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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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引言
数据虚拟化可以有效地应用于许多领域，包括服务导向体系结构、主数据管理、基于互

联网的应用程序和商务智能，在这里只列举一些例子。本书主要关注在商务智能系统中如何
利用数据虚拟化使这些商务智能系统更加灵活。
为了清楚地解释利用和不利用数据虚拟化的商务智能系统之间的区别，这一章解释了一
些概念，并且构建了几个经典的商务智能系统模块，如中央数据仓库、数据集市、操作型存
储、ETL 和复制。这一章同样列举了这些经典系统关于支持现在用户需求的局限性。除此之
外还解释了一些数据存储被重新调用的原因。这对如何解释数据虚拟化的优点十分重要。
第 7 章是这一章的后续章节。在以后的章节解释了数据虚拟化产品如何工作后，第 7 章
会描述商务智能系统使用数据虚拟化时是怎样的。
提示：熟悉商务智能与数据仓库的读者可以跳过这一章。想要更详细了解商务智能请翻
阅文献［17］；想要更详细了解数据仓库请翻阅文献［18］。

2.2

什么是商务智能
大多数机构的成功高度依赖于他们做出决策的质量。不用怀疑，一个机构的很多方面，

比如产品质量与价格、服务等都会很大程度地影响自身的成功与否。例如，在市场上发布一
款有瑕疵的汽车款型可以导致一家汽车制造商的破产，或者一家机构的服务价格过于高昂会
使它的商业交易行为消失。但是，即使一个商品的品质合格，价格适宜，也不能保证一家机
构的成功。原因是，一个不正确的决策会毁灭一个产品，甚至一个机构。例如，错误地销售
一款产品或者无效地分销一款产品都会导致商业交易的破灭。
商务智能领域关注支持和改进机构做出决策的过程。当一家机构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
的形式提供正确的数据后，商务智能便会进行处理。值得注意的是，商务智能并不会做出决
策，而是提供决策过程支持服务。
商务智能有很多定义。在本书中，我们使用 Boris Evelson 在福里斯特研究中提出的定义
（参见文献［19］）：
商务智能是一种方法论、处理过程、体系结构和技术的集合，这个集合将未加工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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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为有意义的和有用的信息，以便实现更有效的、战略性的、巧妙的、可操作的洞察力和
决策。
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得出，商务智能并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或者设计技术，而是任何需要
处理数据并以正确形式呈现数据所需要的东西。商务智能会优化决策过程。
商务智能这一术语在 1958 年的 Hans Peter Luhn 写给 IBM 的一篇出版文章中第一次提
出（参见文献［20］）。他定义商务智能为“一种理解事实相互关系的能力，这种能力指导实
践朝着期望目标前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术语并没有被使用，直到 Howard Dresner 在
1989 年重新提出这个概念（参见文献［21］）。Dresner 对商务智能的定义与我们现在的定义
十分相似。从 1989 年开始，“商务智能”这一术语被普遍接受。
在商务智能这一术语普及之前，术语决策支持是被普遍使用的。现在还不清楚为什么名
称会改动，因为后者传达的意思十分明白。然而，为了与现在一些其他的与该领域相关的参
考文献保持一致，本书使用术语商务智能。

2.3

管理层次与决策制定
决策制定这一主题与管理和在机构中建立的各级管理层次有直接关系。一个普遍表示管

理层次的方法是通过管理金字塔（如图 2-1 所示）。
策略管理的重点在于整个机构的表现。大部分
关于整个机构的决策由这一水平的管理制定。例如，
我们是否要构建一个新机构？我们是否应该进军一
个新的市场？机构是否应该扁平化管理？我们是否
应该外包所有 IT 工作？策略管理层制定的策略长期
影响今后的结果与目标。
战术管理层关心的是一个机构的规划和控制单
元，例如市场、销售和生产。通常他们制定的决策
有短到中期的影响。

图 2-1

在经典的管理金字塔中有三个层面

操作管理层处理机构的日常操作。例如，第二
天某一特定商店应该供应多少苏打水？机构有足够的司机可供调试去运送包裹吗？应该采取
什么样的措施应对一架严重晚点的飞机，并且飞机上有许多不得不转机的旅客？

2.4

商务智能系统
商务智能系统的定义如下：
商务智能系统是用来支持和改进一个组织决策的解决方案。
很多可使用的工具都是特别为支持决策过程而设计的。所有的工具可以被分到两大类

中：报表工具和分析工具。报表工具允许使用者学习、过滤、聚合和总结数据等。在大多数
情况下，展现在使用者面前的都是在机构中已发生的事物。分析工具是基于统计、数据挖掘
和操作调查的，并且支持预测算法、预测分析和优化功能。大多数机构仅仅应用报表工具，
而不知道分析工具到底对他们有什么意义。这对于机构是不幸的，因为应用分析工具可以改
进机构的表现。Thomas Davenport 总结如下：“使用分析工具与商业表现之间有一个明显的

23

24

◆

数据虚拟化：商务智能系统的数据架构与管理

关系……表现好的商品有一半都会使用分析工具……并且比表现不好的商品好 5 倍”
（参见文
献［22］）。总体来说，报告工具展现的是已发生的情况（回顾过去），而分析工具展现即将
发生的事物和改进进程（展望未来）。
这两大类工具包含多个子类。表 2-1 列举了一些子类。请注意，一些商业产品并不能完
全划分成一个子类。越来越多的产品提供足够的功能属于多个子类。
表 2-1

支持商务智能的工具的主类与子类

报表工具

分析工具

执行报表工具

模型预测工具

OLAP 工具

预测工具

电子制表工具

优化工具（操作性调查）

BAM/ KPI/ 仪表盘工具

统计分析工具

数据可视化工具

数据挖掘工具

地理可视化工具
数据发现 / 开发工具

大多数使用者只能看到商务智能系统的报告和分析工具的用户界面，即它本身的用处。
对于用户来说，“在玻璃后面应该是黑箱”（如图 2-2 所示）。用户知道他们所需要的用于决策
的数据存在于产品系统中，例如发票管理系统、销售系统和金融系统。但是数据如何写进报
告则与他们无关。只要他们能访问正确的数据，只要是准确的（并且是值得相信的），只要是
有高质量水平的，只要工具的表现足够迅速，用户就会满意。这可以类比于手机，如果你给
某人打电话，你不关心连接是如何建立的—不论是使用地缆还是卫星，只要通信连接的质
量很高并且没有延迟，你就会满意。

图 2-2

对于用户来说，商务智能系统应该是一个黑箱

但是为了创造那些报表，一个复杂架构的设计和开发需要在正确的形式下，在正确的时
间里从生产系统中获得正确数据进行报告。开发一个可以做到这些的架构是 IT 部门的职责。
一个这样的体系结构由很多组件、工具和数据存储构成。所有的组件都在下一节中介绍。

2.5

商务智能系统的数据存储
在商务智能系统中可以找到下列形式的数据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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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数据仓库
T 数据集市
T 数据中转区
T 可操作数据存储
T 个人数据存储

