老公卷入首起“人脸识别

案”，“刷脸”时代还有多

远》对该行业有详细报道）

大数据：

智能指数：★★★★

不同于传统的抽样调

研方法，大数据是对全量可

使用的数据进行多维度的分

析，挖掘数据底下隐藏的逻

辑关系，并用于商业场景。

具体到金融行业，大数

据主要应用为有以下方向。

1、客户画像分析及精准

服务：

大数据现逐步为金融

机构所用，分析客户历史数

据，为客户打上各类标签，

形成客户轮廓，为客户精准

推荐服务或产品。比如，通

过分析客户的炒股行为，发

现客户多次高吸低抛，喜

欢追涨杀跌，可为客户打

上“高风险偏好”，“短

线”，“情绪化”，“新

手”等标签，基本上我们可

以了解该客户是一个比较情

绪化的，喜欢博一把的，没

有一套合适操作方法论的初

级股民。那么后续可以为客

户推荐一些炒股基础知识的

内容引导客户成为一个合格

投资人，另外，可以为该客

户推荐股票型基金，符合客

户的风险偏好，但资金交由

专业机构打理。

2、信用分析：

互联网信贷领域开始

尝试利用大数据来进行信用

分析，因为，其一，国内还

有很多人的信用报告是空白

的，而这些人恰恰是消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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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的目标群体。其二，基于

数据的分析能更加立体的了

解一个人的社会特征，社会

特征与信贷重要要素中的

“还款能力”密切相关。比

如某社交应用旗下的微*贷，

由于客户在其社交应用中高

频使用沉淀了许多数据，比

如，好友数量，好友的层次

（好友授信额度情况），

好友互动情况（与信用好

的好友互动多还是与信用差

的互动多），位置信息，日

常移动路线（衡量生活稳定

性），等等，笔者认为这些

很有机会可进入其信用分析

模型用于授信参考。

3、反欺诈：

通过分析历史欺诈客户

的行为特征和结果特征，当

新的客户进来申请贷款、申

请信用卡、申请保险时，自

动与反欺诈模型匹配，匹配

度高的转人工判断或直接拒

绝。欺诈是导致贷款损失的

重要原因，目前已经有若干

企业专攻此领域，如国内的

同盾。

4、预测：

美国有一家金融科技公

司kensho是这方面的代表，

通过扫描世界市场上可以查

询到的、直接或间接影响金

融股票市场的一切可能的、

实时变化的各种宏观和微观

大数据，诸如政治事件，经

济事件、商业事件、社会事

件等，利用极其复杂的统计

学、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大数据算法、数量经济学理

论和模型，推演出与某个事

件相关联的特定类型股票

（甚至是个股）最可能的变

化趋势及其概率，最后通过

通俗的方式呈现出来。比如

iphone6发布哪些个股会受

益。这种体验类似与google

搜索的体验：提问题，得答

案。还好kensho目前只向机

构开放，否则各种证券分析

师，基金经理什么的恐怕会

饭碗不保。

量化交易

智能指数：★★★★

实用指数：★★★★

量化交易指的通过分析

历史数据，观察某类型“事

件”、“信号”出现之后，

标的（或组合）标的的回

报情况，当回报超越基准收

益时，会被当做一个模型来

制定策略，并指导后续的投

资。并且，后续投资将有机

器主导，最大程度避免了人

性的贪婪、恐惧的弱点。

量化交易的优势有：

1、以史为鉴：通过大

数据分析历史尽可能多的数

据，找到能带来超额回报的

模型。

2、自动化：采用程序化

交易，依据模型，当某种预

设的信号出现时，即买入或

卖出，完全自动化。

3、碎片利润：每次交易

不追求高额回报而是追求成

功率，每次利润可能很少，

但积少成多会带来可观回

报。

近年来纽交所程序化

系统交易量所占比例基本维

持在30%左右。国内也在

蓬勃发展。采用量化交易进

行投资的人，有一个高逼格

的名字，宽客。记住了，想

装X的话，以后你可以跟别

人说：我不是股民，我叫宽

客！

智能投顾：

智能指数：★★★★

实用指数：★★★

私人投顾，通常只有银

行的私人银行部，或者证

券公司、基金公司的面对

大客户时，才提供这类服

务。私人投资顾问们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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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高学历、履历靓丽，

衣着光鲜、彬彬有礼，颜

值惊人。对全球经济形势

侃侃而谈，对不同经济体

的现状了如指掌，对海外

资产配置了然于心。可根

据客户的风险偏好及资产

规模，进行全球化的资产

筛选、风险匹配、比例配

置及流动性管理。确保贵

宾们资产安全无虞的同时

确保合理的收益。然而这

种贵宾尊享的服务只有资

产规模数百万的客户方可

拥有。

现在，金融极客们想打

破这个现状。

以Betterment为例，

我们来了解一下智能投顾。

首先你需要先设定你的投资

目标，然后Betterment会

根据您的目标提问一系列的

问题。Betterment会根据

你的回答做出分析，然后给

出相应的投资组合建议，包

括股票基金（ETF）组合建

议，债券基金组合建议。并

可通过Betterment平台直接

投资。与用户的银行账号绑

定，从活期存款账户中自动

扣款。用户还可以参考同收

入，同职业的其他用户的投

资计划。Betterment目前管

理着30亿美元的资产。

智能投顾有几个核心的

价值：

1、专业选择：大多用户

并不专业，在面向众多的产

品时，存在信息不对称，认

知不到位等问题，选择无从

下手。机器人模型背后是金

融产品专家，替用户完成了

产品筛选的工作。

2、动态跟踪：组合可以

设定进入模型，退出模型。

当达到预设的阀值时，即预

警甚至自动操作。 它是您的

忠实仆人，7*24小时全天候

不间断看好您的钱。

3、自动化：组合开始运

行后，随着市场的变化，也

是需要调整的，仓位调整、

资产配比调整、组合标的调

整。人力无法实时跟踪及操

作，此时机器智能就派上用

场。

国外金融科技机构已

经在此领域探索多年，其中

Wealthfront、Betterment、

P e r s o n a l C a p i t a l 、

FutureAdvisor的是该领域的

佼佼者。根据A.T. Kearney数

据预测，到2020年，美国智

能投顾的资产管理数量将达

到2万亿。

来源：http://iof.hexun.com/

2016-03-22/182898846.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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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从颠覆走向融合科创经济，
押注未来之路系列之三

国泰君安策略团队 牟一凌/张华恩

8月24日，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

管理暂行办法落地，标志着金融科技正加速从1.0

奔向2.0时代，从分立颠覆走向协同共赢。

摘要：

金融+科技深度融合举转型大旗此前市场认

为，金融创新的聚焦点在于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前

端展业，监管趋严下发展空间渐失我们认为，科

技与金融发展将从分立颠覆走向协同共赢，金融

领域的普惠金融高效价值传递和配置多元化三大

亟待解决的需求为科技应用提供广阔空间，而人

工智能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的迅速发展为金融深

挖需求与降本增效提供原动力支撑。

监管落地促良性发展，战略规划路线助推产

业升级我们认为监管落地确认了网贷作为信息中

介的合法地位，同时标志着金融科技进入2.0时

代；以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为标志的系列政

策鼓励金融科技创新，自上而下建立科技金融生

态，为后续技术标准与路线图的确定央行与大型

金融机构的布局投入技术难点攻克及应用落地创

造了必要条件。

创新与融合捕捉发展机遇一监管文件落地激

励网贷合规经营，确认其信息中介的合法地位，

大浪淘沙下以数据科学深挖消费小微信贷等长尾

需求，深耕资产端筑品牌突围之路；二信任是价

值传递的基石，分布式记账重塑信任创造机制从

制度信任向机器信任跃迁，去中心化的高效低成

本点对点价值传递曙光初现，传统契约经济组织

方式革新在即；三千禧一代崛起，市场化进程加

速与资产荒背景下资产配置需求觉醒，投资服务

迎来历史机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较人工在

信息处理组合优化风险识别快速响应等优势助力

智能投顾抓住风口。

三力合一，金融科技黎明将至我们认为，8

月24日全球四大银行在区块链制定标准上的合作

标志着全球金融机构在金融尖端科技上的推进进

入快通道；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的自上而下推动

让金融科技进入发展黄金期，期待更多支持政策

出台；以蚂蚁金服陆金所等巨头积极布局和业绩

增长的示范效应，将让金融科技再次成为市场焦

点。

三线乘势金融科技浪潮金融与科技走向融合

共赢的机遇来临，我们推荐飞天诚信/恒生电子

/银之杰的三位一体组合，并沿三条主线进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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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布局：一有优质资产选择产业协同深度需求挖

掘能力的公司有望在普惠金融横纵向发展中率先

受益，推荐:中国平安,受益：银之杰奥马电器；

二技术储备领先产品有竞争优势的公司未来有望

在区块链技术革命中成为下一代巨型科技公司，

推荐：飞天诚信海立美达四方精创；三用户接口

广泛研发实力较强的公司将迎来智能投顾成长风

口，推荐：同花顺华泰证券，受益：恒生电子赢

时胜。

1.科技为桨，金融扬帆起航

8月8日，国务院发布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

规划，规划提出促进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

完善科技和金融结合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形成各类金融工具协同融合的科技金融生态8月5

日，工信部电子标准研究院联合从事区块链技术

研究和应用实践的重点企业负责人创建了一个区

块链工作小组，筹备编写区块链技术白皮书，旨

在加速推进区块链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此前市场认为，我国长期金融抑制下普惠金

融供给不足，存在大量的长尾金融需求，金融创

新的聚焦点在于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前端展业，现

有互联网科技公司与传统金融机构互为阵营，创

新模式以谋求金融版图的再分配因此，市场一度

迷恋互联网+金融模式的野蛮生长，近期**对网

贷行业监管严格，行业空间被压缩情绪悲观。

我们认为，基于互联网的模式创新将难以满

足日益广泛复杂和个性化的金融需求，网贷监管

落地标志着金融科技正加速从1.0奔向2.0时代，

从简单业务撮合进化到深度融合阶段，从分立颠

覆走向协同共赢，以实现从底层架构到运营到业

务全面渗透与革新，聚焦金融服务提效增质此次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等政策鼓励金融科技创

新，建立科技金融生态，市场对后续政策的扶

持，技术突破与应用前景，产业布局与升级进程

加速预期将升温，我国金融科技产业将迎来新浪

潮。

2.金融发展原动力转移，科技成重要基础设

施

互联网金融只是金融科技的初级形态在过去

传统金融服务缺位普惠金融需求上升以及利率市

场化下居民资产配置需求觉醒，在信息技术服务

普及中互联网金融在渠道端发力得以快速发展，

成为技术变现的重要途径，但以互联网载体实现

金融业务的扩张对金融发展的意义限于前端展

业，贡献有限由于监管与传统服务缺位，加上长

尾需求强劲，P2P领域更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

现象，从信息中介通过监管套利成为金融机构，

甚至成为非法集资的重要通道，其实质并没有实

现金融互联化。

金融科技迎来第二波红利以互联网方式改变

传统的服务模式和客户获取方式已走入过去时，

当下网络边际渗透能力与空间收缩，传统互联网

经济进入繁荣后期互联网金融监管落地为金融科

技已悄然从互联网+模式跨入技术深度创新与融

合创造了必要条件区块链及人工智能技术突破，

原先前端展业的金融业发展原动力将出现深刻转

移，聚焦金融服务本质高盛预估，新兴的金融科

技产业有望取得超过4.7兆美元的营收4700亿美

元的净利科技公司与金融机构正积蓄强大的发展

动力，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

技术，对传统金融服务与产品进行革新与拓展，

并广泛应用于支付清算借贷融资财富管理资本资

产市场等领域。

金融+科技，不是简单的1+1金融科技不仅仅

是互联网金融的纵向深化，更不是简单的金融与

科技的组合金融科技是指金融服务与科技行业的

动态融合，而是基础层的创新，体现在对信用中

介信息收集风险定价投资决策等金融活动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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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融合，以更智能的方式淬炼金融服务的所有

环节。

科技赋能，补充与重构金融业态我们认为金

融科技的核心在于科技成为金融服务的重要基础

设施，为其赋能，聚焦金融提质增效，推动金融

服务需求与供给方的共同受益，金融业态往更高

阶进步。

·在纵深上，数据科学人工智能等科技有

助深挖金融需求，使传统业务更具灵活性与延展

性，实现个性化风险定价服务与精准营销；

·在宽度上，互联网大数据与风险分担机制

创新使金融服务能够覆盖传统金融机构因杠杆经

营风险要求而不能覆盖到的金融需求，扩展服务

范围与服务能力；

·在运营与底层架构上，新型科技如区块链

通过重构金融组织方式，颠覆性的实现高效低成

本的服务方式，优化客户体验，解决金融需求痛

点

3.科技+金融:深度融合推动产业变革

传统金融业务组织方式已难以在降成本提效

率与安全精确上进一步突破，但随着科技创新对

金融行业的不断改造升级，加上监管收紧与巨头

深入布局，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正不断强化自

身科技基因，尤其在数据和智能两大发力点布局

抢滩产业升级浪潮带来的历史机遇。

我们认为我国当前金融领域有三大亟待解

决的需求，而传统金融服务对此常显得捉襟见

肘，科技与金融相融合将在这三个最具应用前

景最具有迫切需求最具成长能力的三个方面深

入展开：

·我国尚存大量长尾金融需求，提供差异化

的服务和精准定价的能力尚存缺口，监管趋严下

普惠金融格局未完待续；

·提供低成本高效率服务的能力决定了需求

方对金融服务的黏性，金融机构对去中心的底层

技术十分渴求，分布式记账以低成本高效真实可

追溯的特质具有广泛前景；

·我国居民存量资产规模庞大，利率市场化

与资产荒背景下我国居民资产配置多元化的需求

日益增加，在信息爆炸时代提供更智能化个性化

低成本和低门槛的投资服务有望引爆市场。

3.1.普惠金融寻机：P2P的品牌收缩与科技深

化

3.1.1. P2P问题频现，品牌收缩

我国长期金融抑制下普惠金融供给不足，

存有大量的长尾金融需求，作为金融科技领域重

要的组成部分，P2P的迅猛发展为我国普惠金融

提供了巨大助力，极大补充了我国传统金融的业

务覆盖范围，满足更为广泛的群体的投融资需求

P2P平台数量网贷成交量及贷款余额从2013年开

始进入大规模爆发期，但随之而来的还有风险问

题的暴露，行业不规范下问题平台不断涌现初期

行业门槛较低，且缺乏强有力的外部监管，不少

P2P平台打着互联网金融的旗号，却突破了资金

不进账户的底线，担保本息，演变为吸收存款发

放贷款的非法金融机构监管区严与信任危机下，

正常运营平台从2015年11月以来持续减少，而问

题平台占比则从2015年9月份以来一路增加，行

业品牌持续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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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监管收紧，深耕资产端是出路

824文件明确信息中介职能，确认合法地位自

2015下半年以来，金融监管部门从鼓励创新逐步

转向审慎关注业务风险，16年各地整治力度有增无

减，纷纷出台整治措施和细则8月12日，**正式下

发网络借贷资金存管业务指引（征求意见稿），详

细指出了资金存管的模式条件及内容；8月24日**

正式下发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

办法，规范了P2P的经营范围以及明确信息中介职

能，我们认为文件将网贷行业纳入监管确认了网贷

P2P合法地位在新监管要求下P2P平台对银行几乎

以透明式经营，有助于加速市场优胜劣汰，业务不

合规虚假交易底层资产不合格的平台将被淘汰 。

监管趋严下的品牌收缩是对稳健经营的激励

市场认为政府加强监管和整治，对于P2P网贷是

重大的打击我们认为政府对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规

范和整治，将倒逼整个产业升级我国的用户数交

易额居民财产等都无比庞大，带来多样化和长尾

的金融需求，为普惠金融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当下网贷行业成交量持续增加，品牌收缩下资源

开始向在少数优质企业倾斜，监管趋严对于合规

稳健经营的企业将成为激励，而深耕资产端将成

品牌突围之法门。

提高金融服务品质将成为去伪存真的核心因

素整个P2P行业去伪存真良币驱逐劣币的理性发

展趋势已开始显现平台能否坚持信息中介地位，

提高金融服务的品质将成为去伪存真的核心因素

去担保解决刚性兑付资金银行存管是P2P网络借

贷平台符合信息中介本质定位的要求，有良好风

控体系有优质资产选择，有良好背景的平台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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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和壮大，大浪淘沙之下巨头将现。

科技成为P2P持续升级的关键驱动力随着科

技发展，如何应用科技来科学地识别风险，解决

征信难题，是P2P网络借贷平台降低经营合规性

成本的选择之一，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成

熟提高P2P的信用评估能力与挖掘客户个性化需

求，技术推进深耕资产端将是P2P必然的发展趋

势将金融科技作为基础设施，以技术为手段，提

升服务效率，降低成本是网络借贷持续升级的关

键驱动力。

3.2.分布式记账:生为改变金融服务架构

3.2.1. 竞争优势的源泉：高效低成本

从制度信任到机器信任，信用创造的飞跃信

任是经济社会价值传递的基石，传统契约经济下需

要依靠制度安排，以匹配需求或减少不确定性，但

需要付出较高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而分布式记

账（区块链）技术则颠覆了传统的信用创造机制，

它包含了创始块以来所有的交易数据，且形成的交

易记录不可篡改或虚构，任何数据点都能够追本溯

源，交易双方之间的价值交换可以随时被追踪和验

证，即在信息真实可追溯下区块链参与者在分布式

记账的机器信任机制下形成共识：无需对交易对手

的信息进行甄别，亦无须引入第三方即可完成价值

交换，这令交易成本几近为零。

去中心化的点对点高效价值传递是区块链的

利刃由于区块链分布式记账的技术特征使得其天

然具有去中心化的属性，简化一切需要中心化组

织的信息获取甄别和传输过程，缩减交易链条，

这意味着在安全真实可靠的基础上完成点对点的

高效率的价值传递成为可能

3.2.2. 区块链+金融，渐有燎原之势

区块链探索方兴未艾，产业层级逐步成型区

块链技术有三大层面，基础技术应用层面提供区

块链所依赖的底层协议和算法，为应用开发商构

建统一的技术标准，降低开发门槛；平台层面则

为针对各行业搭建的开发平台，帮助开发者构建

上层应用；而应用层面尤其是金融应用已从星星

之火将成燎原之势，一方面海外金融区块链产业

层级逐步成型，技术方案供给正加速落地，而另

一方面由于区块链技术的巨大潜力，吸引了来自

各金融机构与政府组织的关注，探索其在数字货

币金融监管证券交易等领域应用的巨大可能性目

前，已有美国中国日本英国荷兰俄罗斯澳大利亚

等国家货币当局展现出对区块链技术的兴趣，其

中荷兰央行已进入实质试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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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促传统金融服务升级区块链作为高度

数字化安全防干扰的账本能为传统金融机构即银

行证券保险征信机构提供低成本高效的服务，提

高金融机构服务的竞争力目前，全球金融资产的

储存转移交易的清算与结算信用风险识别记录主

要由金融机构负责，运营与维护成本较高，操作

链条较长，而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记账将简化流

程，兼顾真实性与安全性，最小运行成本8月24

日全球四大银行瑞银德银桑坦德和纽约梅隆银行

宣布联手开发新的电子货币，在2018年前推出商

业级区块链方案以支持清算交易，并成为全球银

行业通用标准，借此提高清算效率，释放为交易

清算而被占用的上百亿资本。

支付转账即可见，跨境体验新飞跃区块

链技术在支付结算领域进展最为迅速，其可以

绕过传统机构复杂的代理流程与各类协议（如

SWIFT），利用通用的全球基础架构将支付网络

相连接，以分布式账本技术在付款人与收款人创

造一个更为直接的收付流程，实现跨境去中介化

低成本快速的交易，彻底变革跨境支付网络成本

缺乏竞争性结算时间长客户体验糟糕的现状。

区块链促进交易的智能化目前区块链领域领

先公司正致力于金融资产发行交易流程的智能化

证券市场是区块链非常契合的应用领域，传统证

券交易需要经过**结算机构银行证券公司和交易

所的协调，链条长效率低且成本高，在一般的证

券发行中，公司与证券发行中介机构签订委托募

集合同，完成申请后才可寻求投资者认购，此外

证券交易日和交割日之间存在3天间隔，而区块

链能够使高度依赖中介的交易模式扁平化，将时

长缩至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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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不可篡改可追溯的信息记录/

合约能够为监管提供便利，同时保证合约履行

过的安全性及到期执行目前，NASDAQ已正

式将区块链应用于私人股权市场，产品名称为

NASDAQLINQ，成为基于区块链的交易所金融服

务平台。

除次之外，回购债务分配及保险等交易处理

流程区块链均有广泛应用前景，其可信任的网络

结构，分布式账本的去中心化与低成本特征，可

覆盖大量的金融产品的交易与托管。

技术领先，应用尚处跟随我国区块链领先企

业（如Onchain小蚁BitSE布比OKInc.等）技术储

备虽处于全球第一梯队，并不亚于海外同行，但

限制于人才以及市场认知不足，开发和拓展进展

稍慢，在应用端我们尚处在跟随阶段。

供应链金融支付结算有望率先落地国内，供应

链金融在技术合规利益关系领域都不存在障碍，有

望率先落地；场外交易记账和审计实时支付结算等

领域在技术上不存在障碍，监管合规市场教育等问

题有待克服；而证券发行交易清算等应用尽管前景

广阔，目前在技术合规产业成熟度利益关系等方面

还存在很多障碍，尚需大量工作。

3.3.智能投顾：配置需求觉醒下的新蓝海

过去传统投资咨询与资产管理服务由人力提

供，信息互联后人力服务日益暴露出存在知识盲

区信息挖掘能力有限成本过高同质化以及机会主

义倾向等问题当下中国人口结构中千禧一代成为

中坚力量，利率市场化叠加资产荒背景驱动多元

化资产配置的需求觉醒，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

较人工在信息处理组合优化风险识别快速响应等

优势将助力智能投顾抓住投资服务发展风口，智

能化程度将决定替代水平。

3.3.1. 智能投顾：投资顾问的新潮流

随着千禧一代逐步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

力军，收入的增加与资产管理配置需求的增长，

传统金融服务或将越来越难以匹配他们所需要的

金融服务，如何利用科技以低成本低门槛方便快

捷与有效的接入金融服务是这一代人显著的特

征，成为智能投顾在大资管时代的发展先机。

智能投顾是一种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等新兴技术以及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在线投资顾

问服务模式智能投顾借助投资理论搭建量化交易

决策模型，再将投资者风险偏好财务状况及理财

规划等变量输入模型，生成自动化智能化个性化

的资产配置建议，并提供交易执行资产再平衡税

收筹划房贷偿还税收申报等增值服务。

海外智能投顾发展迅猛，模式可行智能投顾

在美国于2010年兴起，截至2016年2月底，领先智

能投顾公司Wealthfront的资产管理规模近30亿美

元，而在2015年1月仅为18.3亿美元，Betterment

资产管理规模亦超过50亿美元不仅如此，资产

管理行业先驱富达基金近期上线了智能投顾服务

FidelityGo，基于问卷对客户的刻画，通过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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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算法提供资产组合配置建议，并持续提供动态

调整服务海外领先金融机构与科技公司在智能投

顾上的成功尝试印证了该领域的广阔前景。

3.3.2.资产配置需求觉醒，智能投顾产业迎风口

我们认为，随着大众多元化资产配置需求觉

醒，数据信息爆炸持续超额收益困难被动投资成

为当前主流投资方式的时代背景下，以寻找聪明

的beta的智能投顾以智能化个性化低门槛分散化

的特征将抓住伴随信息科技成长起来的千禧一代

的资产/财富管理需求，前景广阔。

证券化资产需求边际改善空间潜力巨大我国

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人均资本存量快速积累，过

去由于投资渠道匮乏投资品种有限以及资产配置

意识缺位使得我国居民部门在配置中以房地产和

存款为主近两年利率市场化进程加速，以及互联

网金融产品的冲击，大众多元化资产配置需求开

始觉醒，地产与存款货币的配置比例显著走低，

理财股票和基金的配置数量增加总体上仍处于较

低水平，随着未来资产配置愈发的多元化，居民

对证券化资产的配置需求边际改善空间巨大。

科技服务认知水平在青壮年中较高自2008

年诞生智能手机以来，移动互联网得以迅速普

及，人均流量使用几何式增长，大众对互联网

及其他科技服务的认知水平与接触意愿显著提

升，青壮年群体在消费投资方式上互联网化特

征明显我们认为随着资产配置的便利化个性化

多元化的进程加速，去人工的智能投顾将受到

新一代人的追捧无论是财富传承从婴儿潮过度

到千禧一代，还是创新经济下中青年财富积累

加速，新时代背景下智能投顾有望抓住日益增

长的投顾需求。

寻找聪明的beta当前金融工具的数量与

复杂程度远超以往，个体认识水平有限，参与

证券市场难以获得持续的超额收益，自90年

代以来指数产品为代表的被动投资方式迅速崛

起，成为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趋势智能投顾以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驱动，在匹配投资者风

险偏好下以不同类型的ETF为投资标的，以构

建聪明的beta，这类主动的被动投资产品组

合兼具个性化低费用低门槛分散化的特点，将

成为智能投顾的重要发展方向。

信息爆炸，数据科学胜任当前数据信息呈

现几何级增长，体现在数据维度的增加与频率

的快速提升数据科学的应用将缩小市场参与者

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如何

快速的筛选和提取有效信息，从而识别投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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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与风险将成为智能投顾的核心竞争力普华永

道在通过调查得出提高数据分析的复杂度以更

好地识别和量化风险是未来资产及财富管理行

业最重要的趋势。

3.3.3. 借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矛，投顾将大

有可为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是智能投顾的两大基石互

联网的普及与广泛应用迎来了数据时代，数据规

模呈几何级增长，数据维度和频率快速提高，以

大数据为代表的数据科学将提升风险的识别定价

与响应能力，优化投资组合而基于深度学**的人

工智能技术将深刻改造投顾的智能化水平学**优

化能力与资产配置水平。

智能化水平决定替代能力我们认为，智能投

顾以其智能化水平以及人类参与程度可划分为账

户管理服务数据分析投资咨询与策略资产管理与

配置四种类型，智能化水平是决定其对传统人工

投顾的替代能力的关键因素据波士顿报告数据，

预计2018年中国私人财富总规模将达到40万亿

美元，即使按5%渗透率预计未来智能投顾管理

规模将达2万亿美元，市场潜力巨大。

4.三力合一，金融科技黎明将至

8月24日全球四大银行瑞银德银桑坦德纽约梅

隆银行宣布在2018年前将区块链商用于清算交易，

并计划向各国央行推荐以期成为全球银行业通用标

准，该方案是迄今为止银行在这方面达成的最具现

实意义的合作我们认为区块链技术标准的制定标志

着各国对金融科技开放的态度，未来在金融技术创

新上的布局也将成为各国竞争力的逐鹿点全球央行

与大型金融机构在清算结算支付交易数字资产等分

布式账本应用上的合作与布局将加速，后续全球央

行跨国公司在金融科技层面进一步合作，将进一步

加强市场认知，催化主题深温。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鼓励金融科技创新，

建立科技金融生态以及后续政策方向将持续聚焦金

融与科技协同，同时十三五规划将加快国内金融与

科技产业布局在顶层设计推动下，我们预计政策放

开和底层的产业扶持将会提速工信部区块链技术标

准与路线图制定也有望提前在此背景下，今年以来

金融科技论坛密集举办，9月4日，由多家知名智库

与交易所联合举办的Fintech论坛将在上海举办，国

内外金融学界业界领袖，将集中探讨金融与新型科

技的深度交融与中国迎来的发展黄金期金融科技正

成为当下金融行业新风向。

今年以来，国内金融科技巨头逆势融资

2016年1月，陆金所宣布完成12.16亿美元融

资，融资完成后估值达到185亿美元；京东金融

3月完成融资，融资规模66.5亿元，估值466.5

亿元；2016年4月26日，蚂蚁金服宣布完成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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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融资，融资规模45亿美元，估值达600亿美

元；微众银行也正在筹划首轮融资，或引入淡

马锡和华平投资，估值55亿美元同时，巨头

的金融科技业务体现出巨大业绩成长性，根据

各公司推介资料，蚂蚁金服2014财年营业收

入101.5亿元，较2013财年同比增长91.6%；

调整后净利润26.3亿元，净利润率为26%，

预期2015-2017财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为

49.6%，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为63.5%；京东金

融2014年第三季到2015年第三季营收分别为

1.5亿2.48亿2.82亿4.35亿5.41亿元；陆金所

2014年营收为1亿美元，2015年营收预计为

7.06亿美元，2016年到2018年营收预计则分别

是31.03亿美元61.66亿美元98.43亿美元我们

认为，以蚂蚁金服京东金融和陆金所等产业巨

头的业务创新产业布局和业绩快速增长将会再

次掀起市场的鲶鱼效应。

5.沿三条主线乘势金融科技浪潮

积极布局金融科技主题，我们推荐飞天诚信/

恒生电子/银之杰的三位一体组合，并建议沿三条

主线乘势金融科技浪潮：

5.1.科技助力金融普惠

供给侧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的长期趋势下，

以资产荒为背景，未来是深挖新消费领域内消

费者及小微企业信贷等长尾资产的大时代我们

测算，未被满足的消费金融及中小微企业金融

的长尾信贷规模约30万亿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

技术的成熟提高信用评估能力与挖掘客户个性

化需求，技术推进深耕资产端将是普惠金融必

然的发展趋势有优质资产选择产业协同深度需

求挖掘能力的公司有望在普惠金融大浪潮中率

先受益。

5.2.底层创新助力金融服务脱胎换骨

传统契约经济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解决

信用及信息不对称问题，难以判别交易主体的

机会主义倾向，需要通过反复的博弈与制度

约束以规避操作风险与违约风险区块链的出现

驱动金融活动组织方式从制度信任向机器信任

演进，应用成熟后金融服务有望随时随地随需

的提供，走进生活场景区块链虽尚处于新兴事

物，以去信任去中心化的底层技术构架的金融

服务应用将颠覆我们的想象力，当前区块链应

用供给尚小，技术储备领先产品有竞争优势与

应用接口广泛的公司未来有望成为下一代巨型

科技公司。

5.3.智能化是金融服务创新的方向

如何利用科技以低成本低门槛方便快捷与

有效的接入金融服务是当下消费者最为关注的

问题利率市场化进程加速居民多元化配置需求

觉醒数字化与信息爆炸三个因素叠加将刺激大

众资产配置过程中对智能化的强烈需求，未来

智能资产管理服务将迎来结构性机遇国内智能

投顾行业小试牛刀而方兴未艾，互联网巨头科

技公司金融机构大举布局智能投顾，试图将人

工智能与传统资管业务有机结合，我们认为较

早布局有较多用户接口研发实力较强的公司将

迎来成长风口。

来源：http://www.ishuo.cn/doc/nboknfq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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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作为国内大数据领域的顶级大会，中国大数据技术大会从2008年至今已近十

年，超过一万名大数据开发者参与其中，完整地见证了中国大数据技术与应用的变革，忠实

地描绘了大数据领域内的技术热点，沉淀了无数极具价值的行业实战经验，见证了整个大数

据生态圈技术的发展与演变。历经九届的中国大数据技术大会由于其专业性、技术性，已经

成为国内外大数据领域的顶级盛会，也因此受到大数据开发者的强烈关注。

2016中国大数据技术大会不可错过的十大理由

2016年12月8日-10日，由中国计算机学会

（CCF）主办，CCF大数据专家委员会承办，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和CSDN共同协办的

2016中国大数据技术大会（Big Data Technolog

y Conference 2016，BDTC 2016）将在北京新云

南皇冠假日酒店隆重举办。大会前夕，我们从议

题角度总结了今年BDTC不可错过的十大理由。

理由一：关注新技术、新趋势。历届中国

大数据技术大会从来不缺乏对新技术新趋势的关

注，今年以来，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前景广阔，

被认为是继云计算之后的下一波科技浪潮，而深

度学习作为人工智能不可或缺的关键技术环节，

随着各种分布式算法的实现，各种优秀大数据计

算框架的开源，深度学习正迎来一个高速的发展

期。在推荐系统分论坛上，来自一点资讯大数据

技术总监田超、武汉飔拓董事长、首席技术官李

成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陈恩

红、360商业化产品事业部数据架构高级工程师

朱广彬、Admaster架构师刘喆、百度高级研发工

程师秦铎浩等技术专家将带来基于大数据技术的

推荐系统实践和深度学习实践。另外，在人工智

能、高性能计算、推荐系统等论坛上，大会主办

方都从高水平、高规格、高质量出发，力求为参

会人员提供最前沿的技术分享，把握最新的技术

趋势，全面抢占新一波科技制高点。

理由二：国内顶级大数据盛宴。自2008年至

今，已过十载，金融、电信、互联网、医疗、教

育、交通、航空航天、制造、零售等领域的数万

名架构师、项目经理、团队领导者和高级开发人

员参会。中国大数据技术大会已成为大数据领域

的顶级产业与技术盛宴，是更好判断产业趋势，

把握技术方向，亲历技术变革，学习实践经验，

体味行业发展的最佳机会。

理由三：超豪华的嘉宾阵容。历届大会共邀

请1000余位来自国内外一线互联网、行业实践

代表以及企业级大数据公司的实战专家，其中包

括雅虎、Facebook、Cloudera、Hortonworks、

Conviva、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华

为、中兴、百度、腾讯、阿里、新浪、京东、奇

虎360，另外，众多国内外顶级院校的专家学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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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进来，比如卡耐基梅隆、特拉华大学、

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国防科大等。

本届大会上，将有超过130位超强影响力的嘉宾还

将发表重要演讲，携手共建中国大数据的产业生

态系统。其中主会环节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润

生、滴滴出行高级副总裁章文嵩、驭势科技联合

创始人、CEO吴甘沙等都将带来主题分享。

理由四：十六大技术主题论坛，汇聚130位

技术精英。本届2016中国大数据技术大会为期

三天，聚焦行业最佳实践，数据与应用的深度融

合，关注热门技术在行业中的最佳实践和深度应

用。除Keynote以外，主办方还精心策划了16场

+专题技术和行业论坛，涵盖了大数据分析与生

态系统、大数据云服务、高性能计算（HPC）大

数据、推荐系统、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人工智

能、网络与通讯、政策法规与标准化、工业与制

造业、数据库、金融、精准医疗与健康、智慧城

市、交通旅游与出行等主题。100多场技术演讲，

累计邀请超过130位技术专家担任演讲嘉宾。预计

数千名大数据行业精英、技术专家及意见领袖将

齐聚2016中国大数据技术大会，分享最新技术与

实践的洞察与经验，共商大数据时代发展之计。

理由五：聚焦行业应用，深入探讨落地实

践经验。历经几年发展，大数据已越来越成熟，

在制造、交通、医疗、教育、金融等行业中得到

了深度应用。为此，本届大会特开设多场行业应

用论坛，深入探讨大数据在行业中的落地实践。

在"金融大数据论坛"，上海证券交易所前总工程

师，China Ledger 联盟技术委员会主任白硕、平

安大数据首席总监肖京、百度金融研发负责人沈

抖、蚂蚁金服生物及智能安全部总监，资深数据

专家陈继东等都将带来主题分享；"精准医疗论坛

"上，上海交通大学生命学院，微生物代谢国家重

点实验室魏冬青、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

院陈洛南、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副院长和生物信

息中心主管方林等就精准医疗话题展开讨论；"人

工智能论坛"上，华为诺亚方舟实验室（香港）

研究员、项目经理耿彦辉、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

院 资深总监曹文韬、京东 Director of Research

殷大伟等将分享大数据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和

实践；"交通与出行大数据论坛"上，滴滴出行资

深总监、智能交通云负责人杨毅、易到技术VP尹

佐宁、携程大数据平台总监张翼等带来大数据在

交通领域的应用情况。

理由六：网罗国内外各个领域众多机构的大

数据实战。大数据时代给人们带来了数不尽的机

会，然而想利用大数据取胜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情，企业往往需要克服海量数据存储、处理、安

全等方面的众多挑战。为了迎接大数据时代的到

来，进一步推进大数据技术创新与应用，本届会议

将放出大量知名机构的最佳实践经验，其中包括：

Apache Kylin project CTO 李 扬的《Apache Kylin的

新Streaming OLAP实现》、 PayPal数据科学家张彭

善的《分布式机器学习算法在PayPal风险控制部

门的实践》、Apache Apex PMC华思远的《下一

代实时数据处理引擎--Apache Apex项目简介及

应用》、 Facebook工程经理金昀的《Facebook

计算和存储分离的分布式计算平台》将从各自的

公司实践出发，剖析大数据在他们公司的内部实

践。

理由七：高性能计算与大数据融合，实现

优势互补。高性能计算完美契合了大数据在运算

能力、高性能存储等方面需求，而大数据则给高

性能计算提供了新型商业市场，有助于推动高性

能计算拓展新的市场蓝海，两者在产业生态链上

的紧密衔接可以很好的推进信息资源组织模式的

深入变革与发展。在备受瞩目的高性能计算与

大数据融合论坛上，我们将看到华中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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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金海带来《大数据时代的新型计算机系统结

构》、清华大学教授陈文光带来的《Gemini：

基于图计算的高性能大数据分析系统》、澎峰

科技 PerfXLab，联合创始人&CEO张先轶带来

《ARM嵌入式系统的DNN性能优化》、上海市

数据科学重点实验室教授、副主任斯雪明带来的

《SKA科学数据处理中方联盟研究进展》、商汤

集团研发执行总监林倞带来的《深度学习的基础

架构：从算法创新到生产力的助推器》的多场演

讲。深度分享高性能计算和大数据的融合现状。

理由八：大数据开启人工智能时代的大

门。 2015年，《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

展行动纲要的通知》正式发布，从国家大数据发

展战略全局的高度，提出了我国大数据发展的

顶层设计，我国大数据发展自此拥有了纲领性

文件，从政策层面促进大数据发展和推动公共

数据的开放共享。大数据时代，随着计算能力越

来越强大，而计算的成本越来越低廉，而大数据

和计算能力的提升结合人工智能，将大大提高人

们决策的质量和思维的能力。为此，在2016大

数据技术大会上，主办方特别设置了人工智能

论坛，包括：华为诺亚方舟实验室（香港）研

究员、项目经理耿彦辉、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

院 资深总监曹文韬、京东 Director of Research

殷大伟、今日头条首席算法架构师曹欢欢、氪信

CreditX CEO&Founder朱明杰、智课教育首席科

学家李曙光分别带来主题分享，围绕人工智能在

搜索、金融、媒体等领域的深度实践。

理由九：关系数据库技术的最新进展。关

系数据库系统的研发并没有停下脚步，在横向扩

展、高可用和高性能方面也在不断进步，最近几

年NewSQL数据库风头正劲，由于NewSQL数

据库不仅具有NoSQL对海量数据的存储管理能

力，还保持了传统数据库支持ACID和SQL等特

性，给传统关系数据库带来了不少的压力，关系

数据库的出路在哪里，而NewSQL数据库虽然

优势明显，但是真正的企业级应用也备受关注。

今年的大会上，我们为与会者呈上南大通用CTO

武新《关系型模型与非关系模型的融合：技术实

战与展望》、SequoiaDB巨杉数据库 联合创始

人 &CTO王涛《NewSQL技术解析与企业级应

用案例》、中国移动苏州研发软件工程师闫超众

《中国移动基于PostgreSQL系列开源数据库的实

践》、京东资深DBA张洋《京东备份系统进化之

路》。关注数据库的开发者千万不要错过。

理由十：基于公有云的大数据实践。当下，

云计算已越来越成熟，而公有云服务亦在各行

各业得到了深入应用。本届会议上，我们为大

家分享了多场基于公有云的大数据实践，孙桂

林 华为中央软件院 大数据系统架构师《华为大

数据多租户技术探索与实践》、小米云平台研发

工程师崔建伟《小米融合云实战》、亚信数据

DataFoundry平台负责人叶鹏《大数据服务在云

原生应用中的使用探索》、中国联通信息化部数

据中心项目负责人李大中《联通集中化大数据能

力开放平台实践》、去哪儿网实时数据平台负责

人晓旭 《Qunar实时数据云平台实践》、腾讯云

高级工程师陈鹏《腾讯大数据能力输出之路》。

对于创业公司和技术实力不够雄厚的机构来说，

这里是绝对的天堂。

本届大会，众多最新的研究成果和产品技术、

企业应用实践以及在转型变革和技术升级中遇到的

问题和解决之道都会在现场做第一手分享。 较高

的门槛保证会场成为高级技术型人才交流的理想平

台。独特的社交属性，不仅是技术人员的盛宴，更

是风投、猎头、HR不可多得的机会。

来源：http://www.shuju.net/article/

MDAwMDY4N8TU4.html



51

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

【导读】在大数据时代，大数据和金融的结合愈加紧密，大数据金融相关知识对我们认

识、理解并融入大数据金融尤为重要。

大数据金融

1、什么是大数据金融

大数据金融是指集合海量非结构化数据，通

过对其进行实时分析，可以为互联网金融机构提

供客户全方位信息，通过分析和挖掘客户的交易

和消费信息掌握客户的消费习惯，并准确预测客

户行为，使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平台在营销和风

控方面有的放矢。

2、大数据金融的内容

基于大数据的金融服务平台主要指拥有海量

数据的电子商务企业开展的金融服务。大数据的

关键是从大量数据中快速获取有用信息的能力，

或者是从大数据资产中快速变现的能力，因此，

大数据的信息处理往往以云计算为基础。目前，

大数据服务平台的运营模式可以分为以阿里小额

信贷为代表的平台模式和京东、苏宁为代表的供

应链金融模式。大数据的4V特点： Volume （大

量）、  Ve loc i ty   （高速）、  Var ie ty   （多

样）、 Veracity （精确）。

大数据金融模式广泛应用于电商平台，以对

平台用户和供应商进行贷款融资，从中获得贷款

利息以及流畅的供应链所带来的企业收益。随着

大数据金融的完善，企业将更加注重用户个人的

体验，进行个性化金融产品的设计。未来，大数

据金融企业之间的竞争将存在于对数据的采集范

围、数据真伪性的鉴别以及数据分析和个性化服

务等方面。

3、大数据金融的运营模式

大数据金融分为平台金融和供应链金融两大

模式。

平台金融模式中,是平台企业对其长期以来积累

的大数据通过互联网、云计算等信息化方式对其数据

进行专业化的挖掘和分析。譬如现在众所周知的阿里

金融,以及未来可能进入这一领域的电信运营商等。

供应链金融模式,是核心龙头企业依托自身的

产业优势地位,通过其对上下游企业现金流、进销

存、合同订单等信息的掌控,依托自己资金平台或者

合作金融机构对上下游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模式,譬

如京东金融平台、华胜天成供应链金融模式等。

4、大数据金融的特征

（1）网络化的呈现。

在大数据金融时代，大量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通过网络来展现，包括固定网络和移动网络。其

中，移动网络将会逐渐成为大数据金融服务的一

个主要通道。随着法律、监管政策的完善，随着

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将会有更多、更加丰富

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通过网络呈现。支付结算、网

贷、P2P、众筹融资、资产管理、现金管理、产

品销售、金融咨询等都将主要通过网络实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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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实体店将大量减少，其功能也将逐渐转型。

（2）基于大数据的风险管理理念和工具。

在大数据金融时代，风险管理理念和工具

也将调整。例如，在风险管理理念上，财务分析

（第一还款来源）、可抵押财产或其他保证（第

二还款来源）重要性将有所降低。交易行为的真

实性、信用的可信度通过数据的呈现方式将会更

加重要，风险定价方式将会出现革命性变化。对

客户的评价将是全方位、立体的、活生生的，而

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模糊的客户构图。基于数据

挖掘的客户识别和分类将成为风险管理的主要手

段，动态、实时的监测而非事后的回顾式评价将

成为风险管理的常态性内容。

（3）信息不对称性大大降低。

在大数据金融时代，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

者和提供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大大降低。对某

项金融产品（服务）的支持和评价，消费者可实

时获知该信息。

（4）高效率性。

大数据金融无疑是高效率的。许多流程和

动作都是在线上发起和完成，有些动作是自动实

现。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把合适的产品

以合适的方式提供给合适的消费者。同时，强大

的数据分析能力可以将金融业务做到极高的效

率，交易成本也会大幅降低。

（5）金融企业服务边界扩大。

首先，就单个金融企业而言，其最合适经营

规模扩大了。由于效率提升，其经营成本必随之降

低。金融企业的成本曲线形态也会发生变化。长期

平均成本曲线，其底部会更快来临，也会更平坦更

宽。其次，基于大数据技术，金融从业人员个体服

务对象会更多。换言之，单个金融企业从业人员会

有减少的趋势，或至少其市场人员有降低的趋势。

（6）产品的可控性、可受性。

通过网络化呈现的金融产品，对消费者而

言，是可控、可受的。可控，是指在消费者看

来，其风险是可控的。可受，是指在消费者看

来，首先其收益（或成本）是可接受的；其次产

品的流动性也是可接受的；最后消费者基于金融

市场的数据信息，其产品也是可接受的。

（7）普惠金融。

大数据金融的高效率性及扩展的服务边界，使

金融服务的对象和范围也大大扩展，金融服务也更

接地气。例如，极小金额的理财服务、存款服务。

支付结算服务等普通老百姓都可享受到。甚至极小

金额的融资服务也会普遍发展起来。传统金融想也

不敢想的金融深化在大数据金融时代完全实现。

5、优势

大数据金融有着传统金融难以比拟的优势。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不仅极大扩展着企业拥有的数

据量,也使得企业更能够贴近客户,了解客户需求,实

现非标准化的精准服务,增加客户黏性;企业通过自

己的征信系统,实现信用管理的创新,有效降低坏账

率,扩大服务范围,增加对小微企业的融资比例,降低

了运营成本和服务成本,可以实现规模经济。

大数据能够通过海量数据的核查和评定，增加风

险的可控行和管理力度，及时发现并解决可能出现的

风险点，对于风险发生的规律性有精准的把握，将推

动金融机构对更深入和透彻的数据的分析需求。支持

业务的精细化管理。虽然银行有很多支付流水数据，

但是各部门不交叉，数据无法整合，大数据金融的模

式促使银行开始对沉积的数据进行有效利用。大数据

将推动金融机构创新品牌和服务，做到精细化服务，

对客户进行个性定制，利用数据开发新的预测和分析

模型，实现对客户消费模式的分析以提高客户的转化

率。大数据必将给金融企业带来更多更新的基于数据

的业务和内部管理优化机会。

来源：http://wiki.mbalib.com/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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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的10个新理念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思维模式和研究范式，我们可以总结出10个重大

变化，如图1-10所示。

（1）研究范式的新认识——从“第三

范式”到“第四范式”。200 7年，图灵奖

获得者J im   G r a y提出了科学研究的第四范

式——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Data-intensive 

ScientificDiscovery）。在他看来，人类科学研究

活动已经历过三中不同范式的演变过程（原始社

会的“实验科学范式”、以模型和归纳为特征的

“理论科学范式”和以模拟仿真为特征的“计算

科学范式”），目前正在从“计算科学范式”转

向“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范式”。第四范式，即

“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范式”的主要特点是科学

研究人员只需要从大数据中查找和挖掘所需要的

信息和知识，无须直接面对所研究的物理对象。

例如，在大数据时代，天文学家的研究方式发生

了新的变化——其主要研究任务变为从海量数据

库中发现所需的物体或现象的照片，而不再需要

亲自进行太空拍照。再如，本书作者在一次研究

生科学研究方法的调研中发现，绝大部分同学的

研究范式有待调整——他们往往习惯性地“采用

问卷调查法等方法亲自收集新数据”，而不是

“首先想到有没有现成的大数据以及如何再利用

已有的数据（数据洞见）”，如图1-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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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重要性的新认识——从“数据

资源”到“数据资产”。在大数据时代，数据

不仅是一种“资源”，而更是一种重要的“资

产”。因此，数据科学应把数据当做“一种资

产来管理”，而不能仅仅当做“资源”来对

待。也就是说，与其他类型的资产相似，数据

也具有财务价值，且需要作为独立实体进行组

织与管理。

（3）对方法论的新认识——从“基于知识

解决问题”到“基于数据解决问题”。我们

传统的方法论往往是“基于知识”的，即从 

“大量实践（数据）”中总结和提炼出一般性

知识（定理、模式、模型、函数等）之后，用

知识去解决（或解释）问题。因此，传统的

问题解决思路是“问题→知识→问题”，即

根据问题找“知识”，并用“知识”解决“问

题”。然而，数据科学中兴起了另一种方法

论——“问题→数据→问题”，即根据问题找

“数据”，并直接用数据（不需要把“数据”

转换成“知识”的前提下）解决问题，如图

1-12所示。

（4）对数据分析的新认识——从统计学

到数据科学。在传统科学中，数据分析主要以

数学和统计学为直接理论工具。但是，云计

算等计算模式的出现以及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提升了我们对数据的获取、存储、计算与管理

能力，进而对统计学理论与方法产生了深远影

响，主要有：

·随着数据获取、存储与计算能力的提升，

我们可以很容易获得统计学中所指的“总体”中

的全部数据，且可以在总体上直接进行计算——

不再需要进行“抽样操作”；

·在海量、动态、异构数据环境中，人们更

加关注的是数据计算的“效率”而不再盲目追求

其“精准度”。例如，在数据科学中，广泛应用

“基于数据的”思维模式，重视对“相关性”的

分析，而不是等到发现“真正的因果关系”之后

才解决问题。在大数据时代，人们开始重视相关

分析，而不仅仅是因果分析。

（5）对计算智能的新认识——从复杂算

法到简单算法。“只要拥有足够多的数据，我

们可以变得更聪明”是大数据时代的一个新认

识。因此，在大数据时代，原本复杂的“智能

问题”变成简单的“数据问题”——只要对大

数据的进行简单查询就可以达到“基于复杂算

法的智能计算的效果”。为此，很多学者曾讨

论过一个重要话题——“大数据时代需要的是

更多数据还是更好的模型（moredata or better 

model）？”。机器翻译是传统自然语言技术

领域的难点，虽曾提出过很多种“算法”，但

应用效果并不理想。近年来，Google翻译等工

具改变了“实现策略”，不再仅靠复杂算法进

行翻译，而对他们之前收集的跨语言语料库进

行简单查询的方式，提升了机器翻译的效果和

效率。

（6）对数据管理重点的新认识——从业务

数据化到数据业务化。在大数据时代，企业需

要重视一个新的课题——数据业务化，即如何

“基于数据”动态地定义、优化和重组业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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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流程，进而提升业务的敏捷性，降低风险和

成本。但是，在传统数据管理中我们更加关注

的是业务的数据化问题，即如何将业务活动以

数据方式记录下来，以便进行业务审计、分析

与挖掘。可见，业务数据化是前提，而数据业

务化是目标。

（7）对决策方式的新认识——从目标

驱动型决策到数据驱动型决策。传统科学思

维中，决策制定往往是“目标”或“模型”

驱动的——根据目标（或模型）进行决策。

然而，大数据时代出现了另一种思维模式，

即数据驱动型决策，数据成为决策制定的主

要“触发条件”和“重要依据”。例如，近

年来，很多高新企业中的部门和岗位设置不

再是“固化的”，而是根据所做项目与所处

的数据环境，随时动态调整其部门和岗位设

置。然而，部门和岗位设置的敏捷性往往是

基于数据驱动的，根据数据分析的结果灵活

调整企业内部结构。

（8）对产业竞合关系的新认识——从“以

战略为中心竞合关系”到“以数据为中心竞合关

系”。在大数据时代，企业之间的竞合关系发生

了变化，原本相互激烈竞争，甚至不愿合作的企

业，不得不开始合作，形成新的业态和产业链。

例如，近年来IBM公司和Apple公司“化敌[1]为

友”，并有报道称他们正在从竞争对手转向合作

伙伴——IBM的100多名员工前往Apple的加州库

比蒂诺总部，与Apple一起为IBM的客户（例如花

旗、Sprint和日本邮政）联合开发iPhone和iPad应

用。

（9）对数据复杂性的新认识——从不接受

到接受数据的复杂性。在传统科学看来，数据需

要彻底“净化”和“集成”，计算目的是需要找

出“精确答案”，而其背后的哲学是“不接受数

据的复杂性”。然而，大数据中更加强调的是数

据的动态性、异构性和跨域等复杂性——弹性计

算、鲁棒性、虚拟化和快速响应，开始把“复杂

性”当作数据的一个固有特征来对待，组织数据

生态系统的管理目标转向将组织处于混沌边缘状

态。

（10）对数据处理模式的新认识——从

“小众参与”到“大众协同”。传统科学中，

数据的分析和挖掘都是具有很高专业素养的

“企业核心员工”的事情，企业管理的重要目

的是如何激励和绩效考核这些“核心员工”。

但是，在大数据时代，基于“核心员工”的创

新工作成本和风险越来越大，而基于“专家余

（Pro-Am）”的大规模协作日益受到重视，

正成为解决数据规模与形式化之间矛盾的重要

手段。

▌大数据时代的10个新术语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我们提出一些新的任

务和挑战。本节我们以近几年在大数据管理领域

新出现的术语为线索，讨论大数据时代的主要活

动和能力要求（图1-13）。

（1）数据化（Datafication）是指捕获人们

的生活与业务活动，并将其转换为数据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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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Google眼睛正在数据化人们视觉活动；

·Twitter正在数据化人们的思想动态；

·Linkedin正在数据化人们的社会关系。

目前，在个人信息的获取中广泛使用了数

据化，非法收集，导致了个人隐私之间的矛

盾。

（2）数据柔术(DataJiu-Jitsu)是指数据科

学家将“大数据”转换具有立即产生商业价值

的“数据产品（Data Product）”的能力，如图

1-14所示。数据产品是指在零次数据或一次数据

的基础上，通过数据加工活动形成的二次或三次

数据，数据产品的特点包括：

·高层次性：一般为二次数据或三次数据；

·成品性：数据产品往往不需要（或不需要

大量的）进一步处理即可直接应用；

·商品性：数据产品可以直接用于销售或交

易；

·易于定价：相对于原始数据，数据产品的

定价更为容易。

（3）数据改写（DataMung ing）是指

带有一定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数据再加工行

为，主要涉及数据的解析（parsing）、提炼

（scraping）、格式化（formatting）和形式化

（formalization）处理。与一般数据处理不同的

是，数据再加工强调的是数据加工过程中的创造

力和想象力。

（4）数据打磨（DataWrangling）是指采

用全手工或半自动化的方式，通过多次反复调整

与优化过程，即将“原始数据”转换为“一次数

据”（或“二次数据”）的过程。其特殊性表现

在：

·不是完全自动化方式实现，一般用手工或

半自动化工具；

·不是一次即可完成，需要多次反复调整与

优化。

（5）数据洞见（DataInsights）是指采用

机器学习、数据统计和数据可视化等方法从海量

数据中找到“人们并未发现的且有价值的信息”

的能力。数据科学强调的是“数据洞见”——发

现数据背后的信息、知识和智慧以及找到“被淹

没在海量数据中的未知数据”。与数据挖掘不同

的是，数据科学项目的成果可以直接用于决策支

持。数据洞见力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主体的数据意

识、经验积累和分析处理能力。

（6）数据 分 析 式 思 维 模 式 （ D a t a -

AnalyticThinking）是指一种从数据视角分析问

题，并“基于数据”来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

例如，当某个具体业务的效率较低时，我们考

虑是否可以利用数据提升业务效率，并进一步

提出如何通过数据提升的方法。可见，数据分

析思维模式与传统思维模式不同。前者，主要

从“数据”入手，最终改变“业务”；后者从

“业务”或“决策”等要素入手，最终改变

“数据”。因此，数据分析式思维模式改变了

我们通常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视角。从分析对

象和目的看，数据分析可以分为3个不同层次，

如图1-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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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性分析( Descriptive Analysis) 是指

采用数据统计中的描述统计量、数据可视化等方

法描述数据的基本特征，如总和、均值、标准差

等。描述性分析可以实现从“数据”到“信息”

的转化。

·预测性分析（Predictive Analysis）是指通

过因果分析、相关分析等方法“基于过去/当前的

数据”得出“潜在模式”、“共性规律”或“未

来趋势”。预测性分析可以实现从“信息”到

“知识”的转化。

·规范性分析（Prescriptive Analytics）不

仅要利用“当前和过去的数据”，而且还会综合

考虑期望结果、所处环境、资源条件等更多影响

因素，在对比分析所有可能方案的基础上，提出

“可以直接用于决策的建议或方案”。规范性分

析可实现从“知识”到“智慧”的转变。

（7）数据驱动(Data-driven)是相对于“决

策驱动”、“目标驱动”、“业务驱动”和“模

型驱动”的一种提法。也就是说，数据驱动主要

以数据为“触发器（出发点）”、“视角”和

“依据”，进行观测、控制、调整和整合其它要

素——决策、目标、业务和模型等，如图1-16

所示。数据驱动是大数据时代的一种重要思维

模式，也是“业务数据化”之后实现“数据业务

化”的关键所在。

（8）数据密集型（Data-Intensive）应用是

相对于“计算密集型应用”、“I/O密集型应用”

的一种提法，如图1-17所示。也就是说，数据密

集型应用中数据成为应用系统研发的“主要焦点

和挑战”。通常，数据密集型应用的计算比较容

易，但数据具有显著的复杂性（异构、动态、跨

域和海量等）和海量性。例如，当我们对PB级复

杂性数据进行简单查询时，“计算”不再是最主

要的挑战，而最主要挑战来自于数据本身的复杂

性。

（9）数据空间（DataSpace）是指主体的数

据空间——与主体相关的数据及其关系的集合。

主体相关性和可控性是数据空间中数据项的基本

属性。

·主体是指数据空间的所有者，可以是个

人，也可以是一个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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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相关性是指数据空间所管理的是与特

定主体相关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可以出现在不同

的时间，存放在不同的位置，也可以采用不同的

格式表示；

·主体可控性是指主体通过各种操作或服务

来控制和管理数据空间中数据项。

可见，数据空间为我们解决来自跨域、异

构、动态数据源的集成管理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和解决方案。相对于数据库技术，数据空间技术

具有现收现付（Pay-as-you-go）、数据在先，

模式在后、不断演化的数据模型、数据集成不改

变数据的原有格式、数据内容以共存形式分布在

不同数据源、自动处理数据源的动态变化、充分

利用数据源的自我管理能力、主体对数据具有部

分控制能力、建设过程信息丢失相对少、支持数

据关联的动态变化以及服务质量的不确定性等特

点。

（10）关联数据（LindedData）是一种数

据发布和关联的方法。其中，数据发布是指采用

RDF(Resource DescriptionFramework,资源描述

框架)和HTTP(Hypertext TransferProtocol,超文本

传输协议) 技术在Web上发布结构化信息；数据

关联是指采用RDF链接技术在不同数据源中的数

据之间建立计算机可理解的互连关系。2006年，

Tim Berners Lee 首次提出了关联数据的理念，

目的在于不同资源之间建立计算机可理解的关联

信息，最终形成全球性大数据空间。Tim Berners 

Lee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关联数据技术中的数据发

布和数据关联的4项原则：

·采用URI（UniformResource  Identifier，

统一资源标识符）技术统一标识事物；

·通过HTTPURI访问URI标识；

·当URI被访问时，采用RDF（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资源描述框架）和

SPARQL（SimpleProtocol  and  RDF Query 

Language）标准，提供有用信息；

·提供信息时，也提供指向其他事物的

URI，以便发现更多事物。

除了上述概念之外，还有数据消减(Data 

Reduction)、数据新闻（Data Journalism）、数

据的开放获取（OpenAccess）、数据质量、特

征提取等传统概念也重新备受关注。

http://www.toutiao.com/

a6309753191273939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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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十大局限

先阐述一个观点：大数

据本身并没有也不直接产生价

值，只有对其进行有效地管

理、加工，挖掘出隐藏在其中

的有用信息并加以合理、有效

地利用，才能使其充分发挥作

用，产生价值。这一观点构成

了以下阐述大数据局限性的基

础，如果你不认可这一基础，

那么请就此打住，别浪费你的

宝贵时间了。基于这种价值导

向的衡量标准，大数据本身及

其管理、加工、应用均具有多

方面的局限性。

1、数据噪声：与生俱来

的不和谐

大数据之所以为大数据，

首先是因为其数据体量巨大。

然而，在这海量的数据中，并

非所有的数据都是有用的，大

多数时候，有用的数据甚至只

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随着数

据量的不断增加，无意义的冗

余、垃圾数据也会越来越多，

而且其增长的速度比数据信息

更快。这样一来，我们寻求的

重要数据信息或客观真理往往

会被庞大数据所带来的噪声所

淹没，甚至被引入歧途和陷

阱，得出错误的结论。

2、 真实性：不得不接受

的虚假

“引领我们进入困局的并

不是我们不知道的事物，而是

我们知道、但不那么真实的事

物。”真实性是一切数据价值

的基础，然而这同时也是大数

据的一大先天性缺陷。

网络是大数据最重要的来

源之一，而网络本身就充斥着

大量的虚假信息。例如，网络

数据中存在着大量的虚假个人

注册信息、假账号、假粉丝、

假交易、灌水贴及虚假的意思

表示等。这种失真是由网络本

身的特性决定的，比如说，绝

大多数社交网站很难也不会对

会员注册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全

面核查，电商平台也无法控制

一人注册多账号，或账号与实

际消费个体的非对应关系(想想

你家有没有共用一个宽带或电

商账号的情况)。

除了网络数据，即便是通

过原始方法采集的个人信息数

据也无法保障其真实、准确。

就拿电信运营商来说，即便推

行了实名制，但圈内人都知

道，数据质量与期望仍有相当

差距。

可以预见，在相当长的时

间内，即使最优秀的数据科学

家、最先进的数据处理方法也

无法消除或修正某些数据固有

的错误和不足，对大数据真实

性的追求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

的又一挑战。

3、 代表性：永不可能的

全样本

迈尔·舍恩伯格在《大

数据时代》一书中阐述的一个

核心观点便是，大数据是全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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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因此不再依赖随机取样。

鞭者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

的。

大数据来源大致可以分

为两类，一类来自于物理世界

的科学数据，如实验数据、传

感数据、观测数据等;另一类

则来自于人类社会活动，主要

是互联网数据，如社交关系、

商品交易、行为轨迹等个人信

息。然而，这两类数据的产

生、收集都存在很大的盲区和

局限性。归纳与演绎、由点及

面是科学研究与应用的主要逻

辑和方法，科学数据主要是精

心设计的抽样数据。至于互联

网数据，虽然我国网民数量已

达7亿，但这意味着仍然有6亿

人因不能或不愿上网而被排除

在互联网大数据之外，让7亿

人来代表另外的6亿人，你确

认这6亿人乐意被代表吗?

很多人在网上订餐或消

费的时候往往会参考其他人的

推荐和点评，但经常在消费以

后发现并不如意。撇开个人口

味和刷评的因素，还有一个重

要原因在于，网上点评的人并

不具备足够的代表性。喜欢上

网的本身就只是消费人群中的

一部分，上网消费同时又喜欢

点评的人更只是其中的一小部

分，所以，他们并不能代表整

个消费群体。

无论科学技术如何发达，

来自于物理世界和网络社会的

大数据永远都不可能覆盖整个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如果再考

虑宗教、法律、伦理、道德上

的诸多限制，那么大数据就更

不可能成为“全样本”了。而

且，被遗漏的那部分数据往往

并不是随机偏差，而是系统偏

差，在统计分析时不能不考

虑。也正因为如此，社会学家

对大数据的代表性总是保持着

一份可贵的疑虑和审慎，在许

多领域仍然坚持用传统的抽样

方法而不是大数据来进行社会

研究。

4、 完整性：广度与深度

的缺失

大数据的完整性不足主要

是指单个组织所能获取的数据

体量虽然巨大，但所包含的实

际信息却十分有限，以致难以

以此为基础进行复杂的逻辑运

算或全面描述。这种不完整主

要包括信息维度(决定信息广

度)的缺失和维度信息(决定信

息深度)的缺失。

举例而言，电信运营商

由于把控着数据管道，从而可

以较全面地掌握用户的上网信

息，比如上网时间、频率、上

网终端、访问网站、浏览内容

等等，有着较好的信息广度，

但其掌握的信息深度却不够。

运营商可以清楚地知道用户在

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什么

终端、什么网络访问了京东、

亚马逊、天猫等电商，浏览了

何种商品，停留了多长时间等

等，但却不能掌握用户是否在

某电商平台上购买了商品、购

买了何种商品、参与了什么促

销活动、以什么方式付款、支

付了多少款额等等。很显然，

京东对用户在自己商城的浏

览、消费行为了如指掌(信息

深度充分)，但它却无法了解

用户的其他互联网行为及在其

他电商平台的消费行为(信息

广度不足)。

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某

种自然、社会现象的深入研究

或者对用户的超级刻画(包括

超维度和超粒纵横度两个切

面)，信息广度和信息深度缺

一不可。大数据的价值恰恰在

于广泛的交叉融合，从这个意

义上讲，真正的大数据应是建

立在共同的标准基础之上，融

合了企业、政府、科学研究等

跨领域、跨行业、跨平台数据

的集合，是社会大数据(这是

一个很有意思的提法，另案讨

论)。

然而，当前的大数据依然

以独立孤岛的形式存在，没有

任何一个组织能够获取在广度

和深度上都足够充分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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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大力推进全社会的数据

公开和共享，其中政府数据

开放尤其重要。毫不夸张地

讲，真正核心的数据绝大部

分掌握在政府手中，没有政

府参与，就没有真正的大数

据。

5、 时效性：秒级价值

存在

任何数据都位于一个

连续的时间轴上，都有其时

间属性，即数据年龄。不同

年龄的数据有着不同的价值

特性，往往老数据具有总体

或趋势分析价值，新数据则

更具有个体应用价值。大数

据时代，信息更新速度非常

快，从应用的角度看，大数

据的时效性往往相当短。

用于探测地震和海啸的

传感器所产生的数据时效往

往只有几秒钟，在此之后就

基本失去意义了。美国国家

海洋局的超级计算机能够利

用传感器传输的数据，在日

本地震后9分钟内计算出海啸

的可能性及强度。短短的9分

钟，基本反映了当前人类计

算的最高水平，但这对于瞬

间消失的生命来说还是太长

了。

实时营销对用户状态

信息的时效性也有很高的要

求，试想想，如果你的目标

用户在离开店面500米后才收

到你所谓“量身定做”的促

销信息，他(她)是不是会对此

嗤之以鼻?