2.5.1

数据仓库

就像引擎需要汽油来驱动，报表工具和分析工具也需要数据来操作。没有数据，这些产
品就没有价值。所以这些工具需要访问将数据收集起来的生产数据库，因为大多数用户
需 要 的 可 用 数 据 都 在 数 据 库 中。 从 技 术 上 说， 报 表 工 具 可 以 直 接 连 接 到 生 产 数 据 库 中
（如图 2-3 所示）。这些方式简单且看起来十分吸引人，但是在大多数机构中因为一些原因并
不能使用。以下是一些最主要的原因：
T 数据集成：报表需要的数据需要存储在多个生产数据库中。例如，所有与一个客户
有关的数据很可能扩散到多个系统。这意味着报表工具需要访问所有这些系统并且
有责任整合这些数据。整个的整合过程使报告变得更加复杂，并且整合逻辑在许多
报表中重复出现，这可能导致前后不一致的结果。
T 缺陷数据：存储在生产系统中的数据可能出现错误或者丢失。如果报表直接来源于
这些存储数据，就会面临处理错误数据的问题。这很困难，因为大多数工具不能完
善地支持这个功能。除此之外，如果这是可行的，我们如何保证所有的报告（可能
由不同的工具生成）以相同的方式将这些错误数据转换成正确的？
T 数据一致性：如果不同的报表工具使用不同的技术解决多个生产数据库数据整合问
题，我们如何保证他们使用的是相同的整合逻辑？换言之，我们如何保证报表的一
致性？两个报表很可能使用两个截然不同的转换法则。
T 历史数据：不是所有的生产数据库都保留历史资料。例如，在很多系统中，如果一
位顾客的地址发生改变，那么旧地址就会被覆盖。对于特定的报表和分析形式，是
需要历史数据的。例如，你需要历史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从而做出销售预测，因此如
果生产系统不能追踪历史数据，那么报表和分析需要额外的存储设备来存储历史
数据。
T 干扰：报表工具在生产数据库中执行查询功能可能对生产系统产生过大的干扰。数
据库查询可能是 I/O 敏感的，这样会使用户输入新数据到产品环境中时产生性能下
降的感觉。换言之，企业用户将会阻塞生产系统的用户从而干扰生产本身，这对于
任何生产环境都是不允许的。
T 查询性能：生产数据库的主要功能是支持生产应用。报告工具执行查询可能很复杂。
在生产数据库中运行这些功能会导致性能降低。事实上，性能可以低到需要用户等
多个小时才得到结果。同时，查询会产生很多干扰。
T 外部数据：在这一类解决方案中，并没有用来分析外部数据的实际空间。假设有一
个报告想要分析天气状况对特定商品销量的影响，对于大多数组织来说，天气相关
数据是外部数据且并不存储在生产数据库中，它必须从一个外部源中获得。但是，
图 2-3 描绘的解决方案中把它存储在哪里呢？
为了克服这些问题，商务智能系统通常围绕着数据仓库进行开发。数据仓库是一个被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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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用来报告和分析的独立数据存储，数据定期从生产数据库拷贝到这样一个数据仓库中（如
图 2-4 所示）。在大多数情况下，选择一个基
于 ETL 的解决方案来实现一体化进程，这
意味着数据仓库中的数据被定期刷新。
如果我们重新考虑分析工具对生产数
据库直接报告的缺点，一个能够克服这些缺
点的基于数据仓库的解决方案应该满足以下
条件。
T 数据集成：来自不同系统的数据进行
一次集成，并以整合的方式存储。因

图 2-3

此，报告工具不必处理数据的集成。

报表工具直接连入生产数据库

T 缺陷数据：在一个 ETL 脚本中，缺
陷数据可以被清洗，这会使数据仓
库包含缺陷较少的数据。结果使得
报告不必处理缺陷数据，并且所有
的报告共享相同清洗操作的结果。
T 数据一致性：因为所有报告从数据
仓库中提取数据，并且这些仓库里
面的数据已经被集成，报告的一致
性将减少问题发生的可能性。

图 2-4

T 历史数据：即使生产数据库不能追

数据仓库是一个特殊的支持商务智能的数据
存储器

踪历史，设计数据仓库成为可以追
溯历史数据、储存所有“旧”数据的场所。
T 干扰：报告和分析工具生成的查询不会直接在生产数据库运行，所以这些查询不会
成为干扰。然而，数据必须要定期地从生产数据库拷贝到数据仓库，这似乎是个复
杂的查询过程。但是，这个过程能在生产系统没有使用或者使用较少的晚上或周末
内完成。
T 查询性能：数据仓库只为了报告查询而特意设计和优化，这将提升查询性能。
T 外部数据：如果报告需要外部数据，这些数据就能存储在数据仓库并和内部数据一
样容易访问到。
数 据 仓 库 有 几 种 定 义， 我 们 采 用 Bill Inmon 的 定 义， 因 为 他 的 定 义 在 工 业 领 域 广 泛
使 用。 这 个 定 义 在 他 出 版 于 20 世 纪 90 年 代 的 关 于 数 据 仓 库 的 题 为《 Building the Data
Warehouse》的著作中首次被提出（见文献［23］）：
数据仓库是一个支持管理决策进程的面向主题的、集成的、随时间变化的、永久保存的
数据集合。
注意：在他最近的书《 DW 2.0 —The Architecture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Data
Warehousing 》中，他将定义的结尾“管理决策进程”稍作修改成“管理层的决定”（见文
献［24］）。但是这一更改并没有改变定义的一般意义，所以我们仍然使用他的原始定义。
此定义使用了 4 个重要的概念：面向主题意思是关于各具体主题的所有数据存储在一
起。例如，所有的顾客数据存储在一起，所有的产品数据存储在一起。面向主题的对立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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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应用，在面向应用中一个数据库包含只与一个特定应用有关的数据，因而导致顾客数据
被分散到多个数据库的情况。由于针对一个特定报告的数据会被多个数据库检索，这将使得
报告严重复杂化。集成意味着一个一致的数据编码，因此数据能在一个集成方法中被检索和
组合。
数据仓库是非易失数据库。当一个数据库主要用于生成报告，报告中的数据不断改变给
用户带来不便。假设两个用户要一起去开会，为了准备这场会议，他们都需要查询数据库来
获得一个指定区域的销售记录。假设在两个查询之间有十分钟间隔，在这十分钟内数据库可
能已经改变，所以会议中用户可能得到不一致的数据。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数据仓库应该定
期更新而不是持续更新，新的数据元素应该在每晚或周末添加。
注意非易失的概念对于那些不需要访问操作数据的决策有意义。正如 1.2 节所述，访问
操作数据的需要正在扩大，我们将在这本书的不同章节重新讨论这个问题。
时变性是数据仓库的另一个重要特点。通常，生产数据库要尽可能小，因为数据库
越小，查询越快。保证数据库小的一个普遍方法就是删除旧数据，旧数据能存储在磁带或
DVD 中以备未来使用。然而，数据仓库的用户期望能够访问历史数据，他们想要找出例如
近 10 年来去伦敦的船票总数是否改变，或者他们想要知道天气如何影响啤酒的销量，出于
这个原因，他们想要使用近 5 年的数据。这意味着相当大量的历史数据都要包括在内，并且
基本上所有的数据都是时变的，这是为什么一些数据仓库庞大的原因之一。
如果我们构造一个遵守以上定义的数据仓库系统，那么这个系统不是一个完全的解决方
案，也不是一个完全的商务智能系统。一个数据仓库本身不会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形式供
给用户正确的数据来改善他们的决策。我们需要额外的模块来构造一个能工作的商务智能系
统，例如分析和报告工具、ETL 工具、中转区和数据集市。换句话说，为了构造一个商务智
能系统，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数据仓库。但是尽管数据仓库只是模块之一，它仍是至关
重要的：它是网上的蜘蛛。
数据仓库的定义也包含数据收集方面，这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数据仓库里的数据应
该物理存储在一个集合里，或者说数据作为集合的形式足够吗？基于它自身的定义，这很难
表述。但是如果我们阅读 Bill Inmon 的其他书籍和文章，我们可以总结出他强烈支持一个数
据的存储集合。此外，通过免费词典（www.thefreedictionary.com）可得，术语仓库（不是数
据仓库）的定义是“存储货物或商品的地方”，这个定义也把术语存储和仓库联系起来。因
此，在本书中我们假定一个数据仓库是一个数据的存储集合。
定义以“支持管理决策进程”结束，这是为了强调要发展数据仓库的原因是支持组织决
策过程，不是为了支持生产系统，也不是为了能够追踪历史数据。它可以追踪历史数据等，
但不是开发数据仓库的主要目的。
偶然地，遇到一个术语企业数据仓库。把术语企业加进的原因是为了强调数据仓库不是
为了一个或两个部门或部分企业，而是为了整个企业的数据存储。在本书中，我们把这些术
语视为同义词。

2.5.2

数据集市

如果数据仓库是一个真的大数据存储，所有的报告和分析工具访问数据存储，这将给管
理数据仓库的数据库服务器带来高负荷的查询工作量。由于这个原因，许多组织已经开发了
数据集市来减轻查询的工作量（也可能有其他理由；如图 2-5 所示）。数据集市在 Kimball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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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被推广（见文献［25］）。

图 2-5

一个扩展数据集市的商务智能系统

每个数据集市都是为了一组专门的用户开发，通常来说是所有有数据需求的用户。这意
味着一个数据集市包含数据仓库数据的子集，而一个数据仓库包含最低级的数据，一个数据
集市包含所有数据的轻量聚集体。如果有数据集市，大多数报告运行于数据集市而不是数据
仓库，因此减轻了查询的工作量。
另一个开发数据集市的原因是它允许使用面向报告和报告工具的存储技术和存储体系。
例如，对于某些报告，如果数据以立方形式存储在一个多维数据库服务器中，查询性能会
更好。
如果一个组织结构需要数据集市，那么它不必要拥有一个数据仓库（如图 2-6 所示）。在
这种情况下，不是一个数据库拥有所有的数据，而是数据被分布在一系列数据集市中。如果
用户需要运行分布于多个数据集市数据的报告，报告工具自身就要集成这些数据集市。

图 2-6

一个使用数据集市而不是数据仓库的商务智能系统

使用数据集市—仅是体系—的主要优点是提高速度。一个组织体系从头开始运行，
为小组用户开发的数据集市比为大组用户开发的数据仓库需要更少的时间。
此体系也有一些不利：首先，图 2-3 中显示的解决方法的缺陷也适用于此，比如数据集
成、缺陷数据和数据一致性；其次，很难保证更新数据集市的 ETL 脚本以相同的方式把相同
的数据转换展示出来。

2.5.3

数据中转区

由于技术和概念性原因，在某些环境下把数据从生产系统直接拷贝到数据仓库可能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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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复杂。因此，在许多商务智能系统中，数据在到达数据仓库之前首先被拷贝入数据中转区
（如图 2-7 所示）。如果开发了一个数据中转区，
它的作用相当于是一个着陆区。在生产系统中
已经被插入、更改或删除的数据会尽可能快地
拷贝到此区域。在拷贝进程中，应该对数据的
内容和结构进行少量的更改。在一个理想的环
境下，中转区中表格的结构和生产系统的表格
相同，这意味着不需要改变，而是一对一的数
据拷贝。所有的转换和清洗操作将被应用在拷
贝过程的第二步：从中转区到数据仓库。
当拷贝数据到数据仓库后，从中转区删除

图 2-7

一个使用数据中转区的商务智能系统

该数据。因此中转区的大小通常比生产数据库和数据仓库小，它只包含被提取的但没有被数
据仓库处理的数据。我们使用以下定义：
数据中转区是一个存储来自生产系统数据的暂时中间存储器。
有多个解释用中转区扩展商务智能系统的原因：
T 通常来说，来自生产系统的数据以一个合适的方式存储到数据仓库之前需要经过很
多处理，如错误的值需要转换，遗漏的值需要找出，等等。如果数据直接从生产系
统拷贝到数据仓库，所有的进程都能导致这些系统的严重干扰。尽可能小的干扰生
产系统、仅仅采取一对一的数据快照并在之后做处理是个好主意。
T 如果数据仓库中的某些表格仅仅一周或一月更新一次，数据可能遗失。例如，假设
在生产系统的一些数据在两次更新期间改变了两次，或者在两次更新中数据已经被
插入或删除，此时更新数据仓库，第一次输入数据的旧值和删除的数据就会遗失。
为了确保没有插入、删除和更新的数据丢失，所有对数据的改变都应该拷贝到数据
中转区。
T 数据中转区也能用来追踪那些不被数据仓库使用的数据。我们也可能追踪那些想要
却还不知道未来怎么在数据仓库环境中使用的数据。换句话说，我们唯一知道的就
是未来会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但是还不知道是什么。通过把数据拷贝到中转区中，
我们就确保了数据不会丢失。
当中转区中的数据已经转换并拷贝到仓库，它就能被删除了。但是也有理由保存它，在
这种情况下，它通常指的是持久中转区。数据中转区通过保存所有的数据，在数据要重新输
入到数据仓库时可以使用。注意，一个数据中转区也可能与一个不使用数据仓库只使用数据
集市的商务智能系统相关。在这种情况下，数据集市会被来自数据中转区的新数据填补。

2.5.4

可操作数据存储

不管是来自于生产系统还是来自于数据中转区的数据，在它们被存入数据仓库（或者数
据集市）之前都需要被预处理（集成、转换、清洗）。可能有其他的 IT 系统对集成、转换、
清洗之后的数据感兴趣。例如，网站的组织可能想以集成的方式访问数据，对于数据管理系
统和客户关系系统来说也需要同样的功能。
集成数据的需要贯穿整个 IT 系统中，有必要使用一个操作数据存储（ODS ；如图 2-8 所
示）。操作数据存储可以呈现一个可操作的数据集成视图，现在在生产系统中已经是可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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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一个使用操作数据存储（ODS）的商务智能系统也可以被其他系统所使用