大数据时效性的要求

对数据的实时采集、实时加

工、实时分发提出了极高的

要求。数据处理上有一个著

名的“1秒定律”，即要在秒

级的时间范围内计算出分析

结果并分发出去，超过这个

时间，数据就失去价值了。

这在许多时候还很难做到，

从而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大

数据的应用。

6、 解释性：不能没有

因果关系

对于舍恩伯格关于大

数据的另一个核心观点，

“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关

关系”，只需要了解是什么

或未来会发生什么，而不是

为什么和事情发生的内在原

因，鞭者同样不敢苟同。

相关关系仅代表着过去

和个案，没有解释性，有时

甚至是错误的，而且不能推

而广之。只有掌握了事物之

间的因果关系、原因机制和

科学原理，才能举一反三，

迭代更新，持续推动社会进

步。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不

必赘言。

关于相关性，一直为人

津津乐道的便是啤酒与尿布

的故事。然而，沃尔玛商品

品种成千上万，相关关系上

亿之多，我想类似的绝妙组

合尚有不少，为什么再也难

见?更何况，人们仍然对啤酒

与尿布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合

理的因果逻辑解释。试想，

如果首先发现了这样的因果

关系，再通过相关关系予以

验证，是否可以发现更多的

“啤酒和尿布”?

Google的流感预测是另

外一个被经常引用的大数据

相关分析的成功案列。一个

你可能不知道的事实是，自

2009年Google的那次准确

预测和高调宣传以来，其流

感预测的准确性一直走下坡

路。特别是最近两三年，其

预测不准确的次数比准确的

次数还要多。

大数据分析需要借助机

器来完成，而机器从来就只

能给出数据间的相关关系，

而不能说明因果逻辑。因果

关系需要人的思考和判断，

电脑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可

能完全替代人脑。玩笑一

下，如此急迫地强调相关关

系而不是因果关系，难道我

们真的不需要脑子了吗?

7、 预测性：让过去决

定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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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分析无论被赋予

多么绚丽的光环，从根本上

讲仅仅是对过去和现实的归

纳和总结，其本身并不具有

趋势和方向性的特征。决定

趋势的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因

素及相互作用，在此方面大

数据无能为力，这是大数据

先天性缺陷之一。

舍恩伯格也坦言，与大

数据同行是有一定风险的，

大数据有可能会把我们锁定

在以往的错误当中，使我

们堕入让过去决定未来的陷

阱。

现在有些基金公司推出

大数据指数基金，期望通过

大数据对股票行情进行准确

的预测。历史行情走势只是

过去已经发生的影响股票市

场的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以此来预测未来的市场

根本不靠谱。普林斯顿大学

经济学教授伯顿·麦基尔早

在1973年的畅销作品《漫

步华尔街》中就指出，把一

只猴子蒙上双眼后让它向报

纸的金融版掷飞镖而选中的

投资组合，和那些专家经过

大量研究而谨慎选择的投资

组合相比，盈利性可能一样

好。近几年甚至有研究者提

出，麦基尔的这种看法低估

了猴子(应该是高估了基金经

理吧)。2008年，好事的俄

国人更是用实验证明了这一

点。俄罗斯《财经周刊》从

马戏团找来一只猴子，让它

从代表不同股票的牌子中选

择8支进行模拟投资组合，并

投入100万虚拟卢布。一年

后，当金融专家再次观察猴

子所选股票的表现时不由大

吃一惊，其市值上涨了近3

倍，跑赢了94%的基金。

必须承认，我们处于一

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有许多

事件是无法预测的。过分依

赖大数据和预测模型是危险

的，因为有许多决定性的影

响因素都不能纳入模型参数

的覆盖范围之内。从天气预

报、地震预测、足球比赛到

金融危机等等，都对这一点

做了很好的诠释。

8、 误导性：数据也会

说谎

与大数据的代表性、真

实性、完整性、解释性等局

限性相关的，必然是结论的

不可靠性和误导性，这两者

之间可是强相关的，因果关

系不多说，在此仅举几例以

娱诸君。

先来一个经典的。电影

《赌神》中，发哥扮演的赌

神一直有一个摆弄戒指的习

惯。对手通过研究大量的赌

神职业比赛录像察觉到了他

这一习惯，并发现他转动戒

指往往伴随着出千。然而，

在一场生死之战中，赌神利

用长期以来一直发布的假数

据欺骗了所有人。这次他依

然像往常一样转动戒指，不

同的是出千却没有随之而

来，于是乎，对手瞬间崩

溃。

对统计现象只看结果不

重解释，很可能导致错误甚

至危险的结论。二战时期英

国与德国的空战中，工程师

发现，每次战斗机回来机翼

上都带有很多枪眼，因此认

为机翼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

地方，需要进行特别防护。

可是增加防护之后，飞机的

损失率不但没有降低，反而

提高了。问题究竟出在哪

呢?原来工程师们被这一统计

结果误导了，从而采取了错

误地防护措施。对机翼枪眼

的统计只针对成功返航的飞

机，而那些不幸的飞机被击

落的原因并没有被统计和发

现。相反，机翼受损还能飞

回来，说明机翼被攻击并不

是飞机被击落的主要原因。

至于为什么增加防护后飞机

损失率反而提高了，原因很

简单，因为负荷增加降低了

飞机的灵活性和航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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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工程师们反其道而行之，

在没有枪眼的部位加强防护，

因为这些部位被击中的飞机都

没有返航，事实证明效果良

好。

还有一个高度相关却因果

倒置的故事，也不知道是不是

有意讽刺。说某国际慈善组织

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发现，一

个国家、地区电视机的普及率

与富裕程度强相关。因此，他

们就向一些贫困国家赠送了大

批电视机，以期促进当地经济

的发展。很显然，是因为经济

贫困导致了电视普及率低，而

不是反过来，做出那样的决策

可能真没过脑子。

9、 合法性：数据安全与

隐私保护

大数据本身及其采集、使

用过程都极有可能会涉及个人

隐私、商业机密、公众权益和

国家信息安全。因此，安全性

和合法性问题构成了大数据价

值发挥的限制性因素之一。

商业和技术很重要，但

商业和技术背后的价值观更重

要。

Google曾将”不作恶”作

为自己的公司价值观;百度为了

短期商业利益售卖多个贴吧，

公然践踏公众隐私，结果遭千

夫所指，万人唾骂。这些都充

分反映了公众对隐私和信息安

全的关注和重视。

白宫曾在2014年发表书面

声明称，大数据创造的社会价

值与经济价值得以遵从该国提

倡的“隐私、公正、平等、自

主”。中国政府在此方面虽然

尚未立法，也从来没有明确的

说法，但民众的基本权益和诉

求理当被审慎考虑。

诚然，安全性、合法性要

求限制了大数据的使用和商业

价值的充分发挥，但从社会价

值的角度来看，是值得的，也

是必须的。

10、 价值性：投入与收益

的平衡

价值密度低是被公认的大

数据特征之—，这也在一定程

度上限制了大数据的研究和应

用。

一方面，因为大数据的低

密度价值特征，那么要使其价

值达到可用的程度，就必须有

足够规模的数据积累和有效的

价值提取。以常规的监控视频

为例，连续24小时的视频监

控中，有用的数据可能仅有数

秒。如何优化存储，并通过强

大的机器能力迅速完成数据的

加工处理和价值呈现，到目前

为止还是大数据面临的一大难

题。

另一方面，大数据边际效

用递增规律的存在，使许多单

位、组织的数据无法达到基本

的规模要求，从而也使其数据

价值无法充分显现。

同时，前面讲到的大数据

代表性、真实性、完整性、解

释性上的不足及由此引起的结

论误导，不仅会降低数据的价

值，甚至可能产生负面作用。

另外，大数据的采集、存

储、加工和使用所耗费的资金

和时间成本都是非常高昂的。

作为大数据投资主体，应该在

投入和收益之间进行合理平

衡。当前的确存在那么一种势

力，为了某种目的极力鼓动企

业进行大规模的大数据投资，

如果不审慎评估，很可能得不

偿失。

在此讲了这么多大数据的

局限性，最后再次重申，并非

要以此否定大数据的价值;同

时，也要再次强调，大数据代

表的只是知识，而非智慧。对

世界的改造仅凭有限的知识是

远远不够的，更需要人类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只有

用好了项上这颗六斤四，才能

逐步突破大数据的局限性，更

好地发挥大数据价值。

来源：http://mt.sohu.com/

20160420/n44514579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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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个大数据可视化工具

Intetix  Foundation(英

明泰思基金会)由从事数据科

学、非营利组织和公共政策

研究的中国学者发起成立，

致力于通过数据科学改善人

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通过联

络、动员中美最顶尖的数据

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以及

分布在全球的志愿者，我们

创造性地践行着我们的使

命：为美好生活洞见数据价

值。

数据可视化无处不在，

而且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重

要。无论是在行政演示中为

数据点创建一个可视化进

程，还是用可视化概念来细

分客户，数据可视化都显得

尤为重要。以前的工具的基

本不能处理大数据。本文将

推荐39个可用于处理大数

据的可视化工具(排名不分

先后)。其中许多工具是开

源的，能够共同使用或嵌

入已经设计好的应用程序

中使用，例如JavaScript，

JSON，SVG，Python，

HTML5，甚至有些工具不需

要任何编程语言基础。其他

的则是商业智能平台，能够

进行复杂的数据分析并生产

报告，并配有多种方式实现

数据可视化。无论你是需要

对数据进行分析并且决定用

最好的方式向你的客户或同

事进行展示，还是你心里有

一个视觉化布局但需要将此

概念应用到生活中，该表单

中总会有一款工具能够满足

你的需求。

Pro f i t B r i c k s   C l oud 

Computing – IaaS – 大数

据优化

ProfitBricks云计算 - 

IaaS的是所有的大数据工作

负载和项目的最佳平台。每

一个云服务器实例具有专用

的CPU内核、专用RAM和

80Gbps在不同服务器之间进

行链接和储存。该平台性能

高，延迟低，将大大提高你

的工作效率。可以免费试用

14天，马上注册，无需信用

卡。

1.Polymaps

需要在地图上展示复杂

的数据集？Polymaps是一个

免费的JavaScript库，也是

SimpleGeo和Stamen的开发

的一个联合项目。这种复杂

的地图叠加工具可以加载多

种规模的数据，提供多级别

缩放功能，大到国家，小到

街景。

主要特点：

l 使用可缩放矢量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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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G)

l 展示国家、州、城市、

社区和街景

l 基本的CSS规则控制设

计

l 图片是球形墨卡托瓦格

式

费用：免费

2 .  N o d e B o x  / /  @

Nodebox

实 验 媒 介 研 究 小 组

(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M e d i a 

Research Group)开发的一组

开源工具，NodeBox的兼容

性是跨平台图片库或Mac的

app都能创建Python编码的

2D界面。

主要特点：

l 与标准设计应用程序集

成

l 跨平台，基于节点的图

形用户界面(GUI)

l NodeBox1 – Python

编码、2D界面的Mac应用程

序

l 导入多种类型的数据，

包括Excel

l 动画效果

l 运用最少的编程技能建

立一个生产设计

费用：免费

3. Flot

J Q u e r y 的 一 个

JavaScript绘图库，Flot是一

个基于浏览器的应用程序，

并且能够兼容大多常见的浏

览器，包括IE、Chrome、

Firefox、Safari和Opera。

Flot对于数据观点支持多种可

视化选择，交互式图表、堆

叠式图表、平移和缩放，以

及通过各种插件实现各种特

定功能。

主要特点：

l 支持线性、图片，用任

何组合填充区域

l 在同一个数据序列里运

用组合展示元素

l 绘图分类以及文本数据

l 增加DOM操作标准的

HTML

l 产生切换系列交互式视

觉效果

l 直接的画布准入绘制自

定义形状

费用：免费

4 .  Process ing  / /  @

ProcessingOrg

Processing创建之初为

教计算机基础知识在视觉环

境的一种手段，但现在由学

生、设计师、研究者、艺术

家和业余爱好者使用，用于

创造学习模型和实际产品的

原型。用户可以创建简单或

复杂的图像，动画，和相互

作用。

主要特点：

l 2D、3D和PDF格式输

出

l 交互作用程序

l Open GL一体化

l 超过1000个库的附加

功能

l 创建交互、文本、动作

和动画

5. Processingjs

Process ing的姐妹站

点，Processing.js这个工具

可以处理复杂的数据视觉

化、图形、图表或是其他视

觉效果，并是网页可用的形

式，并不需要任何扩展程序

或插件。这就意味着你可以

运用标准Processing语言写

代码并且插入到你的网站，

而且Processing.js并不需要

额外的编码需求来实现其功

能。

主要特点：

l 允许Processing代码可

以在任何HTML5浏览器运行

l 动画和交互式可视化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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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融入任何web 页

l 没有额外的编码需要

费用：免费

6. Tangle

Tangle是一个JavaScript

库和工具，不仅仅是视觉

化，还允许设计师和开发者

创建reactive程序，对数据的

关系可以提供深层理解。例

如，一个网页端的转换计算

器能够转换货币或测量。

主要特点：

l 允许读者来改变参数

l 基于定义的变量、格式

和分类

l 运用Tangle类创建图表

和其他可视化效果

l 能够创建动态的展示

l 同时使用多种变量建立

控件和视图

费用：免费

7. D3.js

一个强调网页标准的用

来创建数据可视化JavaScript

库。使用HTML、SVG和

CSS，可以让使用者以数据

驱动的方式去操作DOM，能

够满足现在浏览器的兼容性

并且不受专用框架的限制。

主要特点：

l 绑定任意数据到DOM

l 创建交互式SVG条形图

l 从数据集里产生HTML

表格

l 多种组合和插件来增强

兼容性

l 内置的可重复使用的组

件以便于编码

费用：免费

8. FF Chartwell // @

FontFont

FF Chartwell将简单数

字串转换会可编辑的数据可

视化，并进一步的自定义使

用OpenTy功能。它是能够

用于标准设计套件，例如

Adobe Creative Suite，简单

化图表的设计。

主要功能：

l 使用简单的数据串来产

生图表

l 有利于创建一个大信息

图元素

l 没有编码功能节省时间

l 与设计应用程序一体化

l 多种可视化类型

费用：

l 所有功能-$119

l 单个功能-每个$25 (条

形、垂直图、线形图、饼

图、雷达图、环形图、玫瑰

图)

9. Google Maps // @

GoogleMaps

谷歌地图提供一些APIs

给开发者，例如谷歌地球、

谷歌地图图像和谷歌地方信

息。这些工具能够使开发者

为任何应用程序或网站建立

交互式视觉地图程序。

主要特点：

l 将地图嵌入网页中

l 提出有关机构、感兴趣

的地方和其他位置的数据

l 能够使网站访问者在你

的网站限制范围内使用谷歌

地球

1 0 .  S A S  V i s u a l 

Analytics // @SASsoftware

SAS可视化分析工具为

了更加全面的分析能够探索

各种尺寸的数据集可视化。

拥有直观的平台和自动化预

测工具，SAS视觉分析允许

甚至可以让无技术基础的用

户来探索数据和潜在机会之

间更加深层次的关系。

主要特点：

l 在前置或公共或私人云

上部署

l 拖放图表自动为数据选

择最好的布局

l 弹出提示区识别潜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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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相关性

l 场景分析能够在变量变

化基础上进行预测

l 存储视图为报告、图片

或SAS移动端

l 用户易于使用数据来整

合行为元素

费用

l 完整功能免费演示版

(不同环节之间不能储存报告)

l 按要求报价

11. Raphael

一个JavaScript库用来

在网页上创建矢量图形，

Raphael使用SVG和VML，

因此每一个被创建的图表

同时也是一个DOM对象，

Raphael的目标是能够矢量图

表作品能够跨浏览器兼容。

主要特点：

l 网页上包括Raphael.js

功能

l 创建多种多样的图形、

表格和其他数据可视化

l 多图表能力

费用：免费

1 2 .  I n k s c a p e  / /  @

Inkscape

Inkscape提供的功能类

似于Corel Draw和Illustrator

软件，然而它的开源编辑器

是矢量图形。Inkscape支持

许多先进的SVG功能，因此

能够轻易使用，并鼓励开发

者在社区环境里合作。

主要特点：

l 类似标准软件处理复杂

的图表任务

l 内置的SVG格式

l 创建网站原型

l 导入和显示位图的功能

l 文件储存为矢量图

费用：免费

1 3 .  L e a f l e t  / /  @

LeadletJS

一个开源JavaScript库，

Leaflet是用来创建移动友好

性、交互式地图的工具。由

Vladimir Agafonkin和一个团

队贡献开发而成，Leaflet设

计的目标是简洁性、表现性

和易用性。

主要特点：

l 所有主要桌面和移动浏

览器上能工作

l 各种扩展功能的插件

l 一体化的互动功能

l 多重可用地图层

l CSS3功能提供流行型

的用户交互作用

l 消除移动设备上敲打延

迟

费用：免费

14. Crossfilter

Crossfilter使我们能够

在浏览器里探索大量多元数

据集，也是JavaScript库，能

够处理超过一百万记录的数

据集。Crossfilter使用语义版

本控制并且易于使用值、目

标和其他元素和命令来自定

义的创建数据可视化。实际

上，它使Square Register的

商家有权利操纵销售和购买

数据。

主要特点：

l 使用语义版本控制

l 探索大量多元数据

l 快速增量过滤和减少

l 提高实时直方图的表现

力

费用：免费

15. Open Layers 3

可以用OpenLayers在

任何网页里插入一个动态地

图。它执行JavaScript  API

用于建立网页端地理学的应

用程序，并且不需要服务端

依赖关系能在大多数现在的

网页浏览器工作。它是一个

开源软件，结合了最新的

HTML5和CSS功能，提高了

3D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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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点：

l 在大多数现代网页浏览

器里工作(平铺和矢量图册)

l 不需要服务端依赖

l 创建个性化嵌入的、动

态的地图

l 缩放功能、地理位置和

其他函数功能

l 开箱移动支持

费用：免费

16. Kartograph

Kartograph即使Python

库也是JavaScript库，迎合

了想要创建友好型Illustrator 

SVG地图和交互式地图的开

发者，并且能够在各主要浏

览器上运行。

主要特点：

l   两个库：Py thon和

JavaScript

l Kartograph.js能在几分

钟内创建交互式地图

l 独立运作，不需要服务

器

l  Kartograph使用简单

型的Visvalingam创建紧凑型

SVGs

l 地图上的数据集层能进

行多层级可视化

费用：免费

17. Microsoft Excel

Microsoft Excel因为它

的数据处理和分析功能而广

泛闻名，但是它经常用于创

建强大的数据可视化。Excel

的最新版本塞满了可视化

工具，包括被推荐的图表，

不同方法迅速分析并展现数

据，有多重控制选择来改变

和布局可视化。

主要特点：

l 在同一个程序里运行数

据分析并且创建可视化

l 数据多种展现的方式进

行比较

l 改变平铺、布局和其他

格式选择

l Excel推荐数据最好的

可视化方式

l 能够兼容Microsof t 

Office产品

费用：

l Office 365 Home – 

每年$99.99或每月$9.99

l  ffice 365 Personal –

每年$69.99或每月$6.99

l   O f f i c e   H o m e   & 

Student  2016 – 永久购买

$149.00

l Office 365 Business 

Essentials – 每个用户每月

$50(每年义务)

l Office 365 Business 

–每个用户每月$8.25(每年

义务)

l Office 365 Business 

Premium – 每个用户每月

$12.50(每年义务)

18. Modest Maps

对于想要将交互地图放

进应用程序的开发者而言，

Modest Maps是一个免费

的而且能够扩展的库，由

Stamen, Bloom,和MapBox

合作开发。

主要特点：

l 用于为基础构建映射工

具

l 用于少数扩展程序，

例如MapBox.js, HTMAPL和

Easey

l 保护基本控制的设计

费用：免费

19. CartoDB

CartoDB允许你在数分

钟内上传并视觉化数亿个数

据值。它还具有地理空间分

析功能探索、改进，并从您

的数据获得的见解。

主要特点：

l 探索数据并获取见解

l 直接在地图上编辑数据

l 与PostGIS 兼容的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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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分析

l 先进版本的CartoCSS

l 支持栅格数据和矢量数

据

费用：

l 免费—无限数据集/4

层地图层，，250MB矢量数

据，每月1000条推特

l 基础版-每月$149，

无限数据集/5层地图层，

5 0 0M B矢量数据，每月

10000条推特，同步表格，

私人地图，可移除标识

l 专业版-每月$449，无

限数据集/6层地图层，1.5GB

矢量数据，每月250000条推

特，同步表格，私人地图，

可移除标识

l 企业版-每月$825，无

限数据集/6层地图层，5GB

矢量数据起步，每月250000

推特，同步表格，私人地

图，可移除标识

20. Google Charts

Google Charts提供大量

数据可视化格式，从简单的

散点图到分层树地图。可视

化效果是完全个性化的，你

可以通过动态数据进行实时

连接。

主要特点：

l 谷歌利用同样的图表

l 将多个图表组装成直观

的仪表板

l 兼容多个浏览器

l 多个平台可使用(IOS和

安卓设备)

l 从各种图表中选择

费用：免费

21. Gephi // @Gephi

G e p h i 是 能 在

Windows、Linus和Mac OS

系统上运行的开源应用程

序。该平台允许用于可视化

和探索数据，包括复杂的线

性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

其他深入了解数据关系的模

型。

主要特点：

l 插件更加个性化

l 深层数据分析来检测关

系

l 内置的 3D 渲染引擎

l 实施视觉化

l 动态过滤

l 有内置的直观的工作量

组织界面

费用：免费

22. Flare

Adobe Flash Player里

可以运行的创建数据可视

化的ActionScript库，Flare

是一个开源应用程序，由

一些知名组织和出版商使

用，来创建强大的可视化

图，包括Slate、IBM Visual 

Communication Lab和ABC 

News。

主要特点：

l 处理复杂、交互式图表

l 支持数据管理、视觉编

码、动画和交互作用

l 各种可视化表格从时间

线到多层图表来说明关系

费用：免费

23. Envision.js

用Envision.js库创建快

且交互式HTML5可视化，

能够展示实时数据、时间序

列、财务可视化、AJAX驱动

财务图表和自定义可视化，

包括分形。

主要特点：

l 内置各种图表和图形的

模板

l 将可视化效果、交互作

用和自定义组件一体化

l 自定义图表层类型

费用：免费

24. Miso

开发中的一个开源工

具，Miso合并数据集、故事

版和d3图表来创建交互式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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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和数据可视化效果。Miso

是The Guardian和Bocoup

的联合项目，得到Globa l 

Development、The Bill和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

支持。

主要特点：

l 高质量交互式故事

l 数据可视化内容

l JavaScript 客户端的数

据管理和转换库

l 运用D3.js创建可重复

使用图表

费用：免费

25. The R Project

R  Project是在UNIX、

Windows和Mac OS上运作

的统计计算软件。设计的目

的是用于统计计算和统计制

图，它考虑了不同应用的S语

言，也包含了一些本身的S代

码，在R里没有改变，虽然也

有一些显著的不同。

主要特点：

l 数据处理、计算和图表

展示

l 用于即时分析的集成工

具

l 条件、 循环、 用户定

义的递归函数和输入/输出设

备

l 定义新功能来增加兼容

性

费用：免费

26. Tableau Public // @

Tableu

Tableau是一个简单的、

使用友好的用来迅速创建

交互式可视化数据，并将它

们嵌入你网站的工具。设计

的目的是能由开发者、或无

开发经验的人使用，例如博

主、记者、研究员、律师、

教授和学生。

主要特点：

l 可以网上使用，或者下

载并处理可视化

l 桌面端完整版应用程序

图片可以在公共服务器进行

储存

l   存 储 数 据 空 间 有

50MB(免费计划)

l 拖拉式界面，不需要编

程技巧

费用：

l 公共版本-免费

l   个人版本-每个用户

$999

l   专业版本-每个用户

$1999

27. Timeline JS // @

knightlabTimeline JS3

Timel ine  JS作为开源

工具能够从多重资源中提出

媒介，运用40中不同语言

建立交互式时间轴。内置

支持Twitter, Flickr, Google 

Maps, YouTube, Vine和其

他应用程序，Timeline JS拥

有大量功能，能够进一步的

拓展进行自定义安装来兼容

JSON。

主要特点：

l   运 用 G o o g l e 

Spreadsheet数据建立时间轴

l 上传电子表格，并生成

嵌入代码

l 从第三方apps在时间

轴里嵌入音频、视频

l WordPress插件

l 从JSON数据库中填补

数据

费用：免费

28. Quadrigram //@

quadrigam

Quadr igram使用户能

够创建自定义可视化效果，

运用他们的数据和来自内置

里图表、图形等各种组件来

quadrification 和叠流。基

于可视化编程语言(VPL)，

Quadrigram是能从多个数据

源提取并创建不断变化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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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和数据可视化效果。

主要特点：

l 完整的交互式可视化库

l 建立动画、仪表盘或更

多其他的

l 草图想法和创建快速原

型

l 基于云计算的快速数据

处理

l 集成R 和 Gephi 的服务

端

l 利用多个公开发布的数

据集

费用(价格转换自欧元)：

l 学术版-每月$6.43(1个

用户，100MB存储量)

l 个人版-每月$20.38(1

个用户，3GB存储量)

l 专业版-每月$63.27(3

个用户，10GB存储量)

l   工 作 版 - 每 月

$267.02(20个用户，100GB)

l 企业版-联系报价

29. Prefuse

Prefuse是一个数据可

视化工具，IBM视觉传播实

验室用于该公司Many Eyes

工具来创建可视化效果。

Prefuse软件包为JavaScript

提 供 了 可 视 化 框 架 ， 而

Pre f u s e   F l a r e工具包为

ActionScript和Adobe Flash 

Player提供了可视化和动画

化工具。

主要特点：

l 数据建模、数据交互化

和可视化

l 为各种视觉布局进行数

据结构优化

l 支持动画化、动态搜索

和数据库连接

l 使用Java 2D图片库

费用：免费

30. Many Eyes

Many Eyes是由IBM研

究所和IBM Cognos软件小组

的试验成果。该工具提供了

一个平台，用于创建各种可

视化效果说明数据点关系，

比较的值集，创建线性和堆

栈图、分析文本，或查看整

个饼图或树图中的各个部

分。

主要特点：

l 多种方式展示数据

l 上传供公众使用的数据

集

l 运用Java和Flash展示

数据

l 通过用户打分收集反馈

l 完全的控制或删除你的

数据集和可视化图

l 使用其他用户现存的数

据集或者你自己的数据

费用：免费

31.  Cytoscape / /  @

Cytoscape

Cytoscape能够合成不

同属性的数据形成可视化的

复杂网络。针对特别领域分

析的功能，例如生物信息

学、语义网和社交网络分

析，Cytoscape具有这些功

能，并能创建邻人着迷的图

表来表示数据之间的关系。

主要特点：

l 问题领域的应用

l 先进的分析及应用程序

进行建模

l 人力策划数据集进行可

视化

l 可视化社交网络中的人

际关系

l 与其他工具一起联合使

用(例如R、NetworkX)

费用：免费

32.NetworkX

NetworkX基于Python编

程语言，能够创建图表、有

向图和多种多媒体格式合成

的重图。Python是用于创建

多种交叉兼容的数据可视化

的多平台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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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点：

l 学习结构、动态和复杂

网络功能

l 节点能够包含任何媒介

类型，例如图像和XML

l 边缘能够包含任何数

据，例如加权或时间序列

l 多种图表类型生成器，

包括经典的曲线图、随机图

和合成网络

费用：免费

33. Arbor.js

Arbor由网络工作者和

jQuery一起建立的，能够运

用画布、SVG或是HTML定

位元素来创建数据可视化的

工具。Arbor旨在帮助开发者

创建强调他们数据集唯一性

而不是需要各种布局的物质

性。

主要特点：

能够处理实时色彩和价

值充斥

力导向布局图增加了抽

象性

实际屏幕绘图由用户做

出

费用：免费

34. iCharts // @iCharts

iChar ts是基于网络端

的应用程序能够在网页上生

成引人注目的数据可视化工

具。这种云本地应用程序工

具是“是为企业云应用内置

的唯一数据可视化平台”。

将图表和图形集成到网站/

应用程序或通过社交媒体或

iCharts图表频道分发完成可

视化。

主要特点：

l 运用公司的logo进行品

牌视觉化

l 为了更好的发现增加标

签或描述

l 启用第三方网站重新嵌

入可视化来扩大范围

l 数据是实时的

l 创建交互式、探索性图

表

l 领先一代的激活自制表

格

l 分析报告在图表视图、

共享和嵌入

费用：

l 基础版-免费(仅限公共

图表)

l 网络套装可视化报告和

分析-每个用户每月$64.95

l 销售团队可视化报告和

分析-测试版本请电联

35. Databoard

来 自 谷 歌 的 工 具 ，

Databoard是Think平台的一

部分，主要面向企业主。探

索见解直接来自谷歌调查研

究，来迅速的查找数据并且

创建自定义的信息图表来嵌

入网站或在社交网络上分

享。

主要特点：

l 探索谷歌数据调查研究

l 直接生成图表元素

l 通过合成多种元素建立

自制图表

l 主要专注移动数据

费用：免费

3 6 .  Q  R e s e a r c h 

Software // @qstatistics

对于研究和数据可视

化而言都是一个强大的数

据库，Q Research软件时

一个用于准备市场研究报

告的工具，全是有价值的

见解和可视化效果。以图

表格式、CSV文件和PDF文

档输出到Word、Exce l和

PowerPoint，并且从一大堆

工具/元素中选择进行自制可

视化效果。

主要特点：

l 可编辑的Office图表

l 多种图表类型(线性、

气泡、饼图、列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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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直方图和散点图

l 利用实时数据更新图标

l 创建变量值，应用过滤

器，进行统计检验

l 强大的分析包括对应分

析、logit分析、潜在类别分

析、回归分析、Max-diff分

析，随机参数分析、Kruskal 

Shapley、TURF分析等

费用：

l 30天免费试用期

l 标准授权许可 - 每年

$1,499(所有功能)

l 可转让授权许可-每年

$4,497(在多台计算机上安装)

3 7 .  D a p r e s y  / /  @

dapresy

专为研究分析师设计，

Dapresy允许用户运用简易使

用的拖拉界面建立为他们的

幻灯片和仪表盘建立信息图

表。Dapresy是一个综合性平

台能够处理整个报道过程，

从数据分析到视觉上具有吸

引力的展示工具和仪表板。

主要特点：

l 简单的引入实地文件，

Dapresy能够处理数据

l 图、表、交叉分析表和

综合统计分析

l 为市场仪表板建立动态

元素

l 从200张幻灯片里打包

数据为较少动态Dapresy幻灯

片

l 灵感创意箱

费用：电话联系报价

38. Visualize Free

基于商用可视化的工具

InetSoft，Visualize Free是

一款免费的替代方案，使您

可以通过几个简单的点击来

对多个数据集和变量进行筛

选，确定趋势和处理数据。

主要特点：

l 用Excel或CSV格式上

传你的数据

l 拖放元素来建立可视化

效果

l 沙箱技术用于数据分析

l 公众或私人分析

费用：免费

39 .  Jo l i cha r t s  / /  @

Jolicharts

Jol icharts将图表和表

格嵌入你的应用程序里，能

够兼容多种数据源并处理连

接多种数据源的复杂性。利

用集成的弹性计算能力，

Jolicharts能轻易处理大数

据。

主要特点：

l 拖放界面创建令人惊叹

的仪表板

l 输出仪表板XLS、PDF

或JPG格式

l 过滤器来确保各个用户

的数据

l 基于Rest端的API能够

兼容任何应用程序

l 云端应用保证你的数据

和可视化的可获得性

l HTML5仪表板能在任

何设备上获得数据

费用(欧元转换的价格)

l   永远免费计划-免费

(50MB数据存储量，单一用

户，展示不受限制，每个展

示有一个数据源)

l 专 业 版 - 每 月

$31.13(10GB数据存储量，

增加到5个用户，展示/数据

源不受限制)

l 企 业 版 - 每 月

$74.06(250GB数据存储量，

增加到5个用户，用户/展示/

数据源不受限制)

来源：http://mt.sohu.

com/20160819/

n46501793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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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金融促进跨界整合

大数据挖掘助力未来金融服务业

【作者】刘英；罗明雄； 

【机构】北京大学产业发

展研究中心； 软交所互联网金

融实验室； 

【摘要】相较于传统金融,

大数据金融使得抵押贷款模式

逐步被信用贷款模式所取代。

基于大数据金融的优势,电商、

电信运营商、钢铁企业、IT企

业等等纷纷利用大数据金融涉

足金融产业,发展跨界经营大数

据金融,是指利用大数据开展的

金融服务,即针对海量数据,经过

互联网、云计算等信息化处理

方式,结合传统金融服务,开展资

金融通、创新金融服务。大数

据金融通过平台金融和供应链

金融两种模式,将传统金融的抵

押贷款模式转化为了信用贷款

模式。 

【关键词】信用贷款； 抵

押贷款； 资金周转； 钢铁企

业； 银行授信； 移动支付； 

信用评分； 风险定价； 业务形

式； 供应链资源； 

【所属期刊栏目】 观察 

（2013年11期） 

【作者】 刘新海； 

【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征

信中心； 

【摘要】 大数据是IT技术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内

涵和外延还在发展中。通过对

大数据的深度和广度的挖掘，

大数据的价值可以被充分利

用。大数据在金融服务业的应

用不仅会带来新的商业机遇，

还可以带来新的商业模式的变

革。本文讨论了金融大数据挖

掘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国内金

融业大数据挖掘的现状，并对

金融大数据和云计算、互联网

金融的关系进行了梳理，最后

对未来金融大数据挖掘进行了

展望。  

【关键词】大数据；数据

挖掘； 金融服务业； 

【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61105058);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13CJY011)资助

【所属期刊栏目】金融创

新 （2014年02期）

中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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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金融渐行渐进

互联网金融就是大数据金融

【作者】唐方杰；

【机构】中国工商银行长

春金融研修学院；

【摘要】<正>不管你接受

还是拒绝,大数据时代已经呼啸

而至,不管你恐惧还是欣喜,大数

据金融正在悄然临近。随着大

数据时代来临,大数据金融多彩

的曙光,已经灿烂闪现。大数据

时代在过去的一年,仿佛一夜之

间,大数据时代成为炙手可热的

话题,相关的论文和著书可谓汗

牛充栋。甚至在中国大连的夏

季达沃斯论坛上,专门开辟一个

分会场,激辩大数据论题。

【关键词】夏季达沃斯；

实体店；风险管理理念；支付

结算服务；中国大连；物联

网；第三方支付；综合金融服

务；因果关系；淘宝网；

【所属期刊栏目】特别

关注_互联网金融理论与实践

（2014年03期）

【摘要】互联网金融的核

心是什么?随着过去一年业内丑

闻频现,征信成为互联网金融的

最大难题,而大数据是解决个人

征信的关键,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互联网金融其实就是大数据金

融。文中列举了中外两个互联

网金融企业案例,他们利用大数

据完善征信、服务金融,通过对

样本的解读,对于理解大数据与

互联网金融的关系大有帮助。

【关键词】征信；信用评

估；借贷人；腾讯；借款人；

渠道整合；信用风险评估；借

贷成本；还款意愿；文中；

【 所 属 期 刊 栏 目 】 机

构·区域_来自九次方大数据研

究院报告分析（2015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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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金融:机遇、挑战和策略

大数据金融生态系统、社会超群博弈与中国大数据金融战略

【作者】林巍；王祥兵；

【机构】温州商学院管理

学院；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摘要】在介绍了大数据

金融后,提出了大数据金融发展

当中所遇到的机遇和挑战,最后

给出了大数据金融发展五个策

略。 

【关键词】大数据金融；

机遇；挑战；策略；

【基金】国家自然基金项

目(71561007);教育部人文社科

基金项目(13YJAZH089)

【所属期刊栏目】金融经

济（2016年03期）

【作者】保建云；

【Author】BAO  Jian-

yun；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Po l i t i c a l 

R e s e a r c h , S c h o o l   o 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机构】中国人民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

【摘要】大数据技术与互

联网金融发展推动着区域性

与全球性大数据金融生态系

统形成,基于金融大数据和大

数据金融生态系统的社会超

群博弈是推动当代金融市场

体系与金融交易演化的关键

力量。大数据金融生态系统

是在经济活动金融化、金融

交易数据化、金融数据网络

化、网络扩展全球化、全球

经济金融一体化背景下演化

和发展的。金融大数据与大

数据金融生态系统分布具有

显著的地理空间、物理空间

与网络空间特征,同时表现出

网络化、分散化与集中化特

征。金融大数据与大数据金

融生态系统推动着大国之间

的货币与金融市场竞争并形

成全球性大数据货币竞争,大

数据时代的大国货币竞争表

现出网络化、数字化与复杂

化的特征,全球大数据金融治

理机制表现出扁平化、网络

化、虚拟化与动态化的特征,

中国需要制定大数据金融战

略以应对挑战。 

【关键词】大数据金融生

态系统；社会超群博弈；大数

据金融战略；

【基金】中国—东盟区域

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科研专项和

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

展计划联合资助重大招标项目

“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合作机制

研究”(2015)的阶段性成果

【所属期刊栏目】经济学

研究（2016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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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大数据驱动与模式衍变

大数据金融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与创新趋势

【作者】何飞；张兵；

【Author】He Fei；Zhang 

Bing;

【机构】南京大学商学

院；

【摘要】基于我国互联网

金融发展的"中国特色"分析,本

文提出了互联网金融发展模式

的衍变过程。我们认为,中国的

互联网金融发展模式将按照由

点及线、由线及面的路径衍变,

进一步地,驱动这一模式衍变的

核心动力是大数据。大数据驱

动的互联网金融发展模式衍变,

既具有内在逻辑,又具有外在基

础。最后,为了阐述大数据驱动

的作用发挥,我们构建了细分的

大数据系统,来解决互联网金融

发展模式衍变中的具体应用问

题。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

模式衍变；大数据驱动；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金融的

发展、风险与监管研究”(项

目编号:14ZDA043);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注意力配置下的资

产定价——基于计算实验的研

究”(项目编号:71371096);江

苏省2015年度普通高校研究

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中国

P2P网贷的中介性质”(项目

编号:KYLX15_0007);南京大学

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中

国交易平台型P2P网贷的性

质、风险与监管研究”(项目编

号:2015CW01)

【所属期刊栏目】金融论

坛（2016年06期）

【作者】林巍；王祥兵；

【机构】温州商学院管理

学院；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摘要】商业模式创新是

大数据金融发展的根本。金融

机构需要不断审视自身商业模

式中的七大构成要素,不断为客

户创造价值,以实现商业模式的

四大创新,从而使大数据金融的

商业模式持续运作,为企业和社

会带来源源不断的价值。 

【关键词】大数据金融；

商业模式；构成要素；创新趋

势；

【 基 金 】 国 家 自 然

基金项目〈7 1 5 6 1 0 0 7〉 ;

教 育 部 人 文 社 科 基 金 项 目

〈13YJAZH089〉

【所属期刊栏目】聚焦

（2016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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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之所趋 国之所需

——建立中国大数据金融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的必要性

【作者】  唐浩增；  王

涛； 

【机构】 中国大数据金融

产业创新战略联盟； 中国投资

协会新兴产业中心； 

【摘要】  "大数据"不再是

一个概念,业已融入到我国的政

治、经济、军事、文化、生产

和生活诸方面,成为落实我国"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的重要

基石,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

新引擎。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

数据是基础性资源,也是重要的

生产力"。金融是现代经济的中

枢。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

发展,近年形成了多元化的金融

机构体系、复杂的产品结构体

系、信息化的交易体系。

【关键词】 金融产业； 

现代经济； 金融机构体系； 交

易体系； 产品结构； 社会经

济； 战略资源； 技术创新战

略； 量化风险； 基础性资源； 

【所属期刊栏目】 研究与

探讨 （2016年02期） 

“大数据金融”亟待“大数据安全”

【摘要】由于大数据参与

金融业发展起步较晚,目前还不

成熟。大数据金融并不都意味

着机遇或者商业上的无限潜力,"

大数据安全",才能保证"大数据

金融"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数据安全；

机构业务；数据清洗；数据挖

掘；风险评估模型；信用信

息；风险定价；数据技术；银

监会；国家金融安全；

【 所 属 期 刊 栏 目 】 机

构·区域_来自九次方大数据研

究院报告分析（2016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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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back-propagation (BP) neural network can solve complicated random nonlinear mapping 

problems; therefore, it can be applied to a wide range of problems. However, as the sample size increases, the time 

required to train BP neural networks becomes lengthy. Moreover,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decreases as well. 

To improve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and runtime efficiency of the BP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we proposed a 

parallel design and realization method for a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SO)-optimized BP neural network based 

on MapReduce on the Hadoop platform using both the PSO algorithm and a parallel design. The PSO algorithm 

was used to optimize the BP neural network’s initial weights and thresholds and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he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 The MapReduce parallel programming model was utilized to achieve parallel processing 

of the BP algorithm, thereby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hardware and communication overhead when the BP neural 

network addresses big data. Datasets on 5 different scales were constructed using the scene image library from the 

SUN Database.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f the parallel PSO-BP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is approximately 92%, 

and the system efficiency is approximately 0.85, which presents obvious advantages when processing big data. The 

algorithm proposed in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both higher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and improved time efficiency, 

which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btained from applying parallel processing to an intelligent algorithm on 

big data.

PLOS ONE | DOI:10.1371/journal.pone.0157551 June 15, 2016

外文文献:

Big Data: A Parallel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Back-
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Based on MapReduce

Jianfang Cao1, Hongyan Cui1*, Hao Shi2, Lijuan Jiao1

1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 Xinzhou Teachers University, Xinzhou, China, 

2 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y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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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netic Analytics Technology and Big Data: 
Real-World Cases

Should You Upload or Ship Big Data to the Cloud？
BY SACHIN DATE

BY J.P. SHIM, J. KOH, S. FISTER, AND H.Y. SEO

BY J.P. SHIM, J. KOH, S. FISTER, AND H.Y. SEO

Abstract: SINCE THE MID-2000S, few business topics have received as much attention as big data 

and business analytics,5,8,11,13 including unstructured data derived from social media, blogs, chat, and email 

messages. In addition to unstructured data, YouTube, Vimeo, and other video sources represent another aspect of 

organizations’ customer services. A 2011 IBM survey of more than 4,000 IT professionals from 93 countries and 

25 industries7 identified big data and business analytics as a major business trend for most organizations, along with 

mobile, cloud, and social business technologies.

FEBRUARY 2016 | VOL. 59 | NO. 2 |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IT IS ACCEPTED wisdom that when the data you wish to move into the cloud is at terabyte scale and beyond, 

you are better off shipping it to the cloud provider, rather than uploading it. This article takes an analytical 

look at how shipping and uploading strategies compare, the various factors on which they depend, and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you are better off shipping rather than uploading data, and vice versa. Such an analytical 

determination is important to make, given the increasing availability of gigabitspeed Internet connections, along with 

the explosive growth in data-transfer speeds supported by newer editions of drive interfaces such as SAS and PCI 

Express. As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aforementioned “accepted wisdom” does not always hold true, and there are 

well-reasoned, practical recommendations for uploading versus shipping data to the cloud.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 JULY 2016 | VOL. 59 | NO.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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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为畅销书作者李杰

教授继《工业大数据》一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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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数据与智能制造的关系，

然后用真实、有效的案例分析

大数据应用对制造带来的切实

有效的帮助；本书邀请了著名

经济学家马光远、《福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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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英文文献全文

RESEARCH ARTICLE

Big Data: A Parallel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Back-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Based on MapReduce
Jianfang Cao1, Hongyan Cui1*, Hao Shi2, Lijuan Jiao1

1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 Xinzhou Teachers University, Xinzhou, China, 2 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y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yuan, China

* cuihy16@yeah.net

Abstract
A back-propagation (BP) neural network can solve complicated random nonlinear mapping

problems; therefore, it can be applied to a wide range of problems. However, as the sample

size increases, the time required to train BP neural networks becomes lengthy. Moreover,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decreases as well. To improve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and

runtime efficiency of the BP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we proposed a parallel design and

realization method for a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SO)-optimized BP neural network

based on MapReduce on the Hadoop platform using both the PSO algorithm and a parallel

design. The PSO algorithm was used to optimize the BP neural network’s initial weights and

thresholds and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he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 The MapReduce paral-

lel programming model was utilized to achieve parallel processing of the BP algorithm,

thereby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hardware and communication overhead when the BP neu-

ral network addresses big data. Datasets on 5 different scales were constructed using the

scene image library from the SUN Database.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f the parallel

PSO-BP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is approximately 92%, and the system efficiency is

approximately 0.85, which presents obvious advantages when processing big data. The

algorithm proposed in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both higher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and

improved time efficiency, which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btained from apply-

ing parallel processing to an intelligent algorithm on big data.

Introduction
A Back-Propagation (BP) neural network is a type of multi-layered feed-forward neural net-
work that learns by constantly modifying both the connection weights between the neurons in
each layer and the neuron thresholds to make the network output continuously approximate
the desired output [1]. Because a BP neural network is robust and can realize any complex non-
linear mapping relation, this technique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many fields [2]. In terms of
speed prediction, to better utilize wind power, Guo et al. [3] constructed a hybrid wind speed

PLOSONE | DOI:10.1371/journal.pone.0157551 June 15, 2016 1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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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on model using a BP neural network that eliminates seasonal effects from actual wind
speed datasets using a seasonal exponential adjustment. They conducted a case study in Min-
qin County, Gansu Province that satisfactorily eliminated the seasonal effects from the predic-
tion results. Xu et al. [4] applied a BP neural network to debris flow control engineering and
proposed a method for predicting the average velocity of debris flow. In the medical field,
Zhang et al. [5] used a BP neural network to construct an m-order nonlinear model to describe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s between surface electromyogram signals and the joint angles of a
human leg. The model inputs were preprocessed sEMG time series, and the outputs were the
hip, knee and ankle joint angles, with an average angle estimation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less than 5° for spinal cord injury patients. Cheng et al. [6] proposed a new method based on a
BP neural network to predict facial deformation following a complete denture prosthesis.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e third of the facial area and the completed denture, this
method accurately predicted deformation of the facial soft tissue. To solve cotton pest problems
in agricultural fields, Zhang et al. [7] designed a cotton disease and pest damage identification
method based on rough sets and a BP neural network that accurately identified 4 cotton dis-
eases. In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Pan et al. [8] used a BP neural network to conduct automatic
recognition of woven fabric patterns by extracting fabric texture features with a black and
white co-occurrence matrix. In other areas, Hu [9] proposed a type of intrusion detection algo-
rithm that used a BP neural network to solve the relatively high false negative rate and high
false alarm rate problems with traditional intrusion detection algorithms. Liu et al. [10] applied
a BP neural network to establish a forecasting model for port throughput and achieved good
results when forecasting the port throughput in 2011 and 2012. However, the BP neural net-
work algorithm is based on the idea of an error gradient descent function; thus, it does not
have global search capability. In addition, the connection weights between the layers and the
neuron’s thresholds, which can take on random values between 0 and 1 in the initial training
stage, lead to slow convergence by the algorithm and do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an optimal solu-
tion [11]. Later, researchers gradually introduced some metaheuristic optimization algorithms.
Wang et al. [12–14] presented an improved firefly algorithm, a biogeography-based krill herd
algorithm and a chaotic krill herd algorithm to solve complex optimization tasks. Chiroma H.
et al. [15] discussed the applications of a bio-inspired flower pollination algorithm, which moti-
vated other researchers in the bio-inspired algorithms research community to further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flower pollination algorithm as well as to apply the algorithm in other
fields to solve optimization problems in engineering and industry. Saadi et al. [16] proposed a
new metaheuristic algorithm called Ringed Seal Search that found the optimal solution. This
algorithm searched and selected the best lair by performing a random walk to find new lairs. In
recent years, optimization algorithms have usually been used to optimize the weights of neural
networks and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in various fields. Nawi et al. [17] used the PSO algo-
rithm to optimize the weights of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s and conduct data classification.
Chiroma et al. [18] applied an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optimized by the PSO algorithm to pre-
dict OPEC CO2 emissions. Chiroma H. et al. [19, 20] predicted crude oil prices using a neural
network optimized by a genetic algorithm. The optim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initial
weights and thresholds of the BP neural network have also been studied intensively. The most
widely used optimization algorithms are the genetic algorithm (GA) and the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SO) algorithm. Ding et al. [21] combined a GA with BP neural networks to
accelerate the training of the BP network—which to a certain extent overcomes the disadvan-
tages of the BP becoming easily stuck in a local minimum—and performed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the UCI dataset. Yu et al. [22] also used a genetic algorithm to optimize a BP neural
network. They improved the additional momentum factor and self-adaptive learning rate and
established a natural gas load forecasting model to make short-term forecasts of natural gas

PSO-BP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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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s in Shanghai. Gao et al. [23] used the GA to optimize the initial weights and thresholds of
a BP neural network and was able to predict housing prices in Guiyang City with improved
accuracy. Wang et al. [24] applied a PSO-optimized BP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to estimate
the cost of plastic injection molding parts, improving both the convergence rate of the algo-
rithm and the cost estimation accuracy rate. Similar to [3], Ren et al. [25] also predicted wind
speed; however, in contrast to [3], Ren et al. first used a PSO algorithm to optimize the initial
thresholds and weights of the BP neural network and then established a forecasting model that
obtains improved accuracy compared to [3]. In addition, various other algorithms have been
combined with the BP neural network to improve its performance. To improve classification
results, Jia et al. [26] proposed a type of PLS-HCA-BP algorithm that uses partial least squares
(PLS) to reduce the feature dimensions of samples, which simplifies the network structure and
improves the speed of convergence in 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 (HCA), therein obtaining
favorable experimental results. Wang et al. [27] established a target threat estimation model
using Glowworm Swarm Optimization and the BP neural network. The above-mentioned
studies, combined with other algorithms, have optimized BP neural networks and improved
their performance. Compared with standalone BP neural networks, such combinations have
achieved good results. However, regardless of the optimization employed, BP neural networks
always show good performance when the sample size is small; however, when the sample set
size increases, the time efficiency of these algorithms sharply and intolerably declines.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big data era, sample dataset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large. A bot-
tleneck problem is being faced in terms of hardware capabilities for the above-mentioned tradi-
tional serial algorithm form of the BP neural network. Moreover, the training time for the
algorithm becomes very lengthy. As a result, the efficiency of the system decreases significantly.
Scholars are beginning to study parallel designs for traditional algorithms. Feng et al. [28]
achieved a parallel form of an algorithm for a BP neural network on the Sunway Blue Light
Supercomputer based on MPI techniques and made predictions of traffic flow. Zheng et al.
[29] designed a type of multi-BP neural network parallel integration model and performed
multi-semantic image classifications, therein obtaining good experimental results under the
MPI Cluster environment. Liu [30] conducted parallel processing of a large-scale matrix opera-
tion in the PVM parallel environment, effectively reducing the time required for matrix opera-
tions. Guo et al. [31] designed a parallel BP neural network based on a 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 (FPGA) to address big data. Wang et al. [32] implemented an efficient GPU to train
large-scale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s and achieved a good experimental result. However, the
parallel design (based on MPI, PVM, FPGA and GPUs) requires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uter hardware architecture by the developers, an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nodes is
time consuming. These factors make such systems difficult to build and apply [33].

The MapReduce framework is based on Hadoop and has become popular in recent years.
MapReduce is a type of parallel computing model oriented toward distributed environments.
This model provides developers with a complete programming interface, does not require
them to understand the computer architecture, and has gradually become a research hotspot
for current studies on parallel algorithm design [34]. Therefore, researchers have proposed
some algorithms for processing big data. Kim et al. [35] used a MapReduce model to design a
density-based clustering algorithm suitable for processing big data and achieved good experi-
mental results. Attribute reduction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question in rough set theory.
When addressing big data, the traditional attribute reduction algorithms appear to be inade-
quate. Jin et al. [36] proposed a hierarchical attribute reduction algorithm that executed in par-
allel using MapReduce on both data and tasks, therein saving a great deal of time. Scardapane
et al. [37] proposed a decentralized training algorithm for Echo State Networks in distributed
big data applications. To fulfill the potential of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for big data

PSO-BP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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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s, Liu et al. [38] used the MapReduce framework to implement parallelized neural
networks and solve existing problems faced by traditional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Simulta-
neously, the applications of big data have gradually increased in various fields, especially in the
biomedical fields. Zou et al. [39] applied the MapReduce framework to bioinformatics and
used it to conduct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Subsequently, Zou et al. [40] used the MapRe-
duce model to solve bottleneck problems in massive multiple sequence alignments (MSAs) of
homologous DNA and genome sequences. Shen et al. [41] proposed a quantitative quality con-
trol method for radiotherapy and chemotherapy based on an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to pro-
cess medical big data. Chung et al. [42] used a parallel deep neural network to train big data on
Blue Gene. Elsebakhi et al. [43] adopted functional networks based on propensity scores and
Newton-Raphson maximum-likelihood optimizations as a new large-scale machine learning
classifier to improve the classification performance when faced with biomedical big data. In
other areas, to address increasing traffic flow data efficiently, Cheng et al. [44] proposed a pre-
diction method to process distributed traffic flow using a parallel programming model based
on MapReduce. Gu et al. [45] designed a parallel computing platform to make instant messag-
ing deliveries. Stateczny et al. [46] solved the reduction problems of hydrographic big data.
These studies, using MapReduce parallel processing, all do a good job of improving the time
efficiency of their respective systems. Applications based on MapReduce are gradually increas-
ing. However, there are few studies concerning the PSO algorithm or that investigate MapRe-
duce distributed parallel processing of BP neural networks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the
semantic classification of digital images.

To solve the above-mentioned problems, this study proposes a parallel PSO-BP neural net-
work algorithm and applies it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scene images. The parallel processing
mechanism of this algorithm is based on the MapReduce parallel programming model and
uses the PSO algorithm to optimize the initial weights and thresholds of the BP neural network.
Then, different multiple optimized parallel BP neural networks are used to train different sam-
ple sets, which not only ensures that the BP neural network can obtain the optimal solution but
also accelerates the convergence rate. This approach effectively reduces the impact of sample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BP neural network and shortens the
required training time.

PSO-BP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The PSO algorithm, when introduced into a BP neural network to optimize its initial weights
and thresholds, is well suited for addressing some of the deficiencies caused by the randomness
of the initial weights and thresholds of BP neural networks [24].

PSO-optimized BP neural network model
The basic idea behind using the PSO algorithm to optimize the BP neural network is to com-
bine them, using the initial connection weights between BP neural network layers and the ini-
tial thresholds between neural nodes, to optimize the distribution, execute global searches
within the solution space, and find the optimal initial weights and thresholds of the BP neural
network at a rapid convergence rate. Subsequently, the initial weights and thresholds obtained
by the BP neural network can be used for training and testing the sample set. Fig 1 shows a
flowchart of this optimized model.

Steps in the PSO-optimized BP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The main steps of the algorithm are as follows:

Optimization phase of PSO algorithm:

PSO-BP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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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itialize PSO parameters (population size, speed and position of particles and iterations).

2. Determine the structure of the BP neural network and generate population particles.
Particles: Xi = (xi1,xi2,. . ..xiD)

T, i = 1,2,. . .,n

D ¼ RD1 þ D1D2 þ D1 þ D2 ð1Þ

where R, D1 and D2 represent the number of nodes in the input layer, hidden layer and out-
put layer of the BP neural network, respectively.

3. Design the fitness function. The BP neural network trains on the training samples in accor-
dance with Particle Xi in Eq (2) to set weights and thresholds until it generates the expected

Fig 1. PSO-BP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model.

doi:10.1371/journal.pone.0157551.g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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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put �yi The fitness function of the individual, Xi, is defined as

fiti ¼
XM�1

j¼1

ð�yj � yjÞ2 ði ¼ 1; 2; � � � ; nÞ ð2Þ

4. Calculate each particle’s fitness value and evaluate Population X. Calculate the fitness value
of each individual particle Xi.

5. Update the individual’s optimal fitness value Pbest and the particles’ positions. For each par-
ticle Xi, if its current fitness value is smaller than its optimal fitness value Pbest, then use the
current fitness value to update the optimal fitness value Pbest and the position of particle Xi.

6. Update the population fitness value Gbest. For each particle Xi, if its fitness value is smaller
than the optimal fitness value Gbest for the current population, then use the fitness value of
the current particle to update the optimal fitness value Gbest.

7. Iteratively update the speed and position of particles to generate new populations. Accord-
ing to Formulas (3) and (4), constantly update the speed and position of each particle Xi, as
shown below:

Vkþ1
id ¼ oVk

id þ c1r1ðPk
id � Xk

idÞ þ c2r2ðPk
gd � Xk

idÞ ðd 2 ½1;D�; i 2 ½1; n�Þ ð3Þ

Xkþ1
id ¼ Xk

id þ Vkþ1
id ðd 2 ½1;D�; i 2 ½1; n�Þ ð4Þ

where ω is the inertia weight; k is the number of iterations; Vid is the speed of Particle Xi; c1
and c2 are acceleration factors, which are not smaller than zero; and r1 and r2 are arbitrary
numbers between 0 and 1.

8. Judge whether to halt the iteration based on whether the optimal initial weights and thresh-
olds of the BP neural network have been generated. The overall fitness variance (Formula
(5)) is used to judge whether the PSO algorithm converges. If the overall fitness variance of
the particle population is smaller than the given threshold, then the algorithm has con-
verged. The optimal solution is output as the initial weights and thresholds. Otherwise, the
iterations continue.

s2 ¼ �
Xn

i¼1

ðfi � favg
f

Þ2 ð5Þ

where n is the number of particles in the current population, fi is the fitness value of particle
Xi, and favg is the average fitness of the current population particle.

The training phases of the BP neural network are as follows:

1. Initialize the network. The network structure, expected output and learning rate are deter-
mined according to the sample characteristics. The PSO algorithm optimization is used to
derive the optimal individual solution for the initial weight value and threshold of the
network.

2. Input the training sample and calculate the output of the network layers.

3. Calculate the learning error of the network.

4. Correct the connection weight values and thresholds of the layers.

PSO-BP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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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udge whether the error satisfies the expectation requirements and whether the number of
iterations has reached the set training limit. If either condition is met, then the training
ends. Otherwise, the iterative learning process continues.

Parallel Implementation of the PSO-BP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The arrival of the big data era poses a challenge to traditional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ig data is a collection of datasets so large and complex that they
become difficult to process using available database management tools or traditional data pro-
cessing applications. Big data is usually composed of datasets with sizes beyond the ability of
commonly used software tools, which are unable to capture, curate, manage, or process such
data within a reasonable elapsed time [47]. The challenges include capture, curation, storage,
search, sharing, analysis, and visualization. Therefore, both the time and space efficiency of tra-
ditional algorithms decrease dramatically when addressing big data.

Although the PSO-BP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improve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radi-
tional BP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as the data size increases, the BP neural network training
time increases as well, eventually raising efficiency issues. The MapReduce parallel program-
ming framework provides a type of distributed parallel calculation environment for big data
processing. Faced with booming data growth in a big data environment, there is a need to
improve the time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of BP neural networks. Therefore, this study's goals
are to solve the low time efficiency problem and the poor data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f tradi-
tional BP neural networks optimized by the PSO algorithm as proposed in [25]. To that end,
this study conducts a parallel implementation of the PSO-BP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within
the MapReduce framework.

MapReduce programming model
MapReduce [47] is based on Hadoop, which is a type of distributed parallel programming
model developed by Google Inc. for processing big data. MapReduce separates the calculation
process for data into Map and Reduce stages, which correspond to the execution of a mapper()
function and a reducer() function, respectively. The process requires data to be input in the
form of key-value pairs (e.g.,<key, value>, where the key can be regarded as the data serial
number and the value can be regarded as the data value). In the Map stage, MapReduce seg-
ments data into Splits of identical sizes and processes each Split in the form of key value pairs
<k1, v1> to create the formal input. It executes the mapper() function to generate intermediate
results in the form of<k2, v2>, which are ranked according to the value of k2. The v2 values
whose k2 values are the same are combined to form a new list<k2, list(v2)> and, finally,
grouped according to the scope of k2 to form Reduce tasks. In the Reduce stage, the outputs of
the Map tasks are integrated and ranked,<k2, list(v2)> is taken as the input, and the reduce()
function is executed to obtain the key value pair<k3, v3>, which is output to the Hadoop File
System (HDFS). A flowchart of the MapReduce process is shown in Fig 2.

Parallel design and realization of PSO algorithm
Design and realization of PSO-Map(). Due to the data input format utilized by the

MapReduce programming model, this study first converts the data input by the PSO algorithm
into the<key, value> format, where key represents the serial number of a particle and value
represents the attribute of a particle. In the Map stage—particle initialization and fitness evalu-
ation—the optimal particles for individual populations and other operations are calculated.
The Map process for the PSO algorithm is designed as follows:

PSO-BP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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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 particle id, particle attribute value
Output: key, optimal particle set
PSO-Map(particle id, particle attribute value)
{
For each particle, obtain its value;
fit-value = fit(value); //calculate the fitness value of the updated
particle
//iteratively update the position and speed of particle
if (satisfy condition)
key = new-key(key);
output key, optimal particle set;
}

Design and realization of PSO-Reduce(). In the Reduce stage, the optimal particle sets
generated by the Map tasks are received and integrated, and the position and speed of the opti-
mal particle set are globally updated. If the termination condition is satisfied, the optimal parti-
cle of the whole population is output. The Reduce process for the PSO algorithm is designed as
follows:

Input: key, optimal particle set
Output: key, optimal particles
PSO-Reduce(key, optimal particle set)
{
Obtain the fit-value of each optimal particle in the population;
//globally iteratively update population
if (the optimal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is obtained|| and the maximum itera-
tion times are reached)
output key, optimal particle;
}

When the parallel iterations of the PSO algorithm are complete, the optimal particles
obtained are the initial weights and thresholds for the BP neural network.

Parallel design and realization of the BP neural network
To overcome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BP neural network, including hardware overhead and
excessive training time, this study also conducts a parallel design for the BP neural network
based on MapReduce, therein using Map and Reduce tasks to implement automatic parallel
operations within the multi-layered BP neural network. This approach greatly reduces the

Fig 2. The MapReduce programmingmodel process.

doi:10.1371/journal.pone.0157551.g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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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time and simultaneously improves the training precision. The model structure is
shown in Fig 3.

Design and realization of BP-Map(). In the Map stage, based on the input, the Map tasks
calculate the actual output of the network layer by layer. Then, the actual output and the
expected output are compared to calculate the network learning error. Finally, based on the
learning error, updated connection weight values in the network are calculated. The Map tasks
for the BP neural network are designed as follows:

Input: sample id, sample feature value
Output: the corresponding weights ω of the sample and the amount Δω by which
the weights were updated
BP-Map(Sample id, sample feature value)
{
//For each sample,
calculate the output of network layers;
and calculate the learning error of the network;
For each connection weight w, calculate the updated amount Δw for the weight;
Output(w, Δw);
}

Design and realization of the BP-Combine() function. In the MapReduce parallel pro-
gramming model, the Combine() function can perform local processing of the intermediate
result generated in the Map stage, thereby greatly reducing the communication overhead. As
the size of the sample data that the BP neural network uses for training gradually increases, it
becomes imperative to process the results generated by Map tasks using the Combine() func-
tion before using them as input in the Reduce tasks. In the parallel design process of the BP
neural network, the Combine() function is designed as follows:

Input: key value pair <w, Δw>
Output: key value pair <w, Δw>
BP-Combine(w, Δw)
{
Initial variable count = 0; //count the number of training samples
//resolve each training sample
and process the three-dimensional coordinate values of Δw;
count count+1;
w w;
Collect all the key value pairs whose w values are the same, and conduct local
reduction to derive Δw;
Output w w;
}

Fig 3. A parallel model of the BP neural network.

doi:10.1371/journal.pone.0157551.g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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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realization of BP-Reduce(). In the Reduce stage, the output of the Combine()
function is used as input. Next, the total number of samples whose weights are the same is cal-
culated, and their weights are updated. The Reduce tasks for the BP neural network are
designed as follows:

Input: the output of the Combine function: <ω0,Δω0>

Output:< o0;
Xn

i¼1

Do0=n >

BP-Reduce (ω0,Δω0)
{

Add the Δω0 of the samples whose ω0 s are the same to obtain
Xn

i¼1

Do0;

calculate the average amount with which to update every weight; and

output ω0,
Xn

i¼1

Do0=n;

}

Experiment and Results Analysis
To valid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arallel PSO-BP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proposed in this
study, we tested it on a semantic classification task with a large number of scene images on the
Hadoop platform.