Bill Inmon 定义了操作数据存储如下（见文献［26］）：
操作数据存储是一种集成的可操作数据存储的架构。
操作数据存储是面向主题的，逻辑相符的数据被存储在一起。例如，如果用户的数据
被存储在多种系统中，它会一起在操作数据存储中被带来。操作数据存储是被集成的；所有
的转换都被应用于使数据之间相符。操作数据存储是不稳定的，当数据被添加到一个产品数
据库，或者当它被删除或更新之后，很快就会反映到操作数据存储中。所以操作数据存储应
该可以展现一个相对较新的关于操作数据的表述。操作数据存储不是像数据仓库一样是时变
的，通常没有历史记录被保留在操作数据存储中。
如果是可利用的，操作数据存储能够从生产系统或者数据中转区中加载。在一些系统
中，数据中转区和操作数据存储是合并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意味着操作数据存储接管数据中
转区的角色。
在合适的位置拥有操作数据存储的这个数据仓库的优点对于已经发生的数据集成和数据
转换是很有意义的，可以简化取得数据仓库中数据的工作。

2.5.5

个人数据存储

到目前为止所有被描述的数据存储都为了一群用户在改进。在一些商务智能系统中，数
据存储为了个人的使用而被改进。个人数据存储是为了个别用户的需要而特别设计的（如
图 2-9 所示）。个人数据存储可以简单到像一个电子表格一样，由用户设计，存储一些在其
他表中用到的代码，或者用来存储一些在数据仓库中不可获得的销售数据等。它也是一个可
以包含外部组织数据的简单文件。在大多数情况下，用户想要分析这些数据或者想要将这些
数据与内部的数据结合。一些报告和分析工具在用户的机器上创建了一个小型数据库，这也
可以被看作个人数据存储。
有时个人数据存储是由于性能原因而创建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用户连接不上系统中其他
数据。如果个人数据存储被存储在用户的计算机中，即使用户与系统其他部分数据是断开连
接的，个人数据存储也能让报告工具工作。
虽然这类数据存储已经部署在很多商务智能系统中，它仍然没有普遍可接受的术语。有
些人把个人数据存储视为“个人数据仓库”，或者简称为“立方体”。后面的这个术语来源于
一些部署工具的存储技术，也就是基于所谓的多维立方体。在这本书中，我们称它为“个人
数据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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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商务智能系统使用个人数据存储

不同类型数据存储的对比

2.6 Normalized Schemas, Star Schemas, and Snowﬂake Sche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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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对比了前面章节提到所有的不同类型的数据存储。下面是每一类数据的含义：
T 易变数据表明在数据存储中的数据是否是不断更新的。数据的状态与原始资料数据
是同步或者几乎同步的。
Table 2.2 Comparison of the Different Data Stores in a Business Intelligence Architecture
T 详细数据意味着数据存储是否仅仅包括最低水平的细节。
Summarized,

T 集成数据表明逻辑相符的数据是否存储在一起。
Aggregated,

Volatile
Detailed Integrated Time-Variant/
and Derived
Enterprisewide
T 时变的或者历史数据指的是数据存储是否也包括历史数据，即数据较旧的版本。
Data
Data
Data
Historical Data Data
Data

T 概括的、聚合的和衍生的数据意味着数据不是粗略地存储，而是以某种方式通过应

Production
✓
✓
用聚合从最初原始资料数据中衍生的。
database
Data staging ✓ T 企业级数据意味着数据存储是为了组织的大部分用户而优化的，与此相反的是为了
✓
area
小部分用户而优化的数据存储。
Operational
✓
✓
✓
✓
data store
表 2-2 商务智能结构中不同数据存储的比较
Data
✓
✓
✓
✓
✓
易变数据 详细数据 集成数据
时变或历史数据 概括、聚合和衍生数据 企业级数据
warehouse
Data mart 生产数据库 ✓
✓
✓
 ✓

Personal
✓
✓
✓


data store 数据中转区
可操作数据存储
●

●







数据仓库

 of
Summarized,
aggregated, and derived datameans that data is not stored
at the lowest level
detail but has
somehow
been
derived
from
original
source
data
by
applying
aggregations.
数据集市




Enterprisewide data means that a data store is developed for a large part of the organization. The



opposite is个人数据存储
a data store developed for a small group of
users.




Note: In the figures
in the previous sections, a separate database symbol ( ) 用来表示每个数据存储。通过设定
is used for each data store.
注意：在前一节的图中，一个独立的数据库标志
By introducing
all these symbols and by assigning names to them, it might appear that technically these
名称引入它们，它可以在技术上呈现出这些不同的数据存储被不同的数据库服务器管理的情
different data stores have to be different databases managed by different database servers. This, however, is
况，然而，这里不是这种情况。存储所有中转区、数据仓库和数据集市的表在一个大型的服
not the case. It
is possible to store all the tables of the staging area, the data warehouse, and the data marts
务器管理的数据库中是可能的。是否这么做纯粹是一个技术问题，取决于性能、可拓展性、
in one big database
managed by one database server. Whether or not this is done is purely a technical issue
determined by有效性和安全因素。
performance, scalability, availability, and security considerations.

2.6 Normalized
Schemas, Star Schemas, and Snowﬂake Schemas
2.6 标准化模式、星形模式和雪花模式

Each data store has a schema. The definitions of all the tables with their columns, primary keys, and
foreign keys form每种数据存储都有一种模式，所有列、主键和外键形成了这样一个模式。例如，网络
such a schema. For example, the schema of the sample WCM database consists of
the definitions of tables such as CUSTOMER, CUSTOMER_ORDER, and DVD_RELEASE.
Certain schema forms have become so popular that they have been given names. Because we refer
to them throughout this book, the four most well-known one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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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管理的数据库包括像 CUSTOMER、CUSTOMER_ORDER 和 DVD_RELEASE 这样表的
定义。
某些特定的模式流行起来以至于它们被命名。我们在整本书中都提到的最有名的 4 个模
式是：
T 标准化模式
T 非标准化模式
T 星形模式
T 雪花模式
本节可以看作一个模式形式的进阶课程，更详细的描述见文献［27］和文献［25］。此
外，对于模式形式，并没有一个完全的清单。例如，其他模式形式如电子资料室（见文献［28］）
是值得一说的，但是我们把它们写在了更专业化的书中。