Experimental environment and data
The experimental environment was a Hadoop cluster composed of five computers in an intra-
net. One computer acted as the master node, and the other four computers acted as slave
nodes. All the nodes were equipped with 4G dual-core processors, 1 TB hard disks, and the
Ubuntu operating system. Configured as described, the system can obtain the desired results
even when dealing with tens of thousands of images. As the size of the image database
increases, additional processing power can be added by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slave nodes
in the Hadoop cluster [48].

The experimental data stemmed from the SUN Database image library (http://groups.csail.
mit.edu/vision/SUN/), which consists of 131,067 images in 908 categories freely available to
researchers. At present, the Sun database is available as a free big data image set. This study
constructed 5 datasets (using a combination of random selection by a computer and artificial
selection) and named them sequentially as “Data1” through “Data5.”Data1 contained 300
scene images in 3 categories, Data2 contained 800 scene images in 5 categories, Data3 con-
tained 2,000 scene images in 8 categories, Data4 contained 5,000 scene images in 12 categories,
and Data5 contained 15,000 scene images in 15 categories. For processing convenience, we
convert all experiment images into images of 300 pixels × 300 pixels, and the size of each image
is approximately 265 KB. Thus, the size of the 15,000 images used in this paper is approxi-
mately 3.98 GB.

Because the color feature i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reflecting the implied semantics of scene
images [2], in the preprocessing stage for the sample data in this study, 60-dimensional color
feature vectors were selected in the HSV color space in the OpenCV environment. In this
paper, 60-dimensional color feature vectors are used as the input, and the image category is the
output. Therefore, for the BP neural network, after the individual PSO was conducted, the
number of input nodes ni was set to 60, and the number of output nodes was no to 1. The num-
ber of hidden nodes nh was determined to be 8 through repeated experiments according to For-
mula (6). Then, the structure of an individual BP neural network was 60-8-1. Ten BP neural

PSO-BP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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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s with the same structures and all optimized using the PSO algorithm were used in the
study to perform parallel categorizations of the scene images.

nh ¼
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ffi
ni þ no

p þ a a 2 ½0; 1� ð6Þ

where α is an arbitrary decimal value between 0 and 1.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analysis
To valid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algorithm proposed in this study, we conducted experimental
comparisons by evaluating aspects such as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speedup ratio, and efficiency.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Under different image scales, and using training samples to test
sample ratios of 3:2, 2:1, 3:1 and 5:1, the traditional serial BP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the
PSO-BP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and the parallel PSO-BP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pro-
posed in this study were compared in terms of their classification precision ratios and recall
rate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are shown in Table 1.

As shown in Table 1, under different data scales and data partition ratios, the classification
effect of the algorithm proposed in this study is preferable to the algorithm of the traditional
BP neural network and the PSO-BP neural network, showing that the accuracy improvement
did not occur by chance. Furthermore, because the efficiency of the traditional BP and PSO-BP
algorithms is dramatically reduced as the sample data size increases rapidly [44], the parallel
PSO-BP algorithm exhibits the fewest sample fluctuations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al standard
deviation results and achieves the best classification performance. In addition, as the data scale
increases, although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rates of all algorithms decreased, the parallel
PSO-BP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decreased only slightly,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parallel
programming model based on MapReduce achieves an excellent performance level, particu-
larly with big data.

Speedup ratio and efficiency. For the parallel programming model based on MapReduce,
two important indicators for measuring algorithmic performance are the speedup ratio and
efficiency. The former refers to the ratio of the time required to run a task on a single calculat-
ing node to the time required to run that same task on multiple calculating nodes, while the lat-
ter refers to the ratio of the speedup to the number of calculating nodes [48]. Under ideal
conditions, the speedup ratio increases linearly as the number of calculating nodes increases,
and the efficiency remains constant at 1. However, because conditions can be affected by load
balancing, communication overhead and other factors, the ratio does not increase linearly, and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 efficiency to reach 1. Nevertheless, the study shows that when the effi-
ciency reached 0.5, the system obtained very good performance [48]. Figs 4 and 5 present
experimental comparisons of the speedup ratios and of the efficiencies of the algorithm pro-
posed in this study, respectively, using datasets of different scales.

For the proposed algorithm in this paper, the training samples are assigned to a few proces-
sors from different slave nodes of the Hadoop cluster, and each processor trains the same BP
neural network optimized by PSO and updates the network by counting all the training results.
Consequently, on larger datasets, the algorithm's speedup ratio and efficiency performance are
improved with increasing number of nodes [45].

In Fig 4, the speedup ratio follows an increasing trend as the number of calculating nodes
increases, and increased data size results in an increased magnitude of the speedup ratio. For
the same dataset, the processing speed of the system improves as the number of computing
nodes increases. In other words, the system consumes less processing time; therefore, the
speedup ratio follows an increasing trend. For the different datasets, the multi-computing
nodes' performance increases with increasing amount of data [49]. Compared to a single-node

PSO-BP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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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algorithms under different data scales and data partition ratios.

Dataset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 Accuracy (%) Data partition ratio Max Min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3:2 2:1 3:1 5:1

Data1

BP

Precision ratio 84.5 87.6 90.4 92.6 92.6 84.5 88.8 3.04

Recall rate 89.6 92.2 94.7 95.1 95.1 89.6 92.9 2.21

PSO-BP

Precision ratio 91.9 93.4 95.1 96.3 96.3 91.9 94.2 1.67

Recall rate 93.8 95.4 97.0 98.5 98.5 93.8 96.2 1.76

Parallel PSO-BP

Precision ratio 95.2 95.9 96.6 97.1 97.1 95.2 96.2 0.72

Recall rate 97.2 98.0 98.7 99.3 99.3 97.2 98.3 0.78

Data2

BP

Precision ratio 81.5 84.4 87.2 89.8 89.8 81.5 85.7 3.10

Recall rate 84.2 87.0 89.7 92.3 92.3 84.2 88.3 3.02

PSO-BP

Precision ratio 90.3 92.0 93.6 94.0 94.0 90.3 92.5 1.46

Recall rate 91.0 92.8 94.5 96.0 96.0 91.0 93.6 1.87

Parallel PSO-BP

Precision ratio 93.4 95.2 96.0 96.7 96.7 93.4 95.3 1.23

Recall rate 96.4 97.1 97.9 98.5 98.5 96.4 97.5 0.79

Data3

BP

Precision ratio 76.2 79.3 82.3 85.2 85.2 76.2 80.8 3.35

Recall rate 78.7 82.0 84.9 87.9 87.9 78.7 83.4 3.41

PSO-BP

Precision ratio 84.1 86.4 88.5 90.3 90.3 84.1 87.3 2.32

Recall rate 86.3 88.5 90.7 92.6 92.6 86.3 89.5 2.36

Parallel PSO-BP

Precision ratio 92.2 93.3 94.3 95.2 95.2 92.2 93.8 1.12

Recall rate 94.1 95.3 96.3 97.1 97.1 94.1 95.7 1.12

Data4

BP

Precision ratio 69.6 73.2 76.7 80.1 80.1 69.6 74.9 3.91

Recall rate 74.2 77.4 80.2 83.0 83.0 74.2 78.7 3.27

PSO-BP

Precision ratio 79.0 81.3 83.5 85.6 85.6 79.0 82.4 2.46

Recall rate 81.9 84.1 86.2 88.0 88.0 81.9 85.1 2.28

Parallel PSO-BP

Precision ratio 90.0 91.3 92.3 93.5 93.5 90.0 91.8 1.29

Recall rate 91.0 92.3 94.4 95.5 95.5 91.0 93.3 1.76

Data5

BP

Precision ratio 59.5 63.9 68.1 72.2 72.2 59.5 65.9 4.73

Recall rate 62.0 66.8 71.1 75.4 75.4 62.0 68.8 4.98

PSO-BP

Precision ratio 68.9 72.3 75.5 78.4 78.4 68.9 73.8 3.55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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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r, the processing speed is much higher. This result further indicates that larger datasets
better demonstrate the performance of multiple calculating nodes.

Fig 5 validates the parallel system’s efficiency. Its efficiency on smaller datasets is lower than
its efficiency on larger datasets. As the number of calculating nodes increases, the system effi-
ciency decreases more rapidly than when the dataset is smaller. As the size of the dataset gradu-
ally increases, the increase in calculating nodes results in a reduced system efficiency although
with a smaller magnitude.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reduction in system efficiency is that the
increase in data size causes the system processing time to increase. In contrast, as the number
of calculating nodes increases, the communication overhead between nodes also increases.

Table 1. (Continued)

Dataset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 Accuracy (%) Data partition ratio Max Min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3:2 2:1 3:1 5:1

Recall rate 70.2 74.5 77.4 80.1 80.1 70.2 75.6 3.67

Parallel PSO-BP

Precision ratio 88.0 89.4 90.5 91.8 91.8 88.0 89.9 1.40

Recall rate 90.1 91.3 92.5 93.8 93.8 90.1 91.9 1.38

doi:10.1371/journal.pone.0157551.t001

Fig 4. Comparison of speedup ratios with varying numbers of nodes.

doi:10.1371/journal.pone.0157551.g004

Fig 5. Comparison of system efficiency with varying numbers of nodes.

doi:10.1371/journal.pone.0157551.g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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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the system efficiency is always greater than 0.5,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algorithm
has excellent parallel performance and expandability.

In addition, to valid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algorithm, this study performed
image classification prediction on 10,000 randomly selected images from the SUN Database
using the proposed algorithm and the algorithm presented in reference [25]. From an accuracy
point of view, the average precision ratio and recall rate for the proposed algorithm reached
90.9% and 92.3%, respectively, when there were 4 slave nodes in the Hadoop cluster; however,
when using the algorithm presented in [25], the average precision ratio and recall rate reached
only 77.8% and 80.2%,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approach in [25], the average predic-
tion precision ratio and recall rate based on our method increased by 13.1% and 12.1%, respec-
tive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overhead, the speedup ratio of the system reached 3.2 for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Hadoop cluster in this paper. In other words, for the dataset including
the randomly selected 10,000 images, the time cost of the proposed algorithm in [25] is 3.2
times that of our proposed algorithm. Moreover, the time efficiency of our approach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These experimental results are presumably the result of the following. On
the one hand, from a hardware perspective, this study adopted multiple computers to consti-
tute a master-slave mode under a network environment and adopted a multiprocessor, parallel
computing strategy to greatly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n the other hand, from a software tech-
nology perspective, this paper uses not only the MapReduce parallel programming framework
but also distributed data processing techniques. When the amount of processed data becomes
very large, the running time of the traditional algorithm proposed in [25] would be excessive,
and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would decrease sharply. These big data conditions reflect the
superiority of the proposed algorithm in this paper even more clearly.

Conclusions
Image classification is a complicated and time-consuming process. It requires more space and
time to select, extract, and express features and to use the BP neural network to establish a clas-
sification model and classify images. In particular, when the image database size increases
sharply, a single-machine environment cannot satisfy the time and space requirements of
image classification. As an open-source and distributed computing platform, Hadoop has been
widely used because it is convenient and cheap to create clusters and has a simple and easy-to-
use computing model. The academic world and the industrial world are continuously studying
how to adapt the traditional algorithms and applications developed under single-machine or
mainframe environments to a Hadoop cluster environment.

This study conducted an in-depth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parallel design and imple-
mentation of a PSO-BP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The study investigated the following three
topics: optimizing the initial weights and thresholds for the BP neural network using the PSO
algorithm, the PSO algorithm itself, and a parallel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BP neural
network. The completed implementation was tested using image data from the SUN Database
scene image library. The results verifie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algorithm based on several
aspect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algorithm proposed in this study achieves a
good parallelization that can fully use distributed system resources and improve the algorithm’s
classification effectiveness. Furthermore, the distributed parallel system based on MapReduce
greatly improved the performance compared with the serial version of the framework and fully
demonstrates the powerful calculating capacity of parallel process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arallel technology, parallel computing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addressing the complex problems involved in performing enormous amounts
of calculation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apply the MapReduce parallel progra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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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 to the BP neural network optimized by the PSO algorithm to improve the training
speed of the BP neural network by creating a version of the algorithm that runs upon the paral-
lel processing technology of Hadoop clusters.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image analysis, using the
powerful data processing ability of parallel computing to mine and analyze massive data is
helpful for obtaining more accurate image information. This technique is important for image
annotation, classification and retrieval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improving machine intel-
ligence in understanding digital images.

As big data and cloud computing continue their rapid development, the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of big data will remain a research hotspot for quite some time. The future goals of this
study include (1) changing the number of nodes in the Hadoop distributed platform and
adjusting related parameter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algorithm’s efficiency; (2) improving the
PSO algorithm to find the global optimal solution in a simpler and faster manner; and (3) opti-
mizing the design of the Map and Reduce tasks for the algorithm to improve its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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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from phone interactions can help  
address customers’ complaints, and  
predict their future purchasing behavior. 

BY J.P. SHIM, J. KOH, S. FISTER, AND H.Y. SEO 

SINCE THE MID-2000S,  few business topics have 
received as much attention as big data and business 
analytics,5,8,11,13 including unstructured data derived 
from social media, blogs, chat, and email messages. 
In addition to unstructured data, YouTube, Vimeo, 
and other video sources represent another aspect of 
organizations’ customer services. A 2011 IBM survey of 
more than 4,000 IT professionals from 93 countries and 
25 industries7 identified big data and business analytics 
as a major business trend for most organizations, along 
with mobile, cloud, and social business technologies. 

This trend is also reflected in a number 
of professional reports and academic 
journals, including McKinsey Quarterly 
and MIS Quarterly. The related skills 
can also potentially help give organiza-
tions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Big data takes many forms, includ-
ing Web and social-media data, ma-
chine-to-machine data, transaction 
data, biometric data, and human-gen-
erated data. Human-generated data is 
our focus here, including vast quanti-
ties of unstructured data (such as call-
center agents’ notes, voice recordings, 
email messages, paper documents, 
surveys, and electronic medical re-
cords). A number of call analytics tech-
nologies are available, including voice 
searching and indexing for call centers 
through company-specific phonic-
indexing technology. One important 
application is real-time monitoring 
that, in a call-center setting, can help 
address agitated callers and get super-
visors involved more quickly. Analytics 
can process hundreds of hours of au-
dio files in a day, depending on server 
load, and provide organizations de-
tailed reports on ways to improve cus-
tomer calls and related job functions, 
detect problems in operational sec-
tors, and even uncover root problems 
in products. These systems capture, 
categorize, store, and analyze unstruc-
tured data and can be customized for 
each customer to include language 
identification, audio entity extraction, 
and real-time monitoring. 

Here, we review speech and call ana-
lytics, especially phonetic search-pat-
tern technology and actual use of voice 

Phonetic 
Analytics 
Technology 
and Big Data: 
Real-World 
Cases 

 key insights
 � Practitioners and academic researchers 

are paying increased attention to big 
data and business analytics in various 
industries, notably in call centers. 

 � The benefits of speech and call analytics 
and voice searching/indexing technologies 
can be fully understood only through real-
world data and corporate cases. 

 � Such understanding involves learning 
the technology, as well as its legal, 
marketing, customer psychology, and 
return-on-investment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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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ing and indexing, along with the 
benefits of phonic search-pattern tech-
nology. We cover real-world data users, 
including call-center solution vendors 
and their clients. We also offer insight 
that can help managers increase cus-
tomer satisfaction and potentially give 
themselves a competitive edge. 

Overview 
The first big data center was built in 
1965 when the U.S. government had to 
store 742 million tax returns and 175 
million sets of fingerprints. The birth 
of the Web in 1989 was a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big data housed and ac-
cessed on and through the Internet. In 
2004, emerging big data tools like Ha-
doop began to help business managers 
and researchers understand that data.17 

A Gartner report in 20134 described 
big data as pertaining to big volume, 
velocity, and variety of information as-
sets that require new forms of process-
ing to enhance decision making. These 
elements reflect how quickly the data is 
processed (volume), how much of it is 
structured and unstructured (variety), 
and how data flows in from among var-
ious sources (velocity). More recently, 
big data has begun to also reflect verac-
ity, or the abnormalities in data and its 
business value. 

Big data takes several forms: Web 
and social media data, including click-
stream and interaction data from so-
cial media; machine-to-machine data, 
including from sensors, meters, and 
other devices; big transaction data, 
including health care claims, telecom-

munications call records, and utility 
billing records; biometric data, includ-
ing fingerprints, genetics, handwriting, 
and retinal scans; and human-gen-
erated data, including unstructured 
and semistructured data (such as call-
center agents’ notes, voice recordings, 
email messages, paper documents, sur-
veys, and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4 

Speech and call analytics use pho-
netic search technology to analyze 
customer interactions, identify criti-
cal areas in need of improvement, and 
drive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Pho-
netic search technology is a method of 
speech or voice recognition. 

Phonetic search-pattern technology. 
Organizations increasingly use tech-
nology based on phonetics, or the sys-
tematic study of the sounds of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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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ld include information on cus-
tomer behavior, emotion, and market 
trends. The technology is intended to 
help dramatically reduce customer 
complaints, provide customized ser-
vice for each customer, and ultimately 
yield enhanced customer loyalty. Such 
a solution can help improve a user or-
ganization’s analytics ability, business 
insight, company reputation through 
complaint management, accurate de-
cision making, as reflected in the voic-
es of customers, and marketing based 
on well-understood market trends. 

Another example is Bridgetec’s 
Catch All, Catch You, and Catch Who 
systems. Catch All helps organiza-
tions transform unstructured phonet-
ic data into well-structured text-based 
data through its speech-to-text engine 
for the phonetic data of customers in-
bound to call centers. The technology 
also includes a data-mining function 
using text-based keyword extraction 
that reports statistics to user organi-
zations. Reporting statistics is use-
ful for identifying customer-related 
issues and determining the overall 
status of the call center. Catch All 
involves an ontology-based technol-
ogy that includes syntax morphemes 
and keyword indexing. Catch You 
and Catch Who deal with customer 
voice commands and authentication. 
Catch All helps user organizations 
evaluate employee performance and 
implement quality assurance based 
on voice analytics. Through Catch All, 
an organization can identify which 
customers responded to its telemar-
keting from the possibly millions of 
calls collected in its database. 

The Interaction Analytics speech 
analytics tool from NICE Systems in-
cludes phonetic-recognition tech-
nology that analyzes why customers 
contacted the organization about com-
plaints. The technology is useful for 
real-time speech analytics, phonetic 
indexing, speech-to-text transcription, 
speaker separation, emotion detec-
tion, and talk-over analysis.12 

Catch You and Nuance Recognizer 
are considered by phonetics analysts 
the two major commercial phonetic-
recognition applications, performing 
voice-command functions that replace 
the button-type automatic response 
system (ARS), thus increasing call or 
contact center efficiency and speed. 

speech. Within all human languages, 
there are approximately 400 distinct 
sounds, or “phonemes,” though most 
use only a fraction of the total. By col-
lecting them, organizations are able 
to capture a true record of what is said 
in an audio track that can be searched 
more accurately and flexibly than hu-
man analysts could otherwise do on 
their own. 

The process works in two phases. In 
one, recorded audio is input into the 
system, and a time-aligned phonetic 
index i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Be-
cause phonemes are simply uttered 
sounds, indexing them is not affected 
by background noise, language, dia-
lect, or speaking style. The other begins 
when a search is requested by a human 
analyst. Searches can be done directly 
on words or phrases or through spe-
cial operators (such as Boolean strings 
and time-based proximity to other con-
tent). A search engine identifies and 
matches the phonetic equivalent of 
the search string and returns results 
ranked by relevance. 

The technology can potentially de-
liver several benefits: 

Greater speed. Phonemes are the tini-
est building blocks of language. Using 
them enables quicker audio processing 
and enhanced ability to find words and 
phrases in context without complex 
and difficult-to-maintain dictionaries; 

Greater accuracy. Today’s spoken hu-
man languages are constantly chang-
ing. New words, industry terms, blend-
ed words, proper names, slang, code 
words, brand names, and even the 
nonstandard mixing of different lan-
guages are all easily processed through 
the phonetic approach; and 

Greater flexibility. Since the technol-
ogy is not dictionary-based, the system 
does not have to be trained on dialects 
or accents. 

Applications: Nexidia 
Atlanta, GA-based phonetic-search-
and-indexing-technology firm Nexidia, 
through real-time monitoring analyt-
ics and call-operator pop-ups, provides 
solutions to end users that spare them 
having to send a service vehicle to a 
client-user’s location, saving the client 
money and supporting its bottom line. 
Technology customers support high 
interaction volumes around product 
and technical support. Such interac-

tion can make or break a company’s in-
novation life cycle and make the tech-
nology’s reputation. 

As the health-care market shifts to 
a more consumer-driven, retail-like 
business model, health-care insur-
ance companies must bolster service 
to remain competitive by reducing op-
erational costs and increasing enroll-
ment. Solutions must help improve the 
customer experience, increase first-call 
resolution, and maximize enrollment. 

Failure by insurance companies to 
comply can cost them in terms of fi-
nancial results and brand reputation. 
They must thus take a proactive, con-
tinuously vigilant stance. Phonetics-
using insurance companies are able to 
detect potential conflicts during calls 
and provide quick access to relevant 
call segments for monitoring high-
risk transactions. Compliance viola-
tions come in many forms, including 
non-inclusion of language (such as 
mini-Miranda rights and other disclo-
sures, abusive language, threat of wage 
garnishment, and harassment) that 
generate most consumer complaints, 
according to FICO, a credit-scoring sys-
tem, and its Engagement Analyzer soft-
ware platform. 

Call and Phonetic Analytics 
Here, we discuss several technologies 
and cases of phonetic recognition and 
analytics, self-identification/authentica-
tion solutions, and related applic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call centers. Real-
world systems have been implemented 
or are being planned in a number of di-
rections. 

Phonetic recognition, analytics, au-
thentication solutions. A representa-
tive example of a call-center technol-
ogy solution is Impact 360 from Verint 
Systems, which provides analytic soft-
ware and hardware for the security, 
surveillance, and business-intelligence 
markets.2 It helps generate useful feed-
back from a market and state-of-the-art 
consumer trends, helping define and 
implement marketing strategies and 
customer segmentation.3

Another real-world application is 
Voice of the Customer Analysis, or 
VoCA, from Lucis, which has a strate-
gic partnership with Verint Systems. 
VoCA analyzes an organization’s cus-
tomer-interaction data collected in call 
centers, assuming such interactions 



103

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

FEBRUARY 2016  |   VOL.  59  |   NO.  2  |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87

contributed articles

The Hyundai credit card company im-
plemented this technology in 2010, re-
placing a typical ARS it was using in its 
call centers at the time. 

FreeSpeech from Nuance Commu-
nications is a representative voice-
verification/authentication system.16 
Voice verification and authentica-
tion identify customers through their 
unique voices and tones. The technol-
ogy matches customers with digital 
audio files stored in a digital audio 
database, since each human voice has 
a unique frequency. Another Nuance 
solution is VocalPassword, which is 
able to verify customer identity dur-
ing interaction with self-service voice 
applications (such as voice response) 
and mobile apps. The customer re-
cites a passphrase, and the applica-
tion verifies the person’s identity by 
comparing their vocal tone against 
those in its database.18 

Phonetic recognition, analytics, 
authentication. Here, we discuss real-
world applications of phonetic ana-
lytics in call centers. The first is NH 
Credit Card of South Korea, which has 
used Emo-Ray phonetic analytics to 
determine whether calling customers 
are angry.6 The system is able to iden-
tify which calls should be treated with 
special care based on analysis of a cus-
tomer’s vocal tone, voice frequency, 
and other identifying characteristics. 
It can thus identify calls from angry 
customers through phonetic analyt-
ics. The hit ratio of its performance in 
distinguishing between angry and nor-
mal reportedly reached 90% in January 
2014, following a large data security 
breach in South Korea. Moreover, NH 
Credit Card of South Korea analyzes 
the call histories of customers referred 
to its call center. 

The second case involves the pho-
netic analytics used by AXA Direct 
Insurance14 call center agents to re-
quest guidance as to how they should 
respond to customer calls, aiming to 
optimize response time. AXA Direct 
was thus reportedly able to reduce in-
efficient call interactions up to 61% 
in July 2014, as covered by News1, a 
South Korean news agency. This cost 
savings reflected AXA’s reduced to-
tal call time following improved effi-
ciency of its call center agents’ search 
time. In the long-term, AXA could im-
prove its overall first-call resolution 

and customer satisfaction. 
A third real-world example of pho-

netic solutions being used in call cen-
ters involves voice verification,10,15 
whereby call-center agents are able 
to identify calling customers through 
technology from Nuance Communica-
tion and Bridgetec. Call centers verify 
caller identities through their unique 
vocal tones, saving time otherwise 
needed to authenticate customers and 
promising to enhance customer sat-
isfaction. For example, South Korea’s 
Ministr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Security forbids all companies operat-
ing in South Korea from collecting and 
storing Social Security Numbers (SSNs) 
in their databases due to the risk of 
leak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The 
technology’s potential diffusion into 
corporate call centers would require 
highly accurate voice verification and 
monitoring potential legal violations. 
It would also require sufficient time to 
acquire and use customers’ voice and 
frequency data. SK Telecom, a South 
Korea mobile service provider, has im-
plemented such voice verification in its 
call center. 

We may thus categorize phonetic 
technologies according to their func-
tion—recognition, analytics, and au-
thentication—along with their major 
solutions and benefits for call centers; 
Table 1 classifies the benefits of phonet-
ic analytics for both solution clients and 
end users. The main benefits include 
efficiency,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support for overall business strategy. 

Implications 
Organizations using phonetic-search-
pattern technology can reduce call-
handling times and cost and improve 
customer satisfaction. Just as call 
centers have progressed into contact 
centers, speech analytics has likewise 
progressed into interaction analytics, 
as channels (such as text and social 
media) have been added. The goal is 
to make sense of all the unstructured 
data flowing into call centers and get-
ting it into the hands of the managers 
who need it. 

Phonetic analytics technology helps 
eliminate barriers to understanding 
interaction between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customers in call and con-
tact centers. By defining and tracking 
metrics as they relate to both organiza-

Because phonemes 
are simply  
uttered sounds, 
indexing them  
is not affected by 
background noise, 
language, dialect,  
or speaking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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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uth Korea privacy-protection 
law (signed August 7, 2014) forbidding 
public institutions from collecting and 
storing South Korean citizens’ SSNs, 
phonetic-analytics technology may be 
used to verify customer identity in lieu 
of SSNs. 

Market. Phonetic analytics is ex-
pensive. The many analytics solutions, 
need to secure data volume, and sig-
nificant speech-analytics-related costs 
are often barriers to adoption. The 
major vendors must thus provide clear 
benefits to potential clients willing to 
pay when they perceive more benefit 
than cost in such technology. Howev-
er, a new market combining phonetic 
analytics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has emerged; for example, driving- 
and cooking-related devices can be 
connected through phonetic search 

tional and agent performance, behav-
ioral issues between call-center agents 
and customers are identified, as are the 
business processes and procedures in 
the way of achieving strategic business 
goals. The technology does more than 
provide surface-level information and 
statistics on call-center/customer in-
teraction. Agent behavior affecting the 
business can be identified, then help 
determine how to respond. Business 
managers should thus consider the 
following aspects of call and phonetic 
analytics technology. 

Technology. Big data in call analyt-
ics and recognition must be secure. 
Some call data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cannot, by law, be used in other indus-
tries. Constantly changing words, ab-
breviations, and technical terms must 
be updated for call analytics, and voice 

quality needs to be studied. The major 
technical challenge involves the num-
ber of non-English languages in the 
world. The technology of phonetic ana-
lytics should be able to understand and 
recognize even the relatively obscure 
languages people use. Well-structured 
data, rather than unstructured data, 
can fit the technical dimension of pho-
netic technology. However, technologi-
cal advances in unstructured, phonetic 
recognition and analytics strive to in-
crease business speed/efficiency, lead-
ing to a potential revolution in busi-
ness intelligence. 

Legal. Call-center managers must 
understand privacy and security18 to 
be able to build secure data centers 
reflecting payment-card industry stan-
dards, ensuring individual customer 
privacy. For example, in the case of 

Table 1. Applications and cases of phonetic analytics in call centers. 

Benefits

Functions Description Major Solutions Keywords Solution Users (Call Centers) End Users (Callers) Cases

Recognition  � Performs voice command/recognition, substituting for 
button-type automated response systems to boost operating 
efficiency. 

 � Runs digital devices only through voice command. 

 � Enables human-computer conversations. 

 � Catch You (Bridgetec) 

 � Nuance Recognizer 
(Nuance) 

 � Voice recognition

 � Voice command 

 � Speech-recognition  
automatic response system 

 � Speech-recognition  
interactive voice response 

 � Improved customer satisfaction

 � Improved customer accessibility

 � Improved operating efficiency through increased self service 

 � Reduced communication fees 

 � User convenience

 � Time savings

 � Reduced  
customer effort 

 � Phonetic recognition replaced automatic 
response system when customers dial the 
Hyundai Credit Card call center.

Analytics  � Helps transform unstructured phonetic data into well-
structured text-based data through the Speech To Text engine 
for phonetic data of customers inbound to call centers. 

 � Analyzes and categorizes customer interaction data collected 
in call centers, since interaction with customers in call 
centers may contain all necessary customer information. 

 � Provides a cross-channel analytics platform enabling 
companies to transform valuable but hidden information in 
customer interaction into business results. 

 � Impact360 (Verint 
Systems) 

 � Voice of Customer 
Analytics (Lucis)

 � Interaction Analytics 
(NICE Systems) 

 � Catch All (Bridgetec)

 � Voice analytics

 � Speech analytics

 � Interaction analytics

 � Voice-of-the-customer analysis

 � Cross-channel analytics

 � Customer interaction 

 � Voice dictation

 � Speech to text 

 � Data mining

 � Big data

 � Key Management Service

Efficiency/Speed 
 � Improved efficiency and cost savings 

 � Reduced talk time and improved first-call resolution 

 � Reduced agent overload and supervision 

Customer Satisfaction 
 � Managed voice of the customer 

 � Maximum effectiveness and customer satisfaction 

 � Improved customer experience 

 � Reduced customer churn 

Strategic Use 
 � Identify customer-related issues and obtain internal 

customer-satisfaction data 

 � Help gain useful feedback from current market and trends 

 � Implement marketing-strategy planning

 � Proactive search  
for customer needs

 � Increased first-call 
resolution 

 � Customer-oriented 
services 

 � The Emo-Ray in Nonghyup Credit Card 
indicates which calls should be treated with 
extra care based on analytics of customer 
speech tones and voice frequency. 

 � AXA Direct provides call center agents with 
hints about how they should respond to 
customers calls. 

Authentication  � Uses the unique voice tones of calling customers; call center 
agents verify identities. 

 � To authenticate calling customers, the system uses the 
unique voice tone of calling customers; without passwords, 
call centers are able to verify customer identities 
automatically through voice tones in conversations. 

 � Transparently retrieves the biometric voice characteristics 
required for verification within seconds regardless of what is 
said, accent, or language. 

 � Verifies customer identities during interaction with voice 
application (such as interactive voice response and mobile 
apps); verifies customer identity by comparing calling 
customer voice tones with those recorded in a database. 

 � Catch Who (Bridgetec) 

 � FreeSpeech (Nuance) 

 � Vocal Password (Nuance) 

 � Voice authentication 

 � Voice verification 

 � Voice recognition 

 � Social verification 

 � Voice biometrics 

 � Authentication  
through passphrases 

 � Security 

 � VoiceXML 

 � Lower communication fees and better cost management 

 � Improved call center efficiency 

 � Reduced call duration and average talk time 

 � Reduced call center fraud 

 � Improved customer experience 

 � Improved operating efficiency through increased self-service 

 � Time savings

 � Reduced cost of  
calls  

 � SK Telecom in Korea has adopted 
authentication technology in its call centers. 

 � Using the authentication system, many 
global banks are able to identify who is 
calling in sec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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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without users having to 
touch them. 

Customer psychology. In addition to 
concern for the privacy of their person-
al data, customers are reluctant to use 
phonetic technology when interacting 
with corporate call centers, reflecting 
a type of common business logic. Cus-
tomers’ trust and consent is required 
for an organization to adopt phonetic 
analytics technology but, K.L. Keller9 
wrote,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customers 
to change their purchasing habits for 
the sake of new products and services. 

Return on investment. Speech analyt-
ics technology is expensive. Numerous 
business leaders believe in the poten-
tial of big data and analytics but find 
big data return on investment difficult 
to measure.1 The cost of maintaining 
huge databases and analytics is also sig-

nificant but may soon decrease as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capture, process, 
analyze, and store vast amounts of data. 

Beyond the five issues we have out-
lined here, the most significant barrier 
preventing adoption of phonetic tech-
nology is customer psychology and 
habits. Most customers are unlikely 
to change their purchasing habits if 
they are not familiar with new voice-
recognition-and-authentication tech-
nologies. Difficulties in phonetic data 
collection will thus continue to ham-
per development of phonetic analytics. 
Moreover, customers in the banking 
and stock-trading industries are even 
more reluctant to adopt the new tech-
nology, as data error or system failure 
can potentially produce huge losses. 