2.6.1

标准化模式

标准化模式是 4 个模式中最古老的。第一篇关于标准化模式的文章写于 20 世纪 70 年代
（例如，见文献［29］和文献［30］）。标准状态下，每个商务实例中只存储一次，或者换句话
说，一个表格应该不包括复制的数据，表格的每一列是以这样方式组织的。William Kent 曾
经这样概括：在一个标准化表格中，每一列如果不是主键的一部分，那么这一列就应该依赖
于主键，并且是主键的全部，并且只依赖于主键（见文献［31］）。在非正式的情况下，这意
味着在两个非主键之间，不存在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关系。
标准化模式的目的是避免存储重复的数据使得被存储的数据变得不一致。因为标准化模
式的表格不包含重复的数据，它们与数据插入、更新和删除的事务高度适应。原因是没有重
复的数据，每次插入、更新和删除只涉及一行。因此，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开发生产数
据库的首选模式形式。

2.6.2

非标准化模式

顾名思义，非标准化模式是标准化模式的反义词。当表不遵循以上规则，包含着复制的
数据，它就是非标准化模式。例如，WEBSITE_TITLE 这一列也可以添加到 CUSTOMER 表
中，CUSTOMER 表中可能包含了复制的数据。下面这个表是扩展版本的 CUSTOMER 表的
一些行与列的子集：

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每个用户，都有网站 ID 和网站标题两列。不过，因为用户共享
网站，所以导致一个特定的网站 ID 属于一个特定的网站标题这样的情况不停地重复出现。
这个表将这个现象展现得非常清楚。例如，网站 ID 号为 1 并且该网站标题为世界一流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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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组合，在这个非标准化的 CUSTOMER 表中被存储了 58 014 次。这个现象出现的原因
是非主键列 WEBSITE_ID 和 WEBSITE_TITLE 有一对一的关系，所以它就包括了重复的
数据。或者用 William Kent 的话来说，WEBSITE_TITLE 这一列是依赖着不是非主键的列
WEBSITE_ID。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标准化模式是设计数据库表的首选模式。随着数据仓库和数据集
市的到来，另外的一些模式变得流行起来。星形模式和雪花模式是其中两个最有名的模式。
Ralph Kimball 对于这些较新的模式形式贡献较大。

2.6.3

星形模式

图 2-10 展示了一个用星形模式设计的数据库。它代表了一些数据来自样本数据库（见
图 1-13）。在星形模式中，表分为维度表和事实表。在这里，CUSTOMER、DVD_RELEASE
和 DATE 构成了维度表，TRANSACTION 构成了事实表。星形模式名字的由来是因为其构
图特征，事实表在中间，维度表像射线那样从中间发射出来，共同构成了一个星形的图案。
每一个维度表都有一个主键和一系列的特征属性来描述这个维度。CUSTOMER 表就是
维度表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维度表中的每一行都代表着一些业务对象，在 CUSTOMER 表
中，每一行代表着一个用户。在维度表中，非主键列的数据是用来描述业务的。维度表与维
度表之间没有关系，只与事实表有关系。

图 2-10

星形模式代表数据在 WCM 示例数据库中数据的子集

事实表是星形模式的中心表，每个事实表都有一个主键包含着它引用的所有维度表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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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键。事实表中的一行往往代表着一个业务事件。潜在的事实表的例子是从银行账户取钱，
一次航班的预定以及在柜台前的一次支付。
在图 2-10 中，TRANSACTION 是事实表。它指的是其他三个事实表 —CUSTOMER
表、DVD_RELEASE 表和 DATE 表，并且它的主键由那三个表的主键组成。这就暗示了在
TRANSACTION 表中，一行代表了一个客户在具体日期购买或者租用一个具体的 DVD
版本支付了多少。一个事实表非主键的列是所有的量。通常，量是数值，是可加的数字，
像租金、购买价格以及运费。事实表彼此之间没有关系，只是和维度表有关系（通常不只
一个）。
因为这个特殊的主键结构，事实表和每个维度表之间的关系总是一对多。并且，在
TRANSACTION 表中的每一行属于且仅属于一个客户、一个 DVD 版本和一个日期。对每个
客户、每个 DVD 版本和每个日期，一定有许多交易。
星形模式中维度表和事实表中的主键由代理键值填充满，这些主键对企业用户是没有
意义的。因此，它们有时被叫作无意义键值。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只是普通数字。所有
CUSTOMER、DVD_RELEASE 和 DATE 表的主键包含代理、无意义的键。一个有意义的键
（相反的）的例子是如果日期 / 时间值用作 DATE 表的主键值。代理键被用于获得永不改变
的、永远代表业务对象（维度）或者业务事件（事实）的关键值。这些用于代表特定对象和
事件的键值是必要的，因为它们是不变的常量。
值得注意的是，事实表有标准化模式，而维度表是非标准的。例如，在 CUSTOMER 表
中，WEBSITE_TITLE 和 COUNTRY_NAME 是不标准的，因为它们都是非主键并且它们之
间存在着一对多的关系。当有很多客户住在同一个国家的时候，他们都有同一个国家名字和
相同的 ISO3166 国家代码，这是重复数据，因此这个表是不标准的。
几乎每个星形模式都包含一个日期维度。这并不惊奇，因为一个事实表记录了一些业
务事件。由于这样一个业务发生在时间的某个角落，事件的发生时刻是描述它的一个必要部
分。在这个表中大多数的数据，像月份、周是衍生的数据。这些列是被增添用于提高查询性
能，但是也有一些列不包含衍生数据，如假日。
以星形模式安排表的主要目标是限制做连接查询的时候必须参与的表的数目。经常提
及的改善查询性能方式是避免表之间的连接查询。另一个优点是书写查询和为最终用户提供
一套能从工具中生成查询的选项变得更容易。事实上，重复数据增加的存储空间不是主要因
素。另外，重复数据造成的数据不一致性被认为是不严重的问题。它在一个数据仓库的环境
里，所有插入和更新都被执行在控制模式下是有意义的。
一个数据存储可以包含许多事实表和诸多星形模式。如果事实表共享了相同的维度表，
这些维度表被叫作一致性维度表。只有事实表被相同的维度表访问这样一个方式设计，上述
情况才可能发生。

2.6.4

雪花模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雪花模式和星形模式很像，都是由中心的事实表连接多个表并使用
了代理主键。最重要的不同是雪花模式中的维度表是标准化的（如图 2-11 所示）。如图 2-11
所展现的，一些列从 CUSTOMER 表删除了，并且放在了三张外加的表中。
雪花模式中的事实表只和维度表有关，这一点和星形模式一样。而另一方面，维度表可
以和其他的表存在一对多的关系。例如，每个区域可以有很多顾客，但是每个顾客只能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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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区。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维度表构成了层次。例如，在图 2-11 中，CUSTOMER 表是
在 REGION 表的下一层，而 REGION 表在 COUNTRY 表的下一层。换句话说，REGION 表
中的数据粒度级别比 CUSTOMER 表中的低。事实上，雪花模型和星形模型都不存在多对多
的关系。
雪花模式的优点在于，与等价的星形模式相比减少冗余数据存储。除此之外，雪花模式
还可支持维度表中更低级别的查询。就查询而言，为了获取一个网站标题的 URL，只需查询
一个小表即可。至于雪花模式的事实表和维度表中的关键字，和星形模式中的一样，它们都
包含了代理键值。