These problems call for initiatives 
from solution vendors and solution 

buyers, or call-center organizations, 
and for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m. 
First, solution vendors must update 
their technologies to minimize any 
possible errors; for example, a stock-
trading company requires a 100% re-
liable phonetic system that permits 
no technical error. Second, solution 
clients, or call centers, must encour-
age customers to adopt the technology 
by providing free calls and discounted 
service charges. Customers’ trust and 
consent is required before phonetic 
recognition, analytics, and authenti-
cation is implemented. Finally, solu-
tion vendors and solution clients must 
collaboratively clarify and share their 
aims in implementing phonetic tech-
nology based on their partnership. 
Their objectives may be cost reduction 
(through efficiency), performance en-

Table 1. Applications and cases of phonetic analytics in call centers. 

Benefits

Functions Description Major Solutions Keywords Solution Users (Call Centers) End Users (Callers) Cases

Recognition  � Performs voice command/recognition, substituting for 
button-type automated response systems to boost operating 
efficiency. 

 � Runs digital devices only through voice command. 

 � Enables human-computer conversations. 

 � Catch You (Bridgetec) 

 � Nuance Recognizer 
(Nuance) 

 � Voice recognition

 � Voice command 

 � Speech-recognition  
automatic response system 

 � Speech-recognition  
interactive voice response 

 � Improved customer satisfaction

 � Improved customer accessibility

 � Improved operating efficiency through increased self service 

 � Reduced communication fees 

 � User convenience

 � Time savings

 � Reduced  
customer effort 

 � Phonetic recognition replaced automatic 
response system when customers dial the 
Hyundai Credit Card call center.

Analytics  � Helps transform unstructured phonetic data into well-
structured text-based data through the Speech To Text engine 
for phonetic data of customers inbound to call centers. 

 � Analyzes and categorizes customer interaction data collected 
in call centers, since interaction with customers in call 
centers may contain all necessary customer information. 

 � Provides a cross-channel analytics platform enabling 
companies to transform valuable but hidden information in 
customer interaction into business results. 

 � Impact360 (Verint 
Systems) 

 � Voice of Customer 
Analytics (Lucis)

 � Interaction Analytics 
(NICE Systems) 

 � Catch All (Bridgetec)

 � Voice analytics

 � Speech analytics

 � Interaction analytics

 � Voice-of-the-customer analysis

 � Cross-channel analytics

 � Customer interaction 

 � Voice dictation

 � Speech to text 

 � Data mining

 � Big data

 � Key Management Service

Efficiency/Speed 
 � Improved efficiency and cost savings 

 � Reduced talk time and improved first-call resolution 

 � Reduced agent overload and supervision 

Customer Satisfaction 
 � Managed voice of the customer 

 � Maximum effectiveness and customer satisfaction 

 � Improved customer experience 

 � Reduced customer churn 

Strategic Use 
 � Identify customer-related issues and obtain internal 

customer-satisfaction data 

 � Help gain useful feedback from current market and trends 

 � Implement marketing-strategy planning

 � Proactive search  
for customer needs

 � Increased first-call 
resolution 

 � Customer-oriented 
services 

 � The Emo-Ray in Nonghyup Credit Card 
indicates which calls should be treated with 
extra care based on analytics of customer 
speech tones and voice frequency. 

 � AXA Direct provides call center agents with 
hints about how they should respond to 
customers calls. 

Authentication  � Uses the unique voice tones of calling customers; call center 
agents verify identities. 

 � To authenticate calling customers, the system uses the 
unique voice tone of calling customers; without passwords, 
call centers are able to verify customer identities 
automatically through voice tones in conversations. 

 � Transparently retrieves the biometric voice characteristics 
required for verification within seconds regardless of what is 
said, accent, or language. 

 � Verifies customer identities during interaction with voice 
application (such as interactive voice response and mobile 
apps); verifies customer identity by comparing calling 
customer voice tones with those recorded in a database. 

 � Catch Who (Bridgetec) 

 � FreeSpeech (Nuance) 

 � Vocal Password (Nuance) 

 � Voice authentication 

 � Voice verification 

 � Voice recognition 

 � Social verification 

 � Voice biometrics 

 � Authentication  
through passphrases 

 � Security 

 � VoiceXML 

 � Lower communication fees and better cost management 

 � Improved call center efficiency 

 � Reduced call duration and average talk time 

 � Reduced call center fraud 

 � Improved customer experience 

 � Improved operating efficiency through increased self-service 

 � Time savings

 � Reduced cost of  
calls  

 � SK Telecom in Korea has adopted 
authentication technology in its call centers. 

 � Using the authentication system, many 
global banks are able to identify who is 
calling in sec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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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aware of have neglected or given 
only cursory attention to call analytics, 
or phonetic search and indexing tech-
nology. We hope our own research, as 
outlined here, aids decision makers 
and managers dealing with unstruc-
tured tasks to identify patterns and 
trends in consumer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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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cement, and/or customer satisfac-
tion. The objectives may vary depend-
ing on organizational circumstances. 
Moreover, governments must commu-
nicate with industry stakeholders by 
reviewing whether phonetic technol-
ogy could violate privacy-protection 
laws. However, phonetic-analytics 
technology is still in an early stage of 
development, with questions concern-
ing government policy, the technol-
ogy itself, the phonetics market, and 
customer purchasing habits. Finally, 
the three concepts discussed here—
phonetic recognition, analytics, and 
authentication—must be clarified, as 
they overlap and are sometimes used 
interchangeably; Table 2 summarizes 
the implications of phonetic analytics 
technology for solution vendors, cli-
ents, and policymakers. 

Conclusion 
Business intelligence and analytics 
may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organi-
zations to learn more about their own 
customers’ purchasing power, product 
placement, feedback, long-tail mar-
keting, targeted and personalized rec-
ommendations, and increased sales 
through enhanced customer satisfac-
tion.5 With access to more and more 
data, organizations are able to solve 
their customers’ problems more quick-
ly and efficiently and improve job func-

tions and authority issues. Data can be 
assimilated quickly and customized to 
an organization’s individual circum-
stances, identifying problem areas 
and providing recommendations and 
coaching tools for call-center agents. 
Analysts can help define queries and 
search information for benchmarking 
and root-cause analysis and recom-
mendations for problem solving. The 
goal is to provide organized and easily 
accessible information, quicker prob-
lem solving, increased service value, 
and ultimately more business. 

The future of phonetic analysis in-
volves lots of electronic data. Since 
social media, blog posts, chats, and 
email messages are already in text 
form, organizations are potentially 
better able to produce a more com-
plete picture of their business envi-
ronment. Along with unstructured 
data, YouTube and Vimeo videos are 
yet another type of customer service 
platform. That is, both structured and 
unstructured data can be aggregated 
into analyses that then help paint a 
bigger picture. One promising idea 
for emergency calling, or 911, appli-
cations is for the software to track 
phone calls and paint a picture for 
first responder(s) sent to the scene of 
a crime or other location. While busi-
ness analytics receives considerable 
attention, virtually all the studies we 

Table 2. Key issues in phonetic analytics technology for practitioner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Practitioners

Aspect of  
Business Model Solution Vendors Solution Clients Policymakers

Technology  � Secure data 

 �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in ill-structured  
data processing 

 � Secure data 

 � Advances in phonetic 
analytics 

NA 

Legal  � Us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 Customer permission 

 � Privacy-
protection law

Market  � New market combined 
with Internet of Things 

 � Market extension 

 � Reasonable price  
for solution  

 � Adoption cost  � Market 
regulation

Customer  
Psychology

NA  � Customer habits 

 � Ease of use 
customers perceive 

 � Privacy 
agreement

ROI  � Costly solutions  � Unconvinced ROI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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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uploading versus shipping data to 
the cloud.

Here are a few key insights to con-
sider when deciding whether to up-
load or ship:

 � A direct upload of big data to the 
cloud can require an unacceptable 
amount of time, even over Internet 
connections of 100Mbps (megabits 
per second) and faster. A convenient 
workaround has been to copy the data 
to storage tapes or hard drives and 
ship it to the cloud datacenter.

 � With the increasing availability of 
affordable, optical fiber-based Inter-
net connections, however, shipping 
the data via drives becomes quickly 
unattractiv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both cost and speed of transfer.

 � Shipping big data is realistic only 
if you can copy the data into (and out 
of) the storage appliance at very high 
speeds and you have a high-capacity, 
reusable storage appliance at your 
disposal. In this case, the shipping 
strategy can easily beat even optical 
fiber-based data upload on speed, pro-
vided the size of data is above a certain 
threshold value.

 � For a given value of drive-to-drive 
data-transfer speed, this threshold 
data size (beyond which shipping the 
data to the cloud becomes faster than 
uploading it) grows with every Mbps 
increase in the available upload speed. 
This growth continues up to a certain 
threshold upload speed. If your ISP 
provides an upload speed of greater or 
equal to this threshold speed, upload-
ing the data will always be faster than 
shipping it to the cloud, no matter 
how big the data is.

Suppose you want to upload your 
video collection into the public cloud; 
or let’s say your company wishes to 
migrate its data from a private data-
center to a public cloud, or move 
it from one datacenter to another. 
In a way it doesn’t matter what your 
profile is. Given the explosion in the 
amount of digital information that 
both individuals and enterprises have 
to deal with, the prospect of moving 
big data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IT IS ACCEPTED wisdom that when the data you wish 
to move into the cloud is at terabyte scale and 
beyond, you are better off shipping it to the cloud 
provider, rather than uploading it. This article takes 
an analytical look at how shipping and uploading 
strategies compare, the various factors on which they 
depend, and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you are better 
off shipping rather than uploading data, and vice 
versa. Such an analytical determination is important 
to make, given the increasing availability of gigabit-
speed Internet connections, along with the explosive 
growth in data-transfer speeds supported by newer 
editions of drive interfaces such as SAS and PCI 
Express. As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aforementioned 
“accepted wisdom” does not always hold true, and 
there are well-reasoned, practical 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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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ntent over the Internet using APIs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s 
available) from both the source and 
destination cloud providers.6 Let’s call 
this strategy “Transfer It!”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se alter-
natives, with respect to time and cost, 
to the baseline technique of upload-
ing the data to the cloud server using 
an Internet connection. This base-
line technique is called “Upload It!” 
for short.

A Real-Life Scenario
Suppose you want to upload your 
content into, purely for the sake of 
illustration, the Amazon S3 (Simple 
Storage Service) cloud, specifically 
its datacenter in Oregon.2 This could 
well be any other cloud-storage ser-
vice provided by players9 in this space 
such as (but not limited to) Microsoft, 
Google, Rackspace, and IBM. Also, 
let’s assume that your private data-
center is located in Kansas City, MO, 
which happens to be approximately 
geographically equidistant from Am-
azon’s datacenters2 located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U.S.

Kansas City is also one of the few 
places where a gigabit-speed optical-
fiber service is available in the U.S. In 
this case, it’s offered by Google Fiber.7 

As of November 2015, Google Fiber 
offers one of the highest speeds that 
an ISP can provide in the U.S.: 1Gbps 
(gigabit per second), for both upload 
and download.13 Short of having ac-
cess to a leased Gigabit Ethernet11 line, 
an optical fiber-based Internet service 
is a really, really fast way to shove bits 
up and down Internet pipes anywhere 
in the world. 

Assuming an average sustained 
upload speed of 800Mbps on such a 
fiber-based connection,13 (that is, 80% 
of its advertised theoretical maximum 
speed of 1Gbps), uploading 1TB of 
data will require almost three hours 
to upload from Kansas City to S3 stor-
age in Oregon. This is actually pretty 
quick (assuming, of course, your con-
nection never slows down). Moreover, 
as the size of the data increases, the 
upload time increases in the same ra-
tio: 20TB requires 2.5 days to upload, 
50TB requires almost a week to up-
load, and 100TB requires twice that 
long.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scale, a 
half a petabyte of data requires two 

over the Internet is closer than you 
might think.

To illustrate, let’s say you have 1TB of 
business data to migrate to cloud stor-
age from your self-managed datacenter. 
You are signed up with a business plan 
with your ISP that guarantees you an up-
load speed of 50Mbps and a download 
speed of 10 times as much. All you need 
to do is announce a short system-down-
time window and begin hauling your 
data up to the cloud. Right? 

Not quite.
For starters, you will need a whop-

ping 47 hours to finish uploading 1TB 
of data at a speed of 50Mbps—and 
that’s assuming your connection nev-
er drops or slows down.

If you upgrade to a faster—say, 
100Mbps—upload plan, you can fin-

ish the job in one day. But what if you 
have 2 TB of content to upload, or 
4TB, or 10TB? Even at a 100Mbps sus-
tained data-transfer rate, you will need 
a mind-boggling 233 hours to move 
10TB of content!

As you can see, conventional wis-
dom breaks down at terabyte and pet-
abyte scales. It’s necessary to look at 
alternative, nonobvious ways of deal-
ing with data of this magnitude.

Here are two such alternatives avail-
able today for moving big data:

 � Copy the data locally to a storage 
appliance such as LTO (linear tape 
open) tape, HDD (hard-disk drive), or 
SSD (solid-state drive), and ship it to 
the cloud provider. For convenience, 
let’s call this strategy “Ship It!”

 � Perform a cloud-to-cloud transfer 

Figure 2. Data transfer speeds supported by various interfaces.

Interface Type Data Transfer Speed (Gbps)

SATA Revision 3 617

SAS-3 1210

SuperSpeed USB (USB 3.0) 1020

PCI Express version 4 15.754 (single data lane), to 252.064 (16 data lanes)14

Thunderbolt 2 201

Figure 1. Data flow when copying data to a storage ap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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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hs to upload. Uploading one pet-
abyte at 800Mbps should keep you go-
ing for four months.

It’s time to consider an alternative.

Ship It!
That alternative is copying the data to 
a storage appliance and shipping the 
appliance to the datacenter, at which 
end the data is copied to cloud stor-
age. This is the Ship It! strategy.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is this a viable al-
ternative to uploading the data directly 
into the cloud?

The mathematics of shipping data. 
When data is read out from a drive, it 
travels from the physical drive hard-
ware (for example, the HDD platter) 
to the on-board disk controller (the 
electronic circuitry on the drive). 
From there the data travels to the host 
controller (a.k.a. the host bus adapt-
er, a.k.a. the interface card) and fi-
nally to the host system (for example, 
the computer with which the drive is 
interfaced). When data is written to 
the drive, it follows the reverse route.

When data is copied from a server to 
a storage appliance (or vice versa), the 
data must travel through an additional 
physical layer, such as an Ethernet or 
USB connection existing between the 
server and the storage appliance.

Figure 1 is a simplified view of the 
data flow when copying data to a stor-
age appliance. The direction of data 
flow shown in the figure is conceptu-
ally reversed when the data is copied 
out from the storage appliance to the 
cloud server.

Note that often the storage appli-
ance may be nothing more than a 
single hard drive, in which case the 
data flow from the server to this drive 
is basically along the dotted line in 
the figure.

Given this data flow, a simple way 
to express the time needed to transfer 
the data to the cloud using the Ship 
It! strategy is shown in Equation 1, 
where: Vcontent is the volume of data to 
be transferred in megabytes (MB).

SpeedcopyIn is the sustained rate 
in MBps (megabytes per second) at 
which data is copied from the source 
drives to the storage appliance. This 
speed is essentially the minimum 
of three speeds: the speed at which 
the controller reads data out of the 
source drive and transfers it to the 

host computer with which it inter-
faces; the speed at which the storage 
appliance’s controller receives data 
from its interfaced host and writes it 
into the storage appliance; and the 
speed of data transfer between the 
two hosts. For example, if the two 
hosts are connected over a Gigabit 
Ethernet or a Fibre Channel connec-
tion, and the storage appliance is ca-
pable of writing data at 600MBps, but 
if the source drive and its controller 
can emit data at only 20MBps, then 
the effective copy-in speed can be at 
most 20MBps.

SpeedcopyOut is similarly the sus-
tained rate in MBps at which data is 
copied out of the storage appliance 
and written into cloud storage.

Ttransit is the transit time for the 
shipment via the courier service from 
source to destination in hours.

Toverhead is the overhead time in hours. 
This can include the time required to 
buy the storage devices (for example, 
tapes), set them up for data transfer, 
pack and create the shipment, and drop 
it off at the shipper’s location. At the re-
ceiving end, it includes the time needed 
to process the shipment received from 
the shipper, store it temporarily, un-
pack it, and set it up for data transfer.

The use of sustained data-transfer 
rates. Storage devices come in a variety 
of types such as HDD, SSD, and LTO. 
Each type is available in different con-
figurations such as a RAID (redundant 
array of independent disks) of HDDs 
or SSDs, or an HDD-SSD combination 
where one or more SSDs are used as a 
fast read-ahead cache for the HDD ar-
ray. There are also many different data-
transfer interfaces such as SCSI (Small 
Computer System Interface), SATA 
(Serial AT Attachment), SAS (Serial At-
tached SCSI), USB, PCI (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 Express, 
Thunderbolt, and so on. Each of these 
interfaces supports a different theo-
retical maximum data-transfer speed.

Figure 2 lists the data-transfer 
speeds supported by a recent edition 
of some of these controller interfaces.

The effective copy-in/copy-out 
speed while copying data to/from a 
storage appliance depends on a num-
ber of factors:

 � Type of drive. For example, SSDs 
are usually faster than HDDs partly 
because of the absence of any mov-

Given the explosion 
in the amount  
of digital 
information  
that both 
individuals  
and enterprises 
have to deal with, 
the prospect  
of moving big data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over  
the Internet  
is closer than  
you might 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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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nfiguration of the drive. Speeds 
are affected by, for example, single 
disk versus an array of redundant 
disks, and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read-ahead caches on the drive.

 � Location of the data on the drive. 
If the drive is fragmented (particu-
larly applicable to HDDs), it can take 
longer to read data from and write 
data to it. Similarly, on HDD plat-
ters, data located near the periphery 
of the platter will be read faster than 
data located near the spindle. This is 
because the linear speed of the plat-
ter near the periphery is much higher 
than near the spindle.

 � Type of data-transfer interface. SAS-
3 versus SATA Revision 3, for example, 
can make a difference in speeds.

 � Compression and encryption. Com-
pression and/or encryption at source 
and decompression and/or de-encryp-
tion at the destination reduce the ef-
fective data-transfer rate.

Because of these factors, the effec-
tive sustained copy-in or copy-out rate 
is likely to be much different (usually 
much less) than the burst read/write 
rate of either the source drive and its 
interface or the destination drive and 
its controller interface.

With these considerations in mind, 
let’s run some numbers through 
Equation 1, considering the follow-
ing scenario. You decide to use LTO-
6 tapes for copying data. An LTO-6 
cartridge can store 2.5TB of data in 
uncompressed form.18 LTO-6 supports 
an uncompressed read/write data speed 
of 160MBps.19 Let’s make an important 
simplifying assumption that both the 
source drive and the destination cloud 
storage can match the 160MBps transfer 
speed of the LTO-6 tape drive (that is, 
SpeedcopyIn = SpeedcopyOut = 160 MBps).  
You choose the overnight shipping 
option and the shipper requires 16 
hours to deliver the shipment (Ttransit = 
16 hours). Finally, let’s factor in 48 hours 
of overhead time (Toverhead = 48 hours).

Plugging these values into Equa-
tion 1 and plotting the data-transfer 
time versus data size using the Ship 
It! strategy produces the maroon 
line in Figure 3. For the sake of com-
parison, the blue line shows the 
data-transfer time of the Upload It! 
strategy using a fiber-based Internet 
connection running at 800Mbps sus-
tained upload rate. The figure shows 

ing parts. Among HDDs, higher-RPM 
drives can exhibit lower seek times 
than lower-RPM drives. Similarly, 

higher areal-density (bits per surface 
area) drives can lead to higher data-
transfer rates.

Figure 5. Growth in data transfer time, 800Mbps vs. 320MBps.

Data Size (Terabytes)

T
im

e 
(H

ou
rs

)

0

1000

500

1500

2000

2500

3500

3000

0
400 800200 600 1000 1200

Upload It! (@800Mbps) Ship It! (LTO-6 tape @320MBps
transfer rate & overnight shipping)

Figure 3. Growth in data transfer time, 800Mbps vs. ta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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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Growth in data transfer time, 100Mbps vs. ta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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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growth in data-transfer 
time between uploading at 800Mbps 
versus copying it to LTO-6 tapes and 
shipping it overnight.

Equation 1 shows that a signifi-
cant amount of time in the Ship It! 
strategy is spent copying data into 
and out of the storage appliance. 
The shipping time is comparatively 
small and constant (even if you are 
shipping internationally), while the 
drive-to-drive copy-in/copy-out time 
increases to a very large value as the 
size of the content being transferred 
grows. Given this fact, it’s hard to 
beat a fiber-based connection on raw 
data-transfer speed, especially when 
the competing strategy involves copy 
in/copy out using an LTO-6 tape 
drive running at 160MBps.

Often, however, you may not be 
so lucky as to have access to a 1Gbps 
upload link. In most regions of the 
world, you may get no more than 
100Mbps, if that much, and rarely so 
on a sustained basis. For example, at 
100Mbps, Ship It! has a definite ad-
vantage for large data volumes, as in 
Figure 4, which shows comparative 
growth in data-transfer time between 
uploading at 100Mbps versus copying 
the data to LTO-6 tapes and shipping 
it overnight.

The maroon line in Figure 4 rep-
resents the transfer time of the Ship 
It! strategy using LTO-6 tapes, while 
this time the blue line represents the 
transfer time of the Upload It! strat-
egy using a 100Mbps upload link. 
Shipping the data using LTO-6 tapes 
is a faster means of getting the data 
to the cloud than uploading it at 
100Mbps for data volumes as low as 
four terabytes.

What if you have a much faster 
means of copying data in and out of 
the storage appliance? How would 
that compete with a fiber-based In-
ternet link running at 800Mbps? 
With all other parameter values stay-
ing the same, and assuming a drive-
to-drive copy-in/copy-out speed of 
240MBps (50% faster than what LTO-
6 can support), the inflection point 
(that is, the content size at which the 
Ship It! strategy becomes faster than 
the Upload It! strategy at 800Mbps) 
is around 132 terabytes. For an even 
faster drive-to-drive copy-in/copy-
out speed of 320MBps, the inflection 

point drops sharply to 59 terabytes. 
That means if the content size is 
59TB or higher, it will be quicker just 
to ship the data to the cloud provider 
than to upload it using a fiber-based 
ISP running at 800Mbps.

Figure 5 shows the comparative 
growth in data-transfer time between 
uploading it at 800Mbps versus copy-
ing it at a 320MBps transfer rate and 
shipping it overnight.

This analysis brings up two key 
questions:

 � If you know how much data you 
wish to upload, what is the minimum 
sustained upload speed your ISP must 
provide, below which you would be 
better off shipping the data via over-
night courier?

 � If your ISP has promised you a cer-
tain sustained upload speed, beyond 
what data size will shipping the data 
be a quicker way of hauling it up to the 
cloud than uploading it?

Equation 1 can help answer these 
questions by estimating how long 
it will take to ship your data to the 
datacenter. This quantity is (Trans-
fer Time)hours. Now imagine uploading 
the same volume of data (Vcontent Mega-
bytes), in parallel, over a network link. 
The question is, what is the minimum 
sustained upload speed needed to fin-
ish uploading everything to the data-
center in the same amount of time as 
shipping it there. Thus, you just have 
to express Equation 1’s left-hand side 
(Transfer Time)hours) in terms of the 
volume of data (Vcontent Megabytes); 
and the required minimum Internet 
connection speed (Speedupload Mbps). In 
other words: (Transfer Time)hours = 8 × 
Vcontent/Speedupload. 

Having made this substitution, 
let’s continue with the scenario: LTO-
6-based data transfer running at 
160MBps, overnight shipping of 16 
hours, and 48 hours of overhead time. 

Figure 6. Minimum necessary upload speed for faster uplo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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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er means of copying data in and 
out of the storage appliance, you are 
better off simply uploading it to the 
destination cloud.

Again, in the scenario of LTO-6 
tape-based data transfer running at 
160MBps transfer speed, overnight 
shipping of 16 hours, and 48 hours of 
overhead time, the upload speed be-
yond which it’s always faster to upload 
than to ship your data is 640Mbps. If 
you have access to a faster means of 
drive-to-drive data copying—say, run-
ning at 320Bps—your ISP will need 
to offer a sustained upload speed 
of more than 1,280Mbps to make it 
speedier for you to upload the data 
than to copy and ship it.

Cloud-to-Cloud Data Transfer
Another strategy is to transfer data 
directly from the source cloud to the 
destination cloud. This is usually 
done using APIs from the source and 
destination cloud providers. Data 
can be transferred at various levels 
of granularity such as logical objects, 
buckets, byte blobs, files, or simply a 
byte stream. You can also schedule 
large data transfers as batch jobs that 
can run unattended and alert you 
on completion or failure. Consider 
cloud-to-cloud data transfer particu-
larly when:

 � Your data is already in one such 
cloud-storage provider and you wish 
to move it to another cloud-storage 
provider.

 � Both the source and destination 
cloud-storage providers offer data 
egress and ingress APIs.

 � You wish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data copying and scheduling infra-
structure and services already offered 
by the cloud providers.

Note that cloud-to-cloud transfer 
is conceptually the same as upload-
ing data to the cloud in that the data 
moves over an Internet connection. 
Hence, the same speed considerations 
apply to it as explained previously 
while comparing it with the strategy 
of shipping data to the datacenter. 
Also note that the Internet connection 
speed from the source to destination 
clouds may not be the same as the up-
load speed provided by the ISP. 

Cost of Data Transfer
LTO-6 tapes, at 0.013 cents per GB,18 

Also assume there is 1TB of data to be 
transferred to the cloud. 

The aforementioned substitution 
reveals that unless the ISP provides a 
sustained upload speed (Speedupload) 
of at least 34.45Mbps, the data can be 
transferred faster using a Ship It! strat-
egy that involves an LTO-6 tape-based 
data transfer running at 160MBps and 
a shipping and handling overhead of 
64 hours.

Figure 6 show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olume of data to be 
transferred (in TB) and the minimum 
sustained ISP upload speed (in Mbps) 
needed to make uploading the data as 
fast as shipping it to the datacenter. 
For very large data sizes, the threshold 
ISP upload speed becomes less sensi-
tive to the data size and more sensitive 
to the drive-to-drive copy-in/copy-out 
speeds with which it is competing. 

Now let’s attempt to answer the 
second question. This time, assume 
Speedupload (in Mbps) is the maximum 
sustained upload speed that the ISP 
can provide. What is the maximum 
data size beyond which it will be 
quicker to ship the data to the data-
center? Once again, recall that Equa-
tion 1 helps estimate the time required 
(Transfer Time)hours to ship the data 
to the datacenter for a given data size 
(Vcontent MB) and drive-to-drive copy-in/
copy-out speeds. If you were instead 
to upload Vcontent MB at Speedupload Mbps 
over a network link, you would need 
8 × Vcontent/Speedupload hours. At a cer-
tain threshold value of Vcontent, these 
two transfer times (shipping versus 
upload) will become equal. Equation 
1 can be rearranged to express this 
threshold data size as illustrated in 
Equation 2.

Figure 7 shows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this threshold data size and the 
available sustained upload speed from 
the ISP for different values of drive-to-
drive copy-in/copy-out speeds. 

Equation 2 also shows that, for a 
given value of drive-to-drive copy-in/
copy-out speed, the upward trend 
in Vcontent continues up to a point 
where Speedupload = 8/∆Tdata copy, be-
yond which Vcontent becomes infinite, 
meaning it is no longer possible 
to ship the data more quickly than 
simply uploading it to the cloud, no 
matter how gargantuan the data size. 
In this case, unless you switch to a 

Data can be 
transferred at 
various levels of 
granularity such 
as logical objects, 
buckets, byte blobs, 
files, or simply  
a byte stream. 



115

大数据金融信息剪辑

JULY 2016  |   VOL.  59  |   NO.  7   |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51

practice

provide one of the lowest cost-to-
storage ratios, compared with other 
options such as HDD or SSD stor-
age. It’s easy to see, however, the to-
tal cost of tape cartridges becomes 
prohibitive for storing terabyte and 
beyond content sizes. One option is 
to store data in a compressed form. 
LTO-6, for example, can store up 
to 6.25TB per tape18 in compressed 
format, thereby leading to fewer 
tape cartridges. Compressing the 
data at the source and uncompress-
ing it at the destination, however, 
further reduces the effective copy-
in/copy-out speed of LTO tapes, or 
for that matter with any other stor-
age medium. As explained earlier, 
a low copy-in/copy-out speed can 
make shipping the data less attrac-
tive than uploading it over a fiber-
based ISP link.

But what if the cloud-storage pro-
vider loaned the storage appliance 
to you? This way, the provider can 
potentially afford to use higher-end 
options such as high-end SSDs or a 
combination HDD-SSD array in the 
storage appliance, which would oth-
erwise be prohibitively expensive 
to purchase just for the purpose of 
transferring data. In fact, that is ex-
actly the approach that Amazon ap-
pears to have taken with its Amazon 
Web Services (AWS) Snowball.3 Ama-
zon claims that up to 50TB of data 
can be copied from your data source 
into the Snowball storage appliance 
in less than one day. This perfor-
mance characteristic translates into 
a sustained data-transfer rate of at 
least 600MBps. This kind of a data-
transfer rate is possible only with 
very high-end SSD/HDD drive arrays 
with read-ahead caches operating 
over a fast interface such as SATA Re-
vision 3, SAS-3, or PCI Express, and a 
Gigabit Ethernet link out of the stor-
age appliance.

In fact, the performance character-
istics of AWS Snowball closely resem-
ble those of a high-performance NAS 
(network-attached storage) device, 
complete with a CPU, on-board RAM, 
built-in data encryption services, 
Gigabit Ethernet network interface, 
and a built-in control program—not 
to mention a ruggedized, tamper-
proof construction. The utility of ser-
vices such as Snowball comes from 

the cloud provider making a very high-
performance (and expensive) NAS-
like device available to users to “rent” 
to copy-in/copy-out files to the provid-
er’s cloud. Other major cloud provid-
ers such as Google and Microsoft are 
not far behind in offering such capa-
bilities. Microsoft requires you to 
ship SATA II/III internal HDDs for 
importing or exporting data into/
from the Azure cloud and provides 
the software needed to prepare the 
drives for import or export.16 Google, 
on the other hand, appears to have 
outsourced the data-copy service to a 
third-party provider.8 

One final point on the cost: un-
less your data is in a self-managed 
datacenter, usually the source cloud 
provider will charge you for data 
egress,4,5,12,15 whether you do a disk-
based copying out of data or cloud-
to-cloud data transfer. These charges 
are usually levied on a per-GB, per-
TB, or per-request basis. There is 
usually no data ingress charge levied 
by the destination cloud provider.

Conclusion
If you wish to move big data from one 
location to another over the Internet, 
there are a few options available—
namely, uploading it directly using 
an ISP-provided network connec-
tion, copying it into a storage appli-
ance and shipping the appliance to 
the new storage provider, and, finally, 
cloud-to-cloud data transfer.