图 2-11

2.7

雪花模式关于网站内容管理示例数据库中数据的子集

提取 - 转换 - 装载、提取 - 装载 - 转换和复制
从生产数据库获取数据至多种数据存储，数据必然被复制。例如，数据需要从生产数据

库复制到数据中转区或者 ODS，从 ODS 到数据仓库，从数据仓库到数据集市，等等。然而，
存储在生产数据库中的数据形式和内容与用户希望在报告和分析工具中看到的非常不同。例
如，在生产系统中，客户的数据可能分散在多个数据库中，但是用户想要看到完整的信息；
生产系统中的数据可能被多次编码过，然而用户希望看到其有意义的价值；历史数据可能会
从源系统中丢失，但是用户恰好需要它做趋势分析；或者源系统中数据元素的值可能是不正
确的（错误数据），但是用户需要正确的数据来工作。总之，源数据需要在使用之前被“处
理”。这整个过程有时候被称为数据转换。所以，当数据从生产数据库经过数据中转区移动
到数据仓库时，它一定会发生转换。
各个组织可以使用自己定制的应用来完成所需要的转换，但是需使用专用工具。这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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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生产力和可维护性。在 1.2 节，在商务智能系统中复制数据的三种常用的技术—ETL、
ELT 和复制—已经简单地介绍过了。在这一节将会详细讲解。
注意：数据虚拟化也是数据转换的一种形式。商务智能系统中的技术将会如何发展、何
时被应用将在第 7 章深入讨论。

2.7.1

提取 - 转换 - 装载

数据提取 - 转换 - 装载（ETL）是最受欢迎的数据复制和转换技术之一。通过 ETL 工
具，数据从一个或多个源数据存储区中抽取出。然后被转换、清洗、整合，最后被存储在一
个目标数据存储区（如图 2-12 所示）。在很多商务智能系统中，生产数据库和数据中转区是
典型的源数据存储区，而数据集市和 PDS 则是典型的目标数据存储区。
处理数据过程中所有要使用的必要操作在 ETL 脚本中是很明确的。每个 ETL 工具都提
供一系列广泛的加工数据的操作，从最简单的转换，例如两个字符串的连接，到高度复杂的
转换，如分行。数据也会被整合、总结和清洗。大部分 ETL 工具支持流程语言来详细说明
这些操作。图 2-13 中的屏幕截图就包含一个描绘这种流程说明的例子。流程图中的每个图
标代表一种操作。

图 2-12

通过 ETL 方式，数据会定期地从源数据存储区通过预定的转换复制到目标数据
存储区

图 2-13

使用流程图的数据转换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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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L 工具用来复制数据，被设计成批量处理的模式，所以每当 ETL 脚本运行时，它其
实操作了整批数据。例如，上周 CUSTOMER 表所有插入的、更新的和删除的数据已经被复
制到目标数据存储区了。换句话说，目标数据存储区中的数据会周期性地被更新。ETL 的脚
本是预先规定的—例如，每周末的下午 2 点、每晚 11 点或者每隔两个小时都会运行。本
书中我们称这种形式的转换为预定的转换。大部分的 ETL 也支持传承影响分析能力，所以
设计者也需要学习表格结构和 ETL 说明。

2.7.2

提取 - 装载 - 转换

提取 - 装载 - 转换（ELT）在操作步骤顺序上与 ETL 不同。ETL 是把数据从源数据存储
区中提取出来后进行转换，转换的数据然后被存储（装载）在目标数据存储区（如图 2-14 所
示）。 ELT 也是以数据提取开始，然后以未转换的形式存储在目标存储区；最后一步中，数
据才会被转换并再次存储。最终，ETL 和 ELT 都达到了相同的效果：转换的数据存储在目标
数据存储区。
注意：称之为 ELTL 比 ELT 更好，因为它始于数据提取，然后经过装载、转换，最终转
换过的数据再次被装载。

图 2-14

通过 ELT 方式，数据先从一系列源数据存储区中复制到目标数据存储区，然后再
进行转换

除去操作执行顺序的不同，ETL 和 ELT 方式工作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与数据库服务
器的连接。在 ETL 中，工具做了大部分的提升工作。它们处理了所有复杂的转换操作并使
用数据库服务器简单地提取源数据和插入新的转换数据。在某种程度上，ETL 中数据库服务
器功能并未得到充分使用。
ELT 工具则试着将数据库服务器的更多功能发挥出来。许多转换和整合操作也可由数据
库服务器处理。所以 ELT 工具将大部分操作代理给了数据库服务器。如同 ELT 工具是操纵
者，而数据库服务器是被操控者。它告诉数据库服务器要检索、转换和装载数据。这样做的
效果就是当数据被装载进一系列表格之后，相同的数据也会被检索、转换、整合、过滤并被
复制到另一个表格。这类操作都可以通过使用所谓的 INSERT-SELECT 语句由数据库服务器
很容易地完成。有时数据库服务器的这种代理操作也被称为下推。
这种操作在数据库服务器中实现的好处是 ELT 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之间的数据转换不
会浪费时间。大部分的数据操作由数据库服务器本身完成。这样，数据库服务器的全部功能
就被发挥出来。另一个优势是目标数据库还保存了原始的未经转换的数据和转换了的数据。
对许多数据使用者来说，能使用原始数据是很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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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对于工具，越来越多的工具不仅支持 ETL 也支持 ELT 功能。这取决于设计者在
哪种情形下使用哪种形式。

2.7.3

复制

第三种拷贝的形式被称为复制。如同 ETL 和 ELT 一样，通过复制，数据可以从一个数
据存储区拷贝到另一个存储区。然而，ETL 和 ELT 采用最优化的方式成批地拷贝数据（大量
记录被同时拷贝），而复制中拷贝是一条条记录、一点点地实现。复制通常是在插入、更新
或者删除其他数据时或者尽可能快到毫秒级别的时候使用。除此之外，我们希望复制能减小
对源数据存储区的干扰。复制的主要目标是速度，同 ETL 相比，它的数据整合和转换能力
就被限制了。
复制技术非常适合从生产数据库拷贝数据到数据中转区或 ODS，但是不适合拷贝到数据
集市和 PDS。通常这两类操作不会连续被刷新。使用复制使它们保持最新没有任何意义。
为了减小对源系统的干扰，很多复制工具能够从日志文件中而不是从数据已经改变的数
据库文件中提取数据。这意味着复制操作经常检测这些日志文件来检查一项交易是否已经完
成。如果已经完成，相关的数据就会从日志文件中拷贝到目标系统中。这种读取日志文件的
方式有时被称为改变数据捕捉（CDC）。