Which technique you choose de-
pends on a number of factors: the size 
of data to be transferred, the sustained 
Internet connection speed between 
the source and destination servers, the 
sustained drive-to-drive copy-in/copy-
out speeds supported by the storage 
appliance and the source and destina-
tion drives, the monetary cost of data 
transfer, and to a smaller extent, the 
shipment cost and transit time. Some 
of these factors result in the emer-
gence of threshold upload speeds and 
threshold data sizes that fundamen-
tally influence which strategy you 
would choose. Drive-to-drive copy-
in/copy-out times have enormous 
influence on whether it is attractive 
to copy and ship data, as opposed to 
uploading it over the Internet, espe-
cially when competing with an opti-
cal fiber-based Internet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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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大数据产业政策

《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
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

构：

健康医疗大数据是国家

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健康

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将带来健

康医疗模式的深刻变化，有利

于激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的动力和活力，提升 健康医

疗服务效率和质量，扩大资源

供给，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

次、多样化的健康需求，有利

于培育新的业态和经济增长

点。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

印发促进大 数据发展行动纲

要的通知》（国发〔2015〕

50号）要求，顺应新兴信息技

术发展趋势，规范和推动健康

医疗大数据融合共享、开放应

用，经国务院同意，现提 出如

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

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大

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发展理念，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

好发挥政府作用，以保障全体

人民健康为出发点，强化顶层

设计，夯实基层基础，完善政

策制度，创新工作机制，大力

推动政府健康医疗信息 系统和

公众健康医疗数据互联融合、

开放共享，消除信息孤岛，积

极营造促进健康医疗大数据

安全规范、创新应用的发展

环境，通过“互联网+健康医

疗”探索服务 新模式、培育发

展新业态，努力建设人民满意

的医疗卫生事业，为打造健康

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提供有力支撑。

（二）基本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创新驱

动。将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

展纳入国家大数据战略布局，

推进政产学研用联合协同创

新，强化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

攻关，突出健康医疗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利用大数据拓展

服务渠道，延伸和丰富服务内

容，更好满足人民健康医疗需

求。

坚持规范有序、安全可

控。建立健全健康医疗大数据

开放、保护等法规制度，强化

标准和安全体系建设，强化安

全管理责任，妥善处理应用发

展与保障安全的关系，增强安

全技术支撑能力，有效保护个

人隐私和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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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开放融合、共建共

享。鼓励政府和社会力量合

作，坚持统筹规划、远近结

合、示范引领，注重盘活、整

合现有资源，推动形成各方支

持、依法开放、便民利民、蓬

勃发展的良好局面，充分释放

数据红利，激发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活力。

（三）发展目标

到2017年底，实现国家

和省级人口健康信息平台以及

全国药品招标采购业务应用

平台互联互通，基本形成跨部

门健康医疗数据资源共享共用 

格局。到2020年，建成国家

医疗卫生信息分级开放应用平

台，实现与人口、法人、空间

地理等基础数据资源跨部门、

跨区域共享，医疗、医药、

医保和健康各相 关领域数据

融合应用取得明显成效；统筹

区域布局，依托现有资源建成

100个区域临床医学数据示范

中心，基本实现城乡居民拥有

规范化的电子健康档案和功能

完 备的健康卡，健康医疗大

数据相关政策法规、安全防

护、应用标准体系不断完善，

适应国情的健康医疗大数据应

用发展模式基本建立，健康

医疗大数据产业体系初步 形

成、新业态蓬勃发展，人民群

众得到更多实惠。

二、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

（一）夯实健康医疗大数

据应用基础

1、加快建设统一权威、

互联互通的人口健康信息平台

实施全民健康保障信息

化工程，按照安全为先、保

护隐私的原则，充分依托国

家 电 子 政 务 外 网 和 统 一 数

据   共享交换平台，拓展完

善现有设施资源，全面建成

互通共享的国家、省、市、

县四级人口健康信息平台，

强化公共卫生、计划生育、

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

供 应、综合管理等应用信息

系统数据采集、集成共享和

业务协同。创新管理模式，

推动生育登记网上办理。消

除数据壁垒，畅通部门、区

域、行业之间的数据共享通 

道，探索社会化健康医疗数

据信息互通机制，推动实现

健康医疗数据在平台集聚、

业务事项在平台办理、政府

决策依托平台支撑。

2、推动健康 医疗大数据

资源共享开放

鼓励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推

进健康医疗大数据采集、存

储，加强应用支撑和运维技

术保障，打通数据资源共享

通道。加快建设和完善以居

民   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

历、电子处方等为核心的基

础数据库。建立卫生计生、

中医药与教育、科技、工业

和信息化、公安、民政、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环保、农

业、   商务、安全监管、检

验检疫、食品药品监管、体

育、统计、旅游、气象、保

险监管、残联等跨部门密切

配合、统一归口的健康医疗

数据共享机制。探索推进可

穿戴设 备、智能健康电子产

品、健康医疗移动应用等产

生的数据资源规范接入人口

健康信息平台。建立全国健

康医疗数据资源目录体系，

制定分类、分级、分域健康

医疗大 数据开放应用政策规

范，稳步推动健康医疗大数

据开放。

（二）全面深化健康医疗

大数据应用

3、推进健康医疗行业治

理 大数据应用

加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评估监测，加强居民健

康状况等重要数据精准统计和

预测评价，有力支撑健康中国

建设规划和决策。综合运用健

康医疗大数 据资源和信息技

术手段，健全医院评价体系，

推动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完善

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优化医疗

卫生资源布局。加强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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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健全对医疗、药品、耗 

材等收入构成及变化趋势的监

测机制，协同医疗服务价格、

医保支付、药品招标采购、药

品使用等业务信息，助推医

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

4、推进健康医疗临床和

科研大数据应用

依托现有资源建设一批

心脑血管、肿瘤、老年病和儿

科等临床医学数据示范中心，

集成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等

国家医学 大数据资源，构建

临床决策支持系统。推进基芯

片与测序技术在遗传性疾病诊

断、癌症早期诊断和疾病预防

检测方面的应用，加强人口基

因信息安全管理，推动精准 医

疗技术发展。围绕重大疾病临

床用药研制、药物产业化共性

关键技术等需求，建立药物副

作用预测、创新药物研发数据

融合共享机制。充分利用优势

资源，优化生 物医学大数据

布局，依托国家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和协同研究网络，系统加

强临床和科研数据资源整合共

享，提升医学科研及应用效

能，推动智慧医疗发展。

5、推进公共卫生大数据

应用

加强公共卫生业务信息系

统建设，完善国家免疫规划、

网络直报、网络化急救、职业

病防控、口岸公共卫生风险预

警决策等信息系 统以及移动

应急业务平台应用功能，推进

医疗机构、公共卫生机构和口

岸检验检疫机构的信息共享和

业务协同，全面提升公共卫生

监测评估和决策管理能力。整

合社 会网络公共信息资源，

完善疾病敏感信息预警机制，

及时掌握和动态分析全人群疾

病发生趋势及全球传染病疫情

信息等国际公共卫生风险，提

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 警与

应急响应能力。整合环境卫

生、饮用水、健康危害因素、

口岸医学媒介生物和核生化等

多方监测数据，有效评价影响

健康的社会因素。开展重点传

染病、职业 病、口岸输入性

传染病和医学媒介生物监测，

整合传染病、职业病多源监测

数据，建立实验室病原检测结

果快速识别网络体系，有效预

防控制重大疾病。推动疾病危 

险因素监测评估和妇幼保健、

老年保健、国际旅行卫生健康

保健等智能应用，普及健康生

活方式。

6、培育健康医疗大数据

应用新业态

加强健 康医疗海量数据存

储清洗、分析挖掘、安全隐私

保护等关键技术攻关。积极鼓

励社会力量创新发展健康医疗

业务，促进健康医疗业务与大

数据技术深度融合，加快构 建

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链，不断

推进健康医疗与养生、养老、

家政等服务业协同发展。发展

居家健康信息服务，规范网上

药店和医药物流第三方配送等

服务，推动中 医药养生、健康

养老、健康管理、健康咨询、

健康文化、体育健身、健康医

疗旅游、健康环境、健康饮食

等产业发展。

7、研制推广数字化健康

医疗智能设备

支持研发健康医疗相关

的人工智能技术、生物三维

（3D）打印技术、医用机器人

（300024）、大型医疗设备、

健康和康复辅助器械、可穿戴

设备以及相关微型传感器件。

加快研发成果转化，提高数字

医疗设备、物联网设备、智能

健康产品、中医功能状态检测

与养生保健仪器设备的生产制

造水平，促进健康医疗智能装

备产业升级。

（三）规范和推动“互联

网+健康医疗”服务

8、发展智慧健康医疗便

民惠民服务

发挥优质医疗资源的引

领作用，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整合线上线下资源，规范医疗

物联网和健康医疗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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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管 理，大力推进互联

网健康咨询、网上预约分诊、

移动支付和检查检验结果查

询、随访跟踪等应用，优化形

成规范、共享、互信的诊疗流

程。探索互联网健康医疗服务 

模式。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

基础，推进居民健康卡、社会

保障卡等应用集成，激活居民

电子健康档案应用，推动覆盖

全生命周期的预防、治疗、康

复和健康管理的 一体化电子健

康服务。

9、全面建立远程医疗应

用体系

实施健康中国云服务计

划，建设健康医疗服务集成平

台，提供远程会诊、远程影

像、远 程病理、远程心电诊断

服务，健全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共享机制。推进大医院与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全科医生与专

科医生的数据资源共享和业务

协同，健全基于互联 网、大数

据技术的分级诊疗信息系统，

延伸放大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

力，有针对性地促进“重心下

移、资源下沉”。

10、推动健康医疗教育培

训应用

支持建立以国家健康医

疗开放大学为基础、中国健康

医疗教育慕课联盟为支撑的健

康医疗教育培训云平台，鼓励

开发慕课健康医疗培训教材，

探索新型互联 网教学模式和

方法，组织优质师资推进网络

医学教育资源开放共享和在线

互动、远程培训、远程手术示

教、学习成效评估等应用，便

捷医务人员终身教育，提升基

层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四）加强健康医疗大数

据保障体系建设

11、加强法规和标准体系

建设

制定完善健康医疗大数

据 应用发展的法律法规，强化

居民健康信息服务规范管理，

明确信息使用权限，切实保护

相关各方合法权益。完善数据

开放共享支撑服务体系，建立

“分级授权、分类 应用、权责

一致”的管理制度。规范健康

医疗大数据应用领域的准入标

准，建立大数据应用诚信机制

和退出机制，严格规范大数据

开发、挖掘、应用行为。建立

统一 的疾病诊断编码、临床医

学术语、检查检验规范、药品

应用编码、信息数据接口和传

输协议等相关标准，促进健康

医疗大数据产品、服务流程标

准化。

12、推进网络可信体系建

设

强化健康医疗数字身份

管理，建设全国统一标识的医

疗卫生人员和医疗卫生机构可

信医学数字身份、电子实名认

证、数据访问控制信息系统，

积极推进电子签名应用，逐步

建立服务管理留痕可溯、诊疗

数据安全运行、多方协作参与

的健康医疗管理新模式。

13、加强健康医疗数据安

全保障

加快健康医疗数据安全体

系建设，建立数据安全管理责

任制度，制定标识赋码、科学

分类、风险分级、安全审查规

则。制定人 口健康信息安全

规划，强化国家、区域人口健

康信息工程技术能力，注重内

容安全和技术安全，确保国家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核心系统

自主可控稳定安全。开展大数 

据平台及服务商的可靠性、可

控性和安全性评测以及应用的

安全性评测和风险评估，建立

安全防护、系统互联共享、公

民隐私保护等软件评价和安全

审查制度。加强 大数据安全

监测和预警，建立安全信息通

报和应急处置联动机制，建立

健全“互联网+健康医疗”服

务安全工作机制，完善风险隐

患化解和应对工作措施，加

强对涉 及国家利益、公共安

全、患者隐私、商业秘密等重

要信息的保护，加强医学院、

科研机构等方面的安全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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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加强健康医疗信息化

复合型 人才队伍建设

实施国家健康医疗信息化

人才发展计划，强化医学信息

学学科建设和“数字化医生”

培育，着力培育高层次、复合

型的研发人才和科研团队，培

养一 批有国际影响力的专门

人才、学科带头人和行业领军

人物。创新专业人才继续教育

形式，完善多层次、多类型人

才培养培训体系，推动政府、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医疗

机构、企业共同培养人才，促

进健康医疗大数据人才队伍建

设。

三、加强组织实施

（一）强化统筹规划

建立党委政府领导、多方

参与、资源共享、协同推进的

工作格局。国家卫生计生委要

综合统筹、强化实施，各有关

部门要密切配合、形成合 力，

推动重点任务落实。各地区要

重视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

展，切实搞好总体规划、基础

建设、安全监管，确保各项任

务措施落到实处。推进健康医

疗大数据军民 融合发展，促进

军地健康医疗数据规范衔接、

互通共享、协同应用。加强对

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

导，强化对技术研发、新业态

构建、应用推广的统筹协调， 

研究建立专家委员会，组织研

究制定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

法规、标准。

（二）抓住重点着力突破

从人民群众迫切需求的领

域入手，重点推进 网上预约

分诊、远程医疗和检查检验结

果共享互认等便民惠民应用。

加快推进基本医保全国联网和

异地就医结算。支持发展医疗

智能设备、智能可穿戴设备，

加强疑 难疾病等重点方面的

研究。选择一批基础条件好、

工作积极性高、隐私安全防范

有保障的地区和领域开展健康

医疗大数据应用试点，总结经

验，扎实有序推进。

（三）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研究制定政府支持政策，

从财税、投资、创新等方面对

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给予

必要支持。推广运用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 （PPP）模式，

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健康

医疗大数据的基础工程、应用

开发和运营服务。鼓励政府与

企事业单位、社会机构开展合

作，探索通过政府采购、社 会

众包等方式，实现健康医疗大

数据领域政府应用与社会应用

相融合。充分发挥已设立的有

关投资基金作用，充分激发社

会资本和民间资本参与热情，

鼓励创新多元 投资机制，健全

风险防范和监管制度，支持健

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

（四）加强政策宣传普及

加强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

发展政策解读，大力 宣传应用

发展的重要意义和应用前景，

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形成良好

社会氛围。积极引导医疗卫生

机构和社会力量参与开展形式

多样的科普活动，宣传普及健

康医疗 大数据应用知识，鼓

励开发简便易行的数字医学工

具，不断提升人民群众掌握相

关应用的能力和社会公众健康

素养。

（五）推进国际交流合作

有序推进健康医疗大数据

应用发展的人才技术交流与合

作。鼓励相关企业和科研单位

开展对国际先进技术的引进、

消化吸收和再创新， 推动我

国自主技术与全球同步发展。

加大对国际健康医疗大数据应

用标准的跟踪、评估和转化力

度，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

增强相关规则制定的话语权。

坚持以我 为主、加强监管、

确保安全原则，稳步探索国际

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合作

新模式，不断提升我国健康医

疗大数据应用水平、产业核心

竞争力和国际化水平。

来源：http://www.bigdatas.

cn/article-179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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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贵阳市委关于以大数据为引领
加快打造创新型中心城市的意见》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

五中全会、省委十一届六次全

会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对贵阳

发展的新要求，按照市委九届

五次全会关于“十三五”时期

经济社会发展的部署，现就贵

阳市以大数据为引领、加快打

造创新型中心城市提出如下意

见：

一、总体目标

打造以大数据为引领的创

新型中心城市，是贵阳弯道取

直、后发赶超的必由之路，是

贵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

大历史使命。实现这一目标，

应按三个阶段时序稳步推进。

到2018年，大数据在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初步

奠定，块数据城市框架初具雏

形。

——创新发展理念成为城

市最重要的价值导向。

——大数据产业实现初步

集聚，大数据产业体系初步构

建。

——围绕城市发展的大数

据聚、通、用链条初步形成，

大数据在产业发展、政府治

理、民生服务等各领域的融合

应用实现基本覆盖。

——建成全光网城市，实

现城域公共免费WiFi全覆盖。

——大数据创新能力初步

显现，大数据引领发展的体制

机制初步建立，力争在大数据

发展的理论、立法、标准、治

理、产业和安全保障等方面实

现新突破。

到2020年，基本建成块数

据城市，进入全国创新型城市

行列。

——依靠科技创新和体制

创新“双轮驱动”的发展动力

系统基本形成。

——基本构建起以大数据

为引领的现代产业体系。

——大数据创新应用的全

产业链、全治理链和全服务链

基本形成。

——建成大数据综合创

新试验区，成为大数据金融中

心、服务中心、创新中心和应

用示范中心，大数据创新发展

在全国的领先地位牢固确立。

——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

领军型大数据企业，建成一批

国家级大数据重点实验室、工

程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企

业技术中心，基本形成大数据

科技创新生态体系。

——创新发展辐射带动效

应凸现，中心城市首位度明显

提升，建成全国生态文明示范

城市和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

会。

到2030年，力争迈入全国

创新型中心城市行列。

——创新驱动成为城市发

展的核心动力。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

综合竞争力显著提升。

——成为大数据创新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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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集聚地。

——成为大数据原创技术

应用创新重要策源地。

二、总体布局

未来五年，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坚持以大数据

战略行动为载体，围绕“一个

核心、三大任务、四大支撑、

五大保障”总体布局，加快形

成以大数据为引领的创新型中

心城市发展格局。

一个核心就是把贵阳打造

成块数据城市，实现城乡信息

基础设施基本完备，城市各类

数据汇聚融合、开放共享，数

据成为城市创新发展要素并得

到广泛应用。

三大任务就是全力推进大

数据商用创新，引领经济转型

升级；全力推进大数据政用创

新，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全力

推进大数据民用创新，改善民

生服务水平。

四大支撑就是重点夯实科

技、人才、金融和安全支撑，

推动创新要素资源在贵阳加快

集聚，形成持续创新的系统能

力。

五大保障就是从培育创

新环境、扩大开放合作、深化

体制改革、健全法规标准、完

善评价考核等方面加大力度，

形成创新发展的制度安排和环

境保障，最大限度释放创新活

力。

三、主要任务

（一）以大数据引领经济

转型升级

1.大力发展大数据核心业

态。重点培育发展数据存储、

云计算、数据加工与分析、数

据流通和交易、大数据安全等

业态。以贵州获批南方数据中

心示范基地为契机，重点推动

个性化、定制化、第三方的绿

色数据中心建设；支持在地数

据中心企业为全国提供数据存

储和灾备服务，成为国家重要

数据内容聚集地。大力建设多

门类的贵阳市大数据加工处理

基地，逐步形成数据产品精加

工产业集群。建立健全交易标

准和规范，加快完善交易核心

系统，强化有效监管，做大做

强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和贵阳云

计算资源交易中心，逐步将贵

阳打造成为全国重要的大数据

交易中心和结算地。建设大数

据安全产业基地，做大做强以

大数据安全为特色的网络信息

安全产业。

2.加快发展大数据关联业

态。重点发展知识外包、流程

外包、生产外包等服务外包和

电子信息关键部件、智能终端

产品制造等业态。建成一批

呼叫中心与服务外包产业基

地，加快建设国际化的大数据

软件与信息服务基地，打造一

批产城一体的服务外包综合产

业园，支持企业建设第六代云

呼叫平台。以液晶面板、服务

器为突破口，构建从研发、芯

片、电子元器件、重要零部件

到智能端产品的产业链；支持

企业发展新型电子材料与元器

件、光机电等，形成民用新兴

智能终端配套能力。

3.全面发展大数据衍生业

态。重点发展电子商务、大数

据金融、智能制造等业态。推

进电子商务产业集聚发展，按

照区域产业规划，逐步建成一

批覆盖城乡的电商产业集聚园

区，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重点推进农村电商、社

区电商、跨境电商加快发展。

依托贵州金融城、贵阳互联网

金融产业园等建设，推进传统

金融机构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业

务创新和产品创新。建设大数

据与金融投资市场，大力发展

以数据资产交易为核心的抵

押、担保、评估等大数据金融

业务，探索数据资产进入企业

负债表路径。以全面开展“大

数据制造”为基础，推动全市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产品全生

命周期、产品制造全流程、产

品营销全环节的大数据应用，

打造“贵阳智造”新品牌。利

用大数据大力培育智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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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健康、智慧物流、智慧旅

游、智慧气象、智慧地理信息

等新业态，推动跨领域、跨行

业的数据融合和协同创新。

4.以大数据促进三次产业

融合发展。利用大数据推动金

融、商贸流通、生活服务等服

务行业融合发展，创新商业模

式、服务内容和服务业态。实

施“大数据传统产业”改造

计划，加快对传统资源型产业

的信息化、服务化、绿色化改

造。谋划布局贵阳工业互联

网，研发面向不同行业、不同

环节的大数据分析应用系统，

推动制造业由生产型向生产服

务型转变。深化军工企业与大

数据协同应用，支持企业打造

一批国家级省级企业技术中

心、工业设计中心和产业技术

基础公共服务平台等。推进农

业数字化综合应用示范，实施

“大数据现代农业”行动计

划，实现农业“接二连三”融

合发展。运用大数据增加三次

产业有效供给，提升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效率，重塑产业链、

供应链、价值链。

（二）以大数据提升政府

治理能力

1.推进“数据铁笼”权力

监督大数据应用创新。推进数

据标准化建设，加快实现权力

运行监督的信息化、数据化、

自流程化和融合化。全面推开

“数据铁笼”工程，建立市级

统一的数据铁笼可视化监测、

分析、考核平台，实现对“数

据铁笼”运行的动态监督和管

理。打造“数据铁笼＋电子政

务”平台，完善“网上办事大

厅”等公共服务大数据应用。

加快建设和推广应用“党建红

云”，推动形成利用大数据规

范、约束、提醒党员行为和自

流程化管理基层组织的模式。

2.推进政府管理效能大数

据应用创新。建设国有资产综

合监管服务云平台，建立健全

数据采集制度和数据共享机

制，构建国有资产监管数据模

型，维护国有资产安全，促进

国有资产增值；完善和提升大

数据综合治税平台，率先在全

国形成拥有大规模第三方数据

来源的大数据综合治税工作新

格局。依托金税系统，加强风

险监控平台建设，加快研发、

建设和运用网络发票、自助办

税服务终端等项目；推进城乡

规划建设管理大数据应用创

新，运用大数据思维和技术，

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

构，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

节和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

局。依托贵州省城市空间决策

大数据应用创新研究基地建

设，为以空间规划为核心的

“多规合一”提供平台支撑。

加强空间开发管制，充分发挥

城市空间决策大数据应用创新

的调控、引领和刚性约束作

用。加快构建市级基础地理信

息统一平台。运用大数据强化

水、电、气、交通保障，促进

城市管理信息化、基础设施智

能化、公共服务便捷化和社会

治理精细化。

3.推进经济运行监测分析

大数据应用创新。建立统一的

经济运行决策支持、风险预警

和执行监督大数据应用体系，

建立国民经济运行相关数据统

一采集和利用机制，重点强化

区域发展、城乡统筹、产业发

展、重大改革任务推进等信息

资源的收集整理和加工提炼。

建设经济运行监测分析系统，

实现信息融合和关联分析，为

经济运行动态监测、综合研

判、宏观决策，提供科学支

撑。

4.推进市场监测监管大数

据应用创新。运用大数据创新

监管方式，建立健全政府监

管、行业自律、网站自律、社

会监督、信息披露五位一体的

监管体系。启动实施大数据市

场服务与监管项目，推动行政

管理流程优化再造，推进商事

服务便捷化。运用大数据手段

推动“多证合一”“一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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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登记制度改革，简化办理

程序。建立多部门网上项目并

联审批平台，形成网上审批大

数据资源库，实现项目审批、

核准、备案的统一受理、同步

审查、信息共享、透明公开。

5.推进信用建设大数据应

用创新。建立全市信用信息平

台，积极整合银行、工商等部

门的信用信息资源，进一步完

善社会征信体系建设。加快建

立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协助完

善贵州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和“贵州省企业诚信信息

网”，共享信用信息。支持互

联网企业利用信用信息平台管

控风险。支持信用服务机构开

发信用产品，提供信用评估服

务，加强征信记录、风险预

警、违法失信行为等信息资源

在线披露和共享。

（三）以大数据改善民生

服务水平

1.推进精准扶贫大数据应

用。实施贵阳市大数据精准帮

扶平台工程，建设各部门统一

的扶贫数据库，推动全市扶贫

信息资源的融合共享。以大数

据分析实现扶贫对象识别、

措施到户、项目安排、资金管

理、退出机制等的精准识别、

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推进农

村电商扶贫等产业扶贫，畅通

“点对点”精准帮扶渠道。推

动精准扶贫云和国土资源数据

相结合，精准掌握和调度大扶

贫等重点工程。

2.推进社会建设大数据应

用。加快“社会和云”建设，

整合社区互联网信息系统，建

设社区网格综合数据库，建成

社区区域无线覆盖网络和服务

物联网，打造社区一站式便民

服务平台、社区网格化管理平

台、社区公共服务平台。有效

集成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社

会治理数据，形成政府主导、

公众参与、多元协同治理的新

格局。加快建设公安块数据指

挥中心，全面覆盖公共安全各

业务流程风险节点、控制节

点。在公共安全、信访维稳、

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监

管、禁毒、流动人口管理等领

域开展一批大数据应用试点，

推动形成示范。

3.推进惠民服务大数据应

用。实施“数据民生”工程，

搭建“大数据民生”综合平

台，构建以社会信用、民生指

数为核心的民生服务管理体

系，创新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

模式。建设民生大数据分析平

台，形成民生服务块数据资源

池，培育民生服务新业态，推

动民生服务数据的融合共享。

推动民生服务领域政府数据开

放，加快整合与惠民服务密切

相关的教育、医疗、交通、食

品药品安全等各类数据资源，

搭建民生服务应用开发平台，

鼓励社会公众利用数据资源开

展创新创业。推进医疗健康大

数据应用创新，加快建设覆盖

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医疗保

障、药品管理、综合管理等业

务的医疗健康管理和服务大数

据应用体系。搭建贵阳大数据

文化云服务平台，加快建设数

字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

公益设施，加快文化大数据生

产和传播创新，提供更加丰富

的文化服务。依托贵州省文化

大数据创新研究基地建设，推

进贵阳阳明文化、民族文化、

山地文化、红色文化、生态文

化、时尚文化等特色文化的挖

掘和研究。加快推进养老、劳

动就业、消费维权等领域大数

据应用，优化公共资源配置，

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4.推进生态环保大数据应

用。加快环保信息化、林业信

息化示范城市建设。建立健全

水环境、空气环境、土壤环

境、污染源监管等生态环境数

据资源平台，加强资源环境动

态监测，实现生态数据交换共

享，提供生态分析数据服务，

推进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的提升。实施“大数据 ”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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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专项行动计划，建立绿色

环保服务体系，促进生产生活

方式低碳化、绿色化。

四、支撑体系

（一）科技支撑

1 .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建

设。加快中关村贵阳科技园建

设，打造具有创新示范和带动

作用的区域性创新平台，构建

区域创新体系。充分发挥贵阳

高校科研院所科技创新联盟作

用，加快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

室建设，加强与国内外科研机

构和高校的合作，推动跨领

域、跨行业、跨区域协同创

新。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

合作，建设大数据公共技术与

测试实验平台和大数据科技创

新平台。充分发挥“一站一

台”、“一部一院”、中国海

外高端人才创新创业（贵阳）

基地等平台作用，引导建设一

批产业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研

发服务平台、工业设计中心。

2.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

地位。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

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

和成果转化中的主体作用，支

持企业承担和参与国家及省重

大专项、重大科技攻关等研

发任务。引导和支持企业加强

技术研发能力建设，鼓励行业

骨干企业与科研院所、高等学

校联合组建技术研发平台和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针对产

业发展重大关键技术开展联合

攻关。大力培育一批具有竞争

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扩大政

府、国有企业对本地中小型科

技企业创新产品和服务的采购

比例，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健

康发展。

3.提升大数据技术创新能

力。建设社会大数据治理与安

全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推进

大数据存储与平台、加工与挖

掘、分析与应用、融合与共

享、交易与监管、云计算与安

全等领域的前沿技术研发和创

新应用，加快形成具有块数据

特色的大数据研发应用体系。

争取建立一批大数据工程研究

中心（实验室）、大数据重点

实验室，申报和建设一批产业

技术创新中心、企业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研发一批大数据核

心、基础和关键性技术，形成

大数据引领科技创新的新格

局。

4 .完善科技创新服务体

系。建立一批研发服务机构、

科技孵化器或众创空间、技术

转移机构、专利代办机构等，

打造开放共享的公共研发服务

体系、功能完备的创业孵化服

务体系、协同规范的技术转移

服务体系、专业高效的知识产

权服务体系，提升科技咨询专

业化服务能力、科学技术普及

社会化服务能力和综合科技服

务能力。探索政府授权委托科

技社团，履行市域科技规划、

咨询、评价、交流、奖励以及

职称评定等社会服务职能的机

制。

（二）人才支撑

1.优化人才发展制度。制

定实施贵阳市“十三五”人才

发展规划，研究出台我市贯彻

落实《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

机制改革的意见》的实施意

见。突出鼓励创新的用人导

向，把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

创新业绩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

内容。支持企业创新创业人才

到高校、科研院所兼职。围绕

全市主导产业和招商引资指导

目录，整合项目、科技、人才

等方面政策资源和工作力量，

吸引人才创业兴业。

2.培养引进创新人才。实

施大数据“十百千万”人才和

创新型青年人才培养计划，鼓

励高校重点培养中高级大数据

专业人才，鼓励职业院校加强

大数据职业技能人才培养，

依托社会化教育资源开展大数

据培训，加强各级干部队伍大

数据培训，合理打造大数据人

才梯队。充分利用“筑巢引凤

计划”“黔归人才计划”，依

托云上贵州?大数据招商引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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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数博会等载体，构建起

平台揽才、赴外招才、活动引

才、项目聚才的立体引才网

络，加快聚集大数据产业发展

人才。

3.建立人才激励机制。探

索建立科学化、社会化、市场

化的产业人才评价机制。加强

创新成果知识产权保护，完善

科技成果转化使用和利益分配

机制，采取股权、期权、分红

等激励方式，调动科研人才创

新创业积极性。结合事业单位

分类改革，完善事业单位绩效

工资制度，健全鼓励创新创造

的分配激励机制。研究政府主

导的创业风险投资基金、重大

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和中小企业

发展资金向创新创业人才倾斜

的政策措施，支持创办科技型

企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技

术转移，对高水平创新创业团

队给予长期稳定支持。

（三）金融支撑

1.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把

金融业作为我市现代服务业的

“龙头”加速发展，为发展大

数据产业提供有力支撑。完善

支持开展信用贷款、知识产权

质押贷款、科技小贷、科技担

保等促进科技金融发展的配套

政策，建立科技企业融资损失

补偿机制。依托贵阳市科技金

融投资有限公司等平台，加快

研究建立中小企业融资风险分

担机制，研究制定转贷基金、

中小企业风险补偿基金等管理

办法，发展科技保险，发挥财

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大力发展

产业基金，丰富科技型企业的

融资渠道。

2.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参与

创新。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

充分运用市场机制，进一步激

发民间投资的创新创业热情。

完善创投体系建设，充分发挥

政府创投引导基金的带动作

用，引导社会资本通过设立天

使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

创业投资基金等股权投资基

金，为科技企业提供股权投资

服务。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大数

据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支持企

业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模式，充分发挥科技

成果转化、中小企业创新、新

兴产业培育等方面基金的作

用，推进创新创业。

3.推进股权众筹融资服务

创新。加快发展众创空间等新

型创业服务平台，降低创新创

业门槛，增强股权众筹融资对

大众创新创业的服务能力。加

快贵阳众筹金融生态体系建

设，大力争取国家股权众筹融

资试点城市，利用区块链、云

计算等大数据手段建立数控金

融平台，在充分进行投资者教

育和投资适当性教育的基础

上，促进众筹金融的规范发

展。

（四）安全支撑

1.加强大数据安全技术保

障。加强安全测评、电子认

证、应急防范等信息安全基础

性工作，建立大数据安全评估

体系。建立贵阳市网络与大数

据安全技术保障体系，推进建

设大数据安全平台、大数据交

易数据脱敏系统和大数据隐私

保护系统等，解决无线WiFi接

入、块数据集聚、数据开放、

数据交易和应用等网络与信息

安全问题。支持科研机构、高

等院校和企业开展数据安全监

管关键技术攻关和创新研究。

加强数据中心业务持续与灾备

中心建设，提高容灾服务能

力。

2.加强大数据安全运营监

管。开展安全监测和预警通报

工作，加强大数据环境下防攻

击、防泄露、防窃取的监测、

预警、控制和应急处置能力建

设。强化对重点领域网络信

息安全的督导抽查，加强政府

信息系统、重点行业领域及重

要时期网站监测与预警建设。

提升基础设施关键设备安全可

靠水平，做好安全评测、监测

预警和风险评估。突出网络安

全信息共享交换，利用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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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感知网络安全态势，建立

部门联动信息安全响应处置机

制，提升网络安全公共服务能

力。强化数据主权，加强对涉

及国家利益、公共安全、商业

秘密、个人隐私、军工科研生

产等信息的保护。

3.建立健全大数据安全制

度。围绕数据安全风险，加强

相关立法研究，制定有关地方

性法规、规章。建立健全数据

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信息安全

等级保护，加强安全风险评

估、检查和监督。加快制定信

息采集和管控、敏感数据管

理、个人隐私等领域的大数据

安全规章制度，探索大数据领

域数据隐私、商业秘密等方面

的数据全生命周期监管。探索

建设首个大数据安全靶场，在

攻防演练、能力测试、产品测

试和人才教育培养等方面先行

先试，积累安全保障经验。

五、保障机制

（一）培育创新环境

进一步认清贵阳发展大数

据的先天优势、先发优势、先

行优势，坚定创新自信，真正

让创新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牢固树立培养创新意识和

创新思维，大力营造“勇于创

新、尊重创新、激励创新”的

社会氛围，让创新成为贵阳的

精神基因。积极倡导“敢抢先

机、敢为人先、敢于容错”的

创新风尚，弘扬具有贵阳特色

的创新文化，激发全社会创造

活力。凝聚全市各级领导干部

及人民群众创新发展共识，推

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更好地落

地生根、开花结果。

（二）扩大开放合作

按照“高端化、国际化、

生态化、专业化”的要求，打

造以大数据为引领的技术推

广、流通交易、区域合作等支

撑创新型中心城市建设的开放

平台，以平台促开放，以开放

聚资源，把人才、技术、企

业、资金等创新要素“引进

来”，让具有贵阳特色的大数

据模式、技术、应用、标准、

企业等“走出去”，加快构建

开放带动、创新驱动的新格

局。

（三）深化体制改革

破除制约创新发展的体

制机制障碍，以数据开放倒逼

政府“放管服”改革，降低制

度性交易成本。优化创新资源

配置，建立鼓励创新、宽容失

败的试错容错机制。全面推进

痛客行动计划，激发城市创新

创业活力。围绕大数据“聚通

用”、法制化标准化、管理体

制等推进改革创新，破解发展

难题，不断总结可借鉴、可复

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四）健全法规标准

研究制定政务数据开放共

享条例，明确政务数据开放共

享的范围、目录、程序、权责

和使用。在地方立法权限范围

内，探索制定数据权益保护、

大数据安全与管理等地方立

法。制定数据采集、交换共享

与应用管理办法。研究建立大

数据指数和大数据发展水平评

价指标体系。制定贵阳市地方

大数据关键共性标准，参与编

制国家大数据交易标准。

（五）完善评价考核

建立健全以创新为导向

的考核机制，研究建立以创新

力、引领性、开放度为重点的

创新型中心城市监测评价指标

体系，把创新业绩纳入党政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评。

定期开展督查，强化监测评

价，确保创新型中心城市建设

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来源：http://mt.sohu.

com/20160718/

n45981250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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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贵阳高新区工委 贵阳高新区管委会关于以大数据为引领
奋力打造创新型中心城市示范区的实施方案》(草案) 内容摘登

■发展布局

未来五年，贵阳高新区

将坚持以大数据战略行动为

载体，围绕“一三五”的总

体构架，加快形成以大数据

为引领的创新型中心城市示

范区发展格局。“一”就是

围绕“一个核心”，即打造

贵阳大数据走廊。“三”就

是突出“三大重点”，全力

推进大数据商用、政用、民

用创新。“五”就是夯实科

技、人才、金融、安全、环

境“五大支撑”。

围绕打造贵阳大数据

走廊这个核心，贵阳高新

区将积极构建“一廊五珍

珠”的新格局。“一廊”

即按照“引领大数据技术

创新，加快大数据产业集

聚，打造创新型中心城市

示范区”的定位，以万亿

量级为目标，以国家大数

据综合试验区、国家大数

据产业技术创新试验区、

国家大数据重点实验室等

为抓手，联动观山湖区，

沿 长 岭 南 路 —— 长 岭 北

路——白金大道（1 9公

里），打造贵阳大数据走

廊。“五珍珠”就是全力

打造贵阳大数据公园、贵

阳国际会展城、贵州金融

城、贵州科学城、贵州大

数据城。

■主要任务

（一）加快形成大数据

发展新高地

1.大力实施“天下创客

计划”，建成大数据“双

创”引领区。

主要目标：到2 0 2 0

年，建成贵阳大数据创客公

园，建成孵化场地累计达

500万平方米，在孵企业累

计达2500家，毕业企业累

计达400家；聚集线上创客

5万人以上，创客成果转化

率达30%以上，实现“天下

创客，为我所用”。

2.大力实施“大数据技

术创新计划”，建成大数据

技术创新试验区。

主要目标：到2 0 2 0

年，建成贵州科学城，聚

集研发机构290家以上，创

新服务机构330家以上，

科技创新平台20个以上；

科技企业孵化器（含众创

空间）累计达60家以上；

专利申请量累计达15000

件，专利授权量累计突破

600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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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力实施“大数据产

业创新计划”，建成大数据

中小微企业聚集区。

主要目标：到2 0 2 0

年，建成贵州大数据城，

形成大数据“1+N”产业

新体系，力争数据服务器

达到20万台、力争建成100

朵云，力争建成100栋大

数据企业总部楼宇，聚集

10000家大数据中小微企

业，大数据产业产值突破

1000亿元。

（二）全力打造大数据

服务新绿洲

1.政策最优：通过制定

实施一批优惠政策，确保贵

阳高新区发展大数据的各项

政策在全国最优。

2.成本最低：通过制定

出台降低企业成本的政策措

施，确保贵阳高新区发展大

数据的成本在全国最低。

3.环境最好：通过不断

完善和优化大数据发展软硬

环境，确保贵阳高新区发展

大数据的环境在全国最好。

4.办事最快：以推进相

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

为契机，以国家级政务服务

标准化建设为抓手，全面实

施“互联网+”“标准化+”

政务服务，确保在全省办事

最快。

5.人文最浓：全力打造

“人文高新”，加强创新文

化、阳明文化、时尚文化、

诚信文化建设，确保贵阳高

新区发展大数据的人文氛围

在全国最浓。

（三）全力培育大数据

发展新动力

到2 0 2 0年，力争引

进行业领军人才8 0人以

上、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累计4000人以上、大数据

人才累计50000人以上。

“十三五”期间，力争每

年培训大数据人才达5000

人次以上。

（四）全力开创大数据

精准招商安商新格局

通过搭建大数据精准招

商安商平台，全力开展大数

据精准招商。“十三五”期

间，累计引进大数据及关联

企业300家、世界500强企业

5家、中国500强企业5家，

省外实际到位资金累计完成

1000亿元。

（五）全力提升大数据

应用新水平

1.大数据精准权力监督

以信息化平台为基础，

以大数据应用为核心，实

现权力运行的信息化、数据

化、自流程化和融合化，实

现“人在干、数在转、云在

算、天在看”。

2.大数据精准综合治税

通过大数据精准综合

治税，解决涉税数据的不

完整、不及时、不真实等问

题，促进税收公平，率先在

全国形成拥有大规模第三方

数据来源的大数据综合治税

工作新格局。

3 .大数据精准经济监

测：通过采集客观数据和运

用大数据分析方法，提供更

为系统、准确、科学的决策

参考，做到用数据说话、用

数据决策。

4.大数据精准市场监管

通过大数据实现企业

信用信息共享，努力营造

公平公证的有序市场经营

秩序。

5.大数据精准信用建设

推进企业信用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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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公示、实时传递和无

障碍交换，实现企业信用

信息“服务政府、服务企

业、服务社会”，促进政

府部门协同监管和市场主

体信用社会共治，打造企

业信用信息“全省一张

网”。

6.大数据精准生态监测

建立和完善区域环境

质量自动监控监测预警报告

系统，通过对数据有效集成

和分析，推动政府决策科学

化，实现既当“千里眼”又

是“智囊团”的智能化管理

体系，对园区环境质量、环

境管理、企业环境行为全方

位监控，提高贵阳高新区环

境质量污染防治管理工作水

平。

7.大数据精准国土监测

通过开展大数据精准国

土监测，实现国土资源开

发利用管理的“天上看、

网上管、地上查”，实现

国土资源管理工作从传统

的“手工管理”到“以图

管理”和“网上监管”的

转变，推进国土资源管理

的规范化和高效化，实现

“数据国土”。

8.大数据精准安全监管

通过开展大数据精准安

全监管，实现安全生产监管

工作数据化管理，提高监管

效能。

9.大数据精准对口帮扶

通过大数据精准对口帮

扶，助推习水县2016年全

面脱贫摘帽，2017年率先

实现全面小康。

10.大数据精准政务服

务

着力构建更加规范、

更加高效、更加精准、更

加开放的政务服务云平

台，通过大数据分析为服

务对象“画像”，为服务

对象提供更加智能、精准

的政务服务，打造政务服

务升级版。

11.大数据精准移动办

公

运用大数据技术和手

段，建立全范围覆盖、全过

程记录的掌上移动办公平

台，围绕人员管理、公文管

理、会务管理、效能管理，

优化细化工作流程，合理分

配工作职责，全力建设“数

字高新”，实现智能移动办

公。

来源：数据观http://www.

cbd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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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岩区大数据人才培养计划实施方案》

为 贯 彻 陈 刚 书 记 对 云

岩区提出的要“为全市的大

数据人才做好培养基地”的

要求，落实《贵阳市大数据

“十百千万”人才培养计划实

施办法》文件精神，完成“大

力发展大数据产业，培养一支

精通大数据相关知识、高端的

专业人才队伍”的目标，特制

定以下实施方案。

一、目的意义

按照实施扩大大数据产

业发展战略的要求，以基地作

为平台，进一步整合政府、高

校、科研院所、培训机构以及

非公企业的资源，开展“大数

据”方向多渠道、多层次的培

训，为云岩区大数据产业发展

培养优秀人才，改变目前大数

据行业专业人才紧缺和从业人

员素质偏低的现状。同时，也

体现了《云岩区国民经济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

的“打造国内外领先的大数据

教育、科研创新和产业化平

台，推动大数据科研成果商品

化、产业化进程”以及《云岩

区“十三五”人才发展规划》

提出的实施“人才平台创新战

略，构建人才成长平台、搭建

技术成果转化平台”等要求。

二、工作目标

积极主动与辖区内5所高

校，专业培训机构、大数据企

业等对接，通过开展合作共

建，在拟筹建的大数据应用总

部示范大楼、大数据产业园等

的基础上，建设一批大数据人

才培训实训基地，形成若干个

人才聚集区，发挥人才辐射带

动作用；通过分层次、分领

域的制定大数据人才培养计

划，采取“请进来”、“送出

去”，理论学习与实操训练的

培养方式，实现年培训大数据

人才10000人的目标，促进全

区大数据产业蓬勃发展。

三、主要任务

（一）建立一批大数据人

才培养基地

依托区内5所高校、专业

培训机构，大数据企业等，合

作建立一批大数据人才培养实

训基地、大数据产学研合作基

地，定向培养输出大数据专业

人才。

1、贵州财经大学大数据

金融产业园——成立 “云岩区

大数据人才培训 实训基地”，

“云岩区大数据产学研合作基

地”

2、贵州理工学院大数据

产业园——成立“云岩区大数

据人才培训 实训基地”，“云

岩区大数据产学研合作基地”

3、贵州医科大学科技

楼——成立“云岩区大数据应

用总部示范大楼实训基地”

4、深圳北斗应用技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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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成立“云岩区大数据

人才培训 实训基地”

5、国家信息中心深圳大

数据研究院——成立“云岩区

大数据人才培训 实训基地”

6 、 S A P （ 思 爱 普 公

司）—— 成立“云岩区大数据

人才培训基地”

7、文思海辉——成立

“云岩区大数据人才培训基

地”

8、北大青鸟——成立

“云岩区大数据人才培训基

地”

9、贵州师范大学——成

立“云岩区大数据人才培养基

地”

10、贵州大学——合作建

立“贵州省数据分析云服务创

新实验室”，成立“云岩区大

数据人才实训基地”

（二）按照高级、中级、

初级三个层次分类培养大数据

人才

1、“数据金领”培养计

划

主要指建立云岩区大数

据产业发展专家委员会，包含

科研院所专家、非公企业高级

专业人才、行政机关领导、专

家，省、市、区管专家中的大

数据拔尖人才等，通过与专家

签订合作协议，颁发服务聘书

等方式，着力汇集一批大数据

领域内的高端领军人才，为大

数据产业发展应用提供决策咨

询。

2、“数据白领”培养计

划

一是针对干部职工中现有

知识结构中的薄弱环节，在云

岩区机关事业单位中选拔培养

100名以上综合素质好、学习

能力强、能熟练掌握大数据相

关知识的优秀人才，确保每个

单位都能有一名熟练掌握大数

据相关知识的干部职工。

二是针对大数据非公企

业中层以上经营管理人才、技

术专家开展的培养，着力培养

符合大数据产业发展需要，能

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的高层次创

新创业人才和企业经营管理人

才，使其成为大数据产业发展

所需的中坚骨干力量。

3、“数据蓝领”培养计

划

主要围绕云岩区大数据产

业发展的基础人才需求，采取

学历教育与短期培训相结合的

方式，为社会民生服务业培养

大数据专业人才，为大数据相

关的服务外包及呼叫中心等培

养所需的应用型大数据专业人

才和技能人才，实施“工匠”

式的批次培养计划。

（三）按照大数据应用领

域的需求来培养大数据人才

1、“民用服务型”数据

人才培养计划

主要以为教育、医疗和便

民服务项目培养大数据人才为

目标，在教育系统，医疗系

统培养一批大数据专业技术

人才。一是在建立东华软件

开发智慧教育平台和腾讯糖

尿病防控大数据中心的基础

上，加强与高校和培训机构

的合作，建立人才实训基地

和实训制度，培养实用型、

服务型大数据人才；二是建

立社区从事服务业的大数据

人才库，选拔综合素质好、

学习能力强、服务意识优的

优秀人才，定期到各培训实

训基地开展专题培训，为打

造全省大数据民生利用第一

区储备大量的大数据服务型

人才；三是鼓励人才进行民

生 服 务 领 域 内 的 大 数 据 产

品、项目研发工作，给予政

策支持和资金激励，激发人才

活力。

2、“商用服务型”数据

人才培养计划

以为我区大数据商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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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培养提供人才为目标，与

区内金融企业和交易平台、与

中国益佰肿瘤大数据信息云平

台等企业合作搭建人才培养平

台，重点培养大数据金融人才

和大健康人才。一是通过举办

到杭州互联网小镇等外出培训

班，邀请专家开展专题讲座，

到企业进行技术和业务指导，

实施“造血工程”；二是通过

实习实训基地搭建桥梁为企业

输送急需紧缺大数据专业人

才，实施“输血工程”。

3、“政用服务型”数据

人才培养计划

建立区属机关企事业单

位大数据人才“一选一”培养

数据库，通过采取“请进来”

的方式，邀请大数据领域知名

专家到我区开展专题讲座和座

谈交流，采取“送出去”的方

式，分批次将大数据带出去的

方式到北京理工大学、浙江大

学、武汉“阿里云创客 ”等

学习先进理论和成功经验，为

“数智云岩”服务平台、云岩

区大数据社会治理平台培养数

据收集、数据监测、数据分

析、数据管理和数据应用等方

面的优秀人才。

四、实施计划

根据区情实际，分六个步

骤实施大数据人才培养计划。

（一）先期挂牌建立2个

人才培养基地

8月底与国家信息中心深

圳大数据研究院、深圳北斗应

用技术研究院合作挂牌成立

“云岩区大数据人才培训实训

基地”。

（二）分批次实施“数据

蓝领”培养计划

依托已挂牌的人才培养基

地，落实专业培训机构和企业

培养储备人才的优惠政策，采

取学历教育与短期教育相结合

的方式，培养1万名以上服务外

包及呼叫中心专业人才和技能

人才。

（三）组织实施六期“数

据白领”培养计划

第一、二、三、四期采

取“请进来”的方式，邀请大

数据领域知名专家到我区对开

展大数据相关知识的专题讲座

和座谈交流（目前已完成第一

期）；第五、六期将采取“送

出去”的方式，选拔区属机关

企事业单位及非公企业的大数

据人才赴浙江大学、国家信息

中心深圳大数据研究院培训实

训中心等分别进行为7天以上的

理论培训和操作实训。

（四）逐步实施“数据金

领”培养计划

筹备成立云岩区大数据

产业发展专家委员会，通过

柔性引进、项目引进、知识引

进等多种形式引进张小平(贵

州省科技风险投资管理中心主

任)、王翰虎(贵州大学计算机

学院教授，国内资深的数据管

理和数据应用核心技术研究人

员)、傅家祥（省管专家、贵

州大学教授）、任凤媛(省管

专家, 贵州省新技术研究所研

究员)、张仁津（贵州师范大

学大数据与计算机科学学院副

院长）、祖东攀(贵州省发改

委高技术产业处处长)、李昌

兵（贵阳市大数据办高级工程

师）、杨健晟(贵州云腾致远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发副总)

等知名专家学者、行政领导及

企业带头人，建立云岩区“数

据金领”专家数据库。

（五）后期挂牌建立8个

人才培养实训基地及2个大数据

产学研合作基地

与文思海辉、SAP（思爱

普公司）、北大青鸟选址等专

业培训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建

立3个“云岩区大数据人才培养

基地”，依托贵州财经大学大

数据金融产业园和贵州理工学

院大数据产业园，建立2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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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区大数据人才培训实训基

地”，2个“云岩区大数据产

学研合作基地”。在贵州医

科大学科技楼成立“云岩区

大数据应用总部示范大楼实

训基地”、与贵州师范大学

合作成立“云岩区大数据人

才培养基地”，在与贵州大

学合作建立的贵州省数据分

析云服务创新实验室基础上

建立“云岩区大数据人才实

训基地”。

（六）及时总结经验加

大宣传力度

对大数据人才培养工作

及时总结，形成经验材料，

加大宣传力度，在全区形成

良好的舆论氛围和人才发展

环境，在全区尽快培养、聚

集大批大数据工匠人才、骨

干人才以及高端领军人才，

为大数据产业在民生、商用

及政务服务等方面的蓬勃发

展提供智力支撑和人才保

障。

五、组织保障

（一）明确责任

云岩区大数据人才培养

计划在区委、区政府和区人

才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分

别由区委组织部、工信局、

科技局、人社局、教育局负

责牵头实施，全区各部门协

调配合，整合资源，高质量

高水平地抓好大数据人才培

养工作。全区各部门要把大

数据人才培养为一项战略

性、基础性工作，认真制定

本单位本部门培训计划和培

训方案，推荐综合素质好、

学习能力强、能熟练的人才

进行培养，确保每个单位都

有一名能熟练掌握大数据相

关知识的优秀人才。

（二）细化措施

将大数据人才培养计划

列入全区组织和人才工作年

度目标考核重要内容，区委

组织部、工信局、科技局、

教育局、人社局、财政局等

单位根据职责分工，研究制

定各自牵头计划的具体落实

措施，做到年初有计划、年

终有总结。每项培养计划中

涉及各部门工作职责的具体

支持措施，相关单位要主动

对接、积极配合抓好落实，

确保工作顺利推进、圆满完

成。

（三）落实经费

以政府投入、高校投

入和社会投入相结合模式

落实经费保障，其中由政

府资金在其中发挥引导作

用。充分整合全区大数据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区科

技计划项目资金、区职业

教育及就业资金、区人才

资源开发专项资金、区干

部教育培训经费等，落实

云岩区大数据人才培养计

划专项经费。

（四）政策激励

鼓励大数据产业人才

来我区创业，大数据人才创

办大数据核心业务类型企业

的，可以免租金入驻云岩区

大数据总部大楼和大数据产

业基地，也可享受区级提供

办公场所以及担保、金融、

场租、税收、奖励等优惠政

策。对大数据人才申报科研

项目、创新创业项目等按照

相关标准给予经费资助。在

省、市、区管专家评选中，

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大

数据领域的高层次人才、高

管人员、核心技术人才及区

管专家等可享受我区住房、

落户、医疗、社保、子女入

学、配偶就业等方面的政策

待遇。

来源：http://mt.sohu.

com/20160901/

n46721624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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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引导目录（试行）》

一、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

（一）新一代通信网络

加快推进宽带网络改造升

级，提升基础网络通信能力，

推动全省城乡光纤网络建设，

建立高速、移动、安全、泛在

的新一代通信网络基础设施。

将重点支持：

1．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

联点、省级互联网交换中心、

国际通信专用通道建设。

2．骨干网络优化、城乡

光纤接入网建设改造、热点地

区无线 WIFI 覆盖、乡村宽带

网络延伸。

3．IPv6 升级改造工程建

设、4G（第四代移动通信技

术）组网及推广应用、5G（第

五代移动通信技术）试商用。

（二）北斗卫星导航定位

基准站网基础设施

加快推进现代测绘基准体

系建设，提升地理空间数据获

取、生产和加工能力，作为北

斗卫星地基增强系统，提高北

斗卫星导航定位的精度，更广

泛地运用于社会经济民生的各

行各业。将重点支持：

4．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基

准站建设。

5．北斗导航定位位置服

务中心建设。

6．北斗短基线和室内外

定位试验场建设。

7．通信卫星运营服务。

（三）三网融合

加快推进宽带通信网、下

一代广播电视网和下一代互联

网建设，全面推动广电、电信

业务双向进入，实现网络互联

互通，促进通信、广电行业融

合发展。将重点支持：

8．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宽

带化改造。

9．全省交互式网络电视

改造。

10．通信网互联网电视业

务承载改造。

（四）数据中心

以三大电信运营商数据

基地为载体，发展数据中心云

服务，吸引一批国家级、行业

级、龙头企业数据中心集聚贵

州，建成面向国际的中国南方

数据中心。将重点支持：

11．国际数据中心建设。

12．绿色数据中心建设。

13．灾备数据中心建设。

二、大数据生产流通

（一）大数据采集获取

发展大数据采集产业，逐

步实现电商数据、社交数据、

运营商管道数据、社会化“块

数据”等企业和社会数据的专

业采集、获取，促进数据资源

商品化，形成新型产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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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重点支持：

14．互联网、移动互联

网、社交网络、物联网等数据

采集核心技术研发及应用示

范。

15．分布式高速高可靠的

大数据采集技术研发及应用示

范。

16．高速数据解析、转换

与装载等大数据整合技术研发

和应用示范。

（二）大数据存储汇聚

加快长江经济带数据基

地 、 中 国 南 方 数 据 中 心 建

设 ， 满 足 政 府 、 商 业 、 科

教、医疗等领域海量数据增

长需求。引导大数据企业对

存 储 核 心 关 键 技 术 进 行 攻

关、应用示范及商业模式的

探索。将重点支持：

17．可靠的分布式文件系

统、能效优化的存储、内存计

算等大数据存储技术研发及应

用示范。

18．分布式非关系型大数

据管理与处理技术研发及应用

示范。

19．大数据移动、备份、

复制、索引等技术研发及应用

示范。

20．大数据存储和处理产

品开发及应用推广。

（三）大数据加工处理

加强数据清洗、脱敏、建

模、分析、可视化等大数据领

域企业的引进和培育，支持企

业面向国内外市场从事数据加

工代工服务。支持一批致力于

商业、企业应用服务的大数据

初创企业迅速成长。将重点支

持：

21．大数据清洗加工基地

建设。

22．新型计算架构技术的

通用分布式分析平台建设。

23．开源模式和开放社区

资源模式创新。

24．数据清洗、脱敏、建

模、可视化等大数据加工处理

技术研发及应用示范。

25．数据挖掘、机器学

习、数据网络挖掘、特异群组

挖掘、图挖掘等新型数据挖掘

技术研发及应用示范。

26．基于对象的数据连

接、相似性连接等大数据融合

技术研发及应用示范。

27．消费者行为分析、网

络行为分析、情感语义分析、

精准营销、社交媒体等特色化

数据应用服务开发和应用推

广。

28．档案数字化、网络数

据清洗、图像视频数据标引、

语音数据训练等产品服务研发

和应用推广。

（四）大数据交易共享

依托“云上贵州”和贵

阳大数据交易所，搭建大数据

交易平台，培育大数据交换交

易产业，对原始数据、精加工

数据、数据挖掘分析算法等多

种数据商品的交易进行先行先

试。引入和培育一批从事大数

据交易、移动金融、众筹金

融、大数据金融投资、大数据

征信和大数据资产评估等业务

的企业，促进大数据交易交

换，加快数据流动和共享。将

重点支持：

29．全国大数据交易中心

建设。

30．大数据交换交易平台

建设。

31．大数据交易的规则和

制度建设。

32．大数据交易的技术系

统建设。

33．大数据交易的产品和

市场建设。

（五）大数据信息安全

推动贵州大数据安全产业

基地建设，发展网络与信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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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数据、应用、芯片等大数

据安全产品与服务，力争构建

完整的大数据安全产业链。加

强数据加密、数据备份、电子

认证、数据防伪、防篡改、隐

私保护等数据安全技术攻坚。

将重点支持：

34．大数据安全产业基地

建设。

35．大数据安全分析平台

建设。

36．网络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舆情分析技术研发和应用

示范。

37．信任基础设施构建、

远程证明、安全性测评等可信

计算技术研发和应用示范。

38．面向新一代信息网络

的网络应用数据流深度内容监

测分析处理、虚拟交换安全、

音视频安全管理等技术研发和

应用示范。

39．网络安全、云安全、

数据安全、应用安全等产品服

务研发和应用推广。

（六）大数据智力建设

依托贵阳花溪大学城、

清镇职教城等，建设面向全国

的大数据人才培育基地，积极

引进国内外优质培训机构和企

业，推动贵州相关高校、企

业、科研院所与其对接，联合

培养新一代数据工程师等高端

人才，为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

提供智力支撑。将重点支持：

40．大数据产业研究院等

大数据科研机构建设。

41．大数据专业人才培训

基地和研发中心建设。

42．大数据科普平台建

设。

43．科研技术人才培养引

进，电子信息、大数据专业技

术类和应用类人才培养。

44．大数据技术研发、市

场推广、服务中心等方面的人

才岗位培训与职业教育。

三、大数据创新应用

（一）创业创新

进一步整合大数据产业

优势资源，推动各类要素资源

集聚、开放和共享，构建众创

空间、孵化中心等创业服务基

地，搭建创业创新公共服务、

技术市场、科技资源服务等平

台，提升创业孵化服务能力，

进一步激发创业创新潜力，释

放创业创新活力。将重点支

持：

45．创业创新公共服务平

台建设。

46．创新研发中心、众创

空间建设。

47．新兴产业“双创”示

范基地建设。

48．孵化中心、孵化基地

建设。

（二）智慧农业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物联

网应用，利用现代传感技术、

大数据、物联网和互联网提升

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

水平，培育具备便捷化、精细

化、精准化、个性化等特征的

绿色、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

发展新模式，形成贵州现代山

地特色高效农业智慧生态体

系。将重点支持：

49．农业农村互联网信息

服务模式创新。

50．农业物联网技术研发

及应用示范。

51．农业大数据技术研发

及应用示范。

52．农业云、农经云建

设。

（三）智能制造

将大数据、互联网、物联

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智能平

行生产管控、制造执行系统等

先进制造业技术手段相结合，

打造数据驱动的智能工厂和数

字化车间，支撑传统制造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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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制造、协同化设计、网

络化营销转型。将重点支持：

53．智能制造示范基地建

设。

54．智能工厂或数字化车

间建设。

55．柔性化生产线建设。

56．企业综合服务平台建

设。

57．工业云建设。

（四）智慧能源

利用互联网技术，促进能

源产业低碳化、网络化、智能

化发展，提升贵州能源产业节

能减排和生产优化控制水平。

将重点支持：

58．能源监测预警系统建

设。

59．分布式智能微电网建

设。

60．能源交易平台建设。

（五）大数据金融

大力促进大数据在银行、

证券、保险、基金等领域的创

新应用,为大众提供丰富、安

全、便捷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全面提升互联网金融服务能力

和普惠水平。将重点支持：

61．大数据金融产业园建

设。

62．网络金融产品研发及

应用示范。

63．移动金融产品研发及

应用示范。

64．网络股权众筹模式创

新。

65．互联网信贷产品研发

及应用示范。

66．互联网支付产品研发

及应用示范。

（六）大数据公共服务

积极开放政府数据，创新

政府服务模式，构建文化体育

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发展基于

大数据的教育、医疗、健康、

养老、社保、食品安全、体

育等信息服务，推动大数据向

民生服务领域渗透。将重点支

持：

67．公共数据开放平台、

开放标准研发。

68．政府治理大数据创新

应用示范。

69．在线教育产品研发及

优质资源共享平台建设。

70．智慧医疗产品研发及

优质资源共享平台建设。

71．个人健康互联网产品

研发及应用示范。

72．智慧养老产品研发及

应用示范。

73．智慧社保产品研发及

应用示范。

74．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关

键技术研发及应用示范。

75．智慧体育产品研发及

应用示范。

76．数字文化产品研发及

产业集聚发展。

77．智慧旅游产品研发及

智慧景区建设。

78．电子政务云、智慧旅

游云、食品安全云、工商云、

国土资源云建设。

（七）智慧物流

利用互联网实现物流信息

和供需信息的互通共享，进一

步提升仓储自动化、智能化水

平，着力解决物流配送“最后

一公里”问题。将重点支持：

79．智能化物流仓储服务

平台建设。

80．物流标准化示范基地

建设。

81．物流标准化应用示

范。

82．互联网物流服务模式

创新。

83．物流大数据分析关键

技术研发及应用示范。

84．物流物联网关键技术

研发及应用示范。

85．智慧物流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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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电子商务

加快电子商务与实体经济

融合发展，重点推进农村电子

商务、行业电子商务和跨境电

子商务加快发展，创新电子商

务服务及模式。将重点支持：

86．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建

设。

87．农村电商模式创新。

88．社区电商模式创新。

89．跨境电商模式创新。

90．行业电商模式创新。

91．网络营销模式创新。

92．电商大数据分析关键

技术研发及应用示范。

93．电子商务云建设。

（九）智慧交通

加快交通运输要素资源、

出行服务、行业管控的互联网

化，提高全省交通运输精细化

管理能力、智能化服务水平和

科学化治理程度。将重点支

持：

94．车联网关键技术研发

及应用示范。

95．公共出行信息服务平

台建设。

96．交通基础设施物联网

应用。

97．智慧交通云建设。

（十）智慧环保

深入推进互联网与生态

文明建设深度融合，加强资源

环境动态监测，深化生态环境

数据开放共享和开发利用，建

立绿色环保服务体系，促进生

产生活方式绿色化。将重点支

持：

98．资源环境动态监测应

用示范。

99．环境污染监测预警应

用示范。

100．环境保护监管应急

应用示范。

101．企业环保信用信息

共享交换平台建设。

102．环境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建设。

103．环保移动终端应用

研发。

（十一）精准扶贫

搭建精准扶贫大数据应用

平台，整合扶贫资源信息，实

现扶贫的精准识别、精准帮扶

和精准管理，形成具有贵州特

色扶贫开发新模式。将重点支

持：

104．扶贫综合监管应用

系统研发及应用示范。

105．社会救助系统平台

研发及应用示范。

106．贫困统计监测指标

研究。

107．电商扶贫、金融扶

贫、众筹扶贫模式创新。

108．精准扶贫云建设。

109．精准扶贫成效考核

管理应用示范。

（十二）人工智能

深入推进互联网与机器

人、智能终端等领域深度融

合，加快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突

破，进一步培育发展人工智能

新兴产业，推进重点领域智能

产品创新。将重点支持：

110．人工智能产业创客

空间和基地建设。

111．人工智能关键技术

研发及应用示范。

112．机器人研发及应用

示范。

113．虚拟现实产品研发

及应用示范。

（十三）软件研发设计

积极推进工业控制软件和

嵌入式软件在工业化和信息化

深层融合应用，深化行业应用

软件和系统软件集成技术在传

统产业应用，推动大数据、云

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

新技术应用。将重点支持：

114．工业控制软件和嵌

入式软件研发及应用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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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行业应用软件研发

及应用示范。

116．系统集成技术研发

及应用示范。

117．数字内容的生成、

处理、检索与保护等技术研究

和应用示范。

（十四）服务外包

针对贵州产业升级的迫

切需求，积极推动软件服务外

包、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众筹

外包等技术密集型服务外包产

业发展。将重点支持：

118．服务外包基地和服

务平台建设。

119．离岸服务外包产业

培育。

120．非涉密数据业务、

信息服务外包应用示范。

四、大数据端产品制造

（一）智能终端制造

推动智能手机、平板电

脑、北斗终端、医疗健康电子

设备、智能可穿戴设备、智能

车载设备、智能家居等产品研

发、孵化及产业化，做大高端

智能终端产品和服务规模。加

强核心技术攻关、应用示范及

商业模式的探索，提升智能终

端生产科技水平，促进终端与

服务一体化发展。将重点支

持：

121．智能终端全产业链

基地建设。

122．智能终端产品研发

和应用示范。

123．智能终端产品服务

创新和示范推广。

124．核心技术和关键器

件研发及应用示范。

125．智能终端信息安全

技术研发及应用示范。

（二）高性能集成电路设

计制造

加快发展通信设备、消费

电子、工业装备、信息安全等

领域的芯片设计与制造业务，

不断提升集成电路设计与制造

能力。大力引进集成电路设

计和制造领域尖端企业，重点

发展芯片设计、制造、封装厂

测试三个子业态及支撑配套业

态。将重点支持：

12 6．高性能处理器和 

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芯片

研发及应用示范。

127．存储器芯片研发及

应用示范。

128．物联网和信息安全

芯片研发及应用示范。

129．集成电路设计和封

装测试服务研发及应用示范。

130．工业芯片研发及应

用示范。

（三）新型电子材料和元

器件研发制造

大力推动电子材料和元

器件产业集聚发展，积极引进

培育一批新型电子材料、新型

元器件研发生产企业，推进新

型电子材料研发和产业化，发

展新型片式、高性能电子元器

件、智能器件等产品。将重点

支持：

131．新型半导体材料、

有机发光材料、高性能磁性

材。

料、电子功能陶瓷材料

等新型电子材料研发及应用示

范。

132．新型电子元器件、

电子材料基地建设。

133．LED  光电显示器

件、新型电子元器件的研发设

计、关键制造和成果转化。

来源：http://mp.weixin.

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