2.8

商务智能架构总览
如前面章节所述，有很多不同的开发商务智能系统的方法。一个企业的解决方法可能是

基于数据仓库，用操作数据存储库和许多 PDS 扩展，而另一个可能决定使用中转区域和许
多数据集市，但是另一个也可能会选择在他们的生产系统上直接开发整个商务智能系统。但
是无论怎么选择，他们的解决方案是基于他们的架构的。在这本书中，我们把这种类型的体
系结构称为商务智能结构，定义如下：
商务智能结构是用于整合像数据仓库、数据集市、可操作数据存储、数据中转区、ETL
工具和分析与报告工作等各个模块的一系列设计指南、描述和方案，形成了一个有效而且高
效的商务智能系统。
每个企业可以设计使用自己的商务智能架构。一个企业也可以选择预定义和知名结构。
选择知名结构的优点是大部分有名的架构已被认定通过，基于经验，并且已被反复测试使用
过。选择他们，开发者就“继承”了他们所有的经验。
以下是最有名的几个：
T 数据集市是 Ralph Kimball 的数据仓库总线结构（DWBA）的核心，这在他的书《The
Data Warehouse Lifecycle Toolkit 》（见文献［25］）有描述。基于数据仓库总线结构的
商务智能系统包括了可能是连续的中转区和许多数据集市。有时这种体系结构被称
为数据集市总线结构。
T Bill Inmon 和 Claudia Imhoff、Ryan Sousa 一起提出了企业信息工厂（CIF）结构（见
文献［32］）。一个基于企业信息工厂的系统最低限度地由 ODS、数据仓库（自从
Bill Inmon 成为数据仓库概念的创造者之一，就成为合理的），如果需要，还有数据
集市组成。这个体系结构的另一个名字是辐射型结构。
T 另一种结构是集中式数据仓库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不使用数据集市和 PDS。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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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报告是在一个可能加载来自于 ODS 或数据中转区的数据的中央数据仓库中运行。
T 在联合体系结构中，所有的报告和分析工具被链接到某些数据联合层，它本身从各
种各样的来源获取数据，包括生产数据库、数据仓库和数据集市。
T 比较新的商务智能结构之一是数据传输平台（DDP）。这个新的比较灵活的架构是以
数据虚拟化为基础的，在第 12 章里有对其分别广泛、具体的描述。
根据文献［33］，在此列表中的前两个结构在 2006 年是最受欢迎的两个。
注意：在这本书中，我们用术语商务智能结构而不是用更常用的术语数据仓库结构，是
因为一些预定义的结构，例如数据仓库总线结构，不是基于数据仓库的任何部分。如果它一
点也不基于数据仓库，称它为数据仓库结构很别扭。这就像称一架不运送货物的飞机为货机
一样好笑。我们更偏向于商务智能结构，因为它更好地反映了这种结构的目的：商务智能。
另外，它指该结构可以立足的模块中的任何一个。

2.9

报告和分析的新形式
1964 年，Bob Dylan 写了歌曲《 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 ”》。最可能的是，他从

来不是商务智能方面的专家（虽然你永远不会知道 Dylan）。但是这篇文章对如今商务智能现
状是非常适用的。在一开始，用户对简单的可以让发生的事情一目了然的表格报告很满意，
这之后的用户希望提供更生动的数据。接下来，用户想拥有更多的动态能力：他们想与报告
中数据有所互动，并且他们想能够做到所谓的下拉和上滚窗口。新的需求接踵而至，似乎没
有停止的势头。他们的愿望清单也在不断地改变。他们要求新类型的报告和分析能力。因此
最大的问题是，经典的商务智能系统能胜任新的报告和分析形式吗？在后面的章节里对一些
新的报告和分析形式有介绍。当有必要去实现这些新的报告和分析形式时，这毫无疑问地对
商务智能系的设计和开发有深远的影响。

2.9.1

运营报告和分析

运营报告和分析是指被运营管理层所应用的报告和分析的形式。在大多数情况下，运营
管理的分析需要访问几乎 100% 最新的数据，换句话说，（近乎）是实时数据。我们用术语运
营数据代表 100% 达到最新的数据。
有很多案例说明运营分析存在的必要性。例如，一家零售公司也许想了解是否一辆正在
运送货品到特定商店的火车应该重新定方向去一家对那些商品有更紧急需要的商店。这种需
求分析运行在昨天的数据上没有任何意义。另一个应用的地方是信用卡欺诈检测。一种经典
的信用卡欺诈检测形式的检测是在被盗的卡被用来购买产品时。每一次交易数据都需要被分
析来看看它是否符合卡持有者的购买模式和购买是否有意义。检测之一是在很短的时间间隔
内两次购买是否发生在不同的城市。例如，一次新的购买是在波士顿，上一次在旧金山的购
买仅仅比其早了几秒钟，这个可能性只能在信用卡被欺诈的情况发生。但这种分析形式在对
运营数据分析的时候才有意义。
对于运营报告和分析，商业用户必须至少访问到运营数据。一个巨大的挑战是大多数的
数据仓库提供一天一次或一周一次的数据刷新率，所以他们不包含运营数据。另一个挑战是
在经典的商务智能系统中，报告与运营数据相离太远。对于新数据，从源系统到报告的道路
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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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深度和大数据分析

对于很多报告和分析的形式，存储详细数据不是必须的；聚合数据和稍微聚合数据足够
用了。例如，为了决定每个地区的总销售量，没有必要去存储和分析个人销售记录。例如，
以用户数量方式聚合数据可能已经足够了。但是对于某些分析形式，详细数据是必需的。这
叫作深度分析。当一个企业试图分析一辆卡车应该改道或者决定投放哪一条在线广告时，必
须分析详细数据。要求详细数据最最有名的是时间序列分析。但是详细数据意味着数据所需
要的存储将会增长巨大，可能会导致查询性能的严重问题。
一种新型的分析方式和深度分析很相似，从名字上来说很相像，称为大数据分析。许多
传统信息系统存储和管理大量记录。最近，一个存储数据量比在更传统的系统要大的新系统
已经出现。例如，点击流应用、基于传感器的应用和图像处理应用每天都产生庞大的数字的
记录。这里记录的数量不是以百万计量的，而是有时以兆计量。分析这样量级的数据是一个
巨大的挑战。
对于深度分析和大数据分析，像运营分析一样，应该制定类似的解决方案。应该允许用
户直接访问生产系统和数据中转区。数据的庞大规模和一直涌入的新数据的数量使得连续地
刷新数据仓库几乎是不可能的。

2.9.3

自助式报告和分析

在用户生成他们的报告之前，IT 部门必须设置整个环境。自助式报告和分析允许用户用
IT 部门要求的最小设置来生成自己的报告。在报告必须很快完成，并且没有时间去准备一个
完整的环境，自助分析是非常有用的。例如，一家航空公司想知道会有多少位乘客被明天一
次特定的撞击所影响。另外，被需要的报告是一次性的，自助分析也很有帮助。在上述两种
情况下，首先开发一个像数据集市或 PDS 一样的数据存储，其中包含了在运行报告之前所
需要的聚合数据。对于第一个例子，建立一个数据存储将花费很长的时间；对于第二个例子，
根本不值得这样做。
自助式可能是分析方式和报告最重要的新形式。由 Aberdeen Group 在 2011 年 3 月做的
调查表明超过 60% 的受访者把使商业用户变得更加自足，作为提供敏捷的商务智能的主要
策略（见文献［2］）。（更多关于自助的知识请看 7.6.9 节。
）
自助分析也许也被称作无计划分析，因为数据仓库的管理员不清楚哪次查询会被执行和
什么时候会被执行。这意味着提前对这些查询进行优化和调整是不可能的。

2.9.4

无限制的自组织分析

除了经典的报告和分析方式，运营管理也有对于除高层特定需要数据之外的数据需求。
在运营环境中，需要直接回应的情况可能会出现。想象一下一家零售公司拥有的一辆货车期
望在开业时间之前运送 15 托盘的苏打水到波士顿的商店。不幸的是，这辆货车发动机出现
故障，停在道路一侧。对于值班经理要解决的难题是找到另一种使苏打水运到商店的方式。
一种方式是派一辆空货车去故障车那里，装上托盘，然后将苏打水运到指定地点。但是在指
定区域会有可用的车吗？另一种方式也许是检查是否在该地区是否有另一家苏打水商店，并
且能从中获得苏打水。或者安排一次新的配送会不会更好？无论选择哪种解决方案，这名经
理需要访问最新的数据。给他昨天的数据将是无用的，因为那将不会告诉他现在车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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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于解决方案可能不止一个，这名经理必须访问可以让他想到不同的解决方案的
系统。他应该能够自由查询可用的数据。例如，他应该能够进入一个包含关键字苏打水、波
士顿和火车的查询中。查询的结果应该向他展示出这个系统知道所有的关于这些关键字的信
息，希望他会从那些地方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案。
尽管大多数的数据仓库环境不支持这种分析形式，但很多组织能够从中受益。试想在一
个医院的环境里，一名被送到医院的病人迫切需要某种特定手术。然而所有的手术室都被占
用了，怎么办？找另一家医院？手术室什么时候才可用？另一个例子是由于大雾不得不临时
关闭机场。你会对本应降临在那里的飞机怎么做？或者当最近降落的飞机舱门不开时，你会
做什么呢？你会如何处置行李？在上述两种情境中，用户应该可以自由浏览全部信息。
这些例子的特别之处是，该分析是通过一个事件来触发。一些不可预期的事情发生，并
且机构必须做出反应，而且要迅速做出反应。经典的报告对重复发生的问题起作用，但对特
殊的事件没有用。在一个经典数据仓库环境中，让用户查询未定义的关系将涉及非常多的工
作。现存的表必须随着新数据扩展，ETL 脚本必须进行调整，等等。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突发
事件，根本没有时间来做这个。
在前面的情境中，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分析形式—在这种形式中，用户可以分析 IT 部
门未预定义的表格和关系。用户应当可以访问运营数据。我们称这种分析形式为无限制的自
组织分析。添加形容词“无限制”用来与更加传统的自组织分析形式相区别。通过传统的自
组织分析，用户可以进入任何查询，但是只有预定义的表格和关系才能使用。如果确定的关
系不存在，用户不能使用他们来分析。所以尽管传统形式是自组织分析形式，但它仍然是受
限的。
无限制的自组织分析很难在经典的智能系统实现，因为用户在请求数据时应该可以访问
到数据，无论源系统是什么。没有时间为用户准备数据集市和 PDS。这些用户需要机会去访
问任意数据存储库。

2.9.5

360° 报告

保险公司的顾客定期呼叫该公司的客服中心，询问有关他们保险的问题。对于一个客服
中心的接线员来说，他们所了解到的不仅直接关系到他们的保险，而且能够对顾客有 360°
的见解—换句话说，一个完整的描绘。这种 360° 的视角也许会包含是否顾客有其他的保
险计划，他是否一直通过邮件在投诉，他是否在 twitter 上发布有关公司的负面消息，呼叫有
多频繁，有多少次呼叫是为了同一件事。呼叫中心的接线员接触的数据越多，接线员对顾客
需求的理解越好，他就会使顾客更高兴。
接线员需要做的是对顾客的 360° 视角。来源于生产系统和数据仓库的数据不会提供这
样一种视角，因为它可能仅仅包含来源于生产系统的结构化数据。需要的是来自不同数据源
的数据以及它们的组合，从非结构化的数据到结构化数据，从内部资源到外部资源。能够展
示一个特定概念的全貌称为 360° 报告。
在大多数情况下，360° 报告是在细节的底层做的。它是在单个顾客、单个银行账户和单
品上完成的。大部分的现有数据仓库被设计来展示聚合数据和主要来源于生产数据库的结构
化数据。对于 360° 报告，访问细节的底层很有必要，并且访问非结构化数据源和访问结构
化数据源是一样重要的。
在很多经典的商务智能系统里的数据集市不包含生成 360° 报告所需的足够的数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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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情况下，数据集市包含当前报告需要的数据的子集。数据仓库也不会访问所有来自信息
系统的可用数据。邮件、属于扫描合同的文本、从外部得来的有关天气的数据等，都可以是
未加载数据的例子，但是这也许会是用户解决问题需要的数据。

2.9.6

探索性分析

想象一下在波士顿地区的一群零售店的经理发现在商店里各个品牌汽水的销售量一直非
常低。很明显，他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可能不会那么明显，也会有很多原因。一个原
因可能是，最近给波士顿门店的交货一直被耽搁，所以产品经常缺货。也可能是很多员工因
患流感而在家休息，这就可能意味着商店不能定期将货物上架，对销量有着负面的影响。当
然也会有外部的原因，例如顾客由于天气原因不进行购物。另一个外部原因是竞争者进行各
个品牌汽水半价的促销活动。
传统的报告并不能帮助找到问题的根源。用那些工具完成的报告将会表明，例如，销售
量下降了，而不是这个问题的原因。他们被限制在只显示预先定义的汇报中，如果没有任何
报告能回答问题，那么管理者将找不到背后的问题。
分析工具为管理者提供了从各个角度和每个可能层面的细节来看问题的功能。然而，它
仅仅能够发现在数据库中预先定义的数据元素链接、关系、关键字和维度的关系。在一个多
维的立方体中，如果销售数据和配送数据或者是员工病情之间没有联系，就不能说明是配送
出了问题。
统计和数据挖掘工具同样也没有帮助，因为这些工具虽然很强大，但是只能用已有的数
据制作模型。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需要引导这些工具。如果管理者认为是配送导致了问题，
我们可以用工具确定确实是这一个原因。但是这不是管理者的问题，他还不知道是否是配送
的问题，所以仍然在寻找原因。而且，正如预测的那样，原因可能是任何事情。
换言之，当我们对一个问题的原因有初步想法时，这些产品是非常有用的。管理者需要
的是一个工具，运用这个工具他可以自己发现问题。发现了问题之后，他能够切换到使用报
告和分析工具来更详细地研究这个问题。
管理者需要一个这样的工具，这个工具能够让管理者没有任何限制地查询、浏览、分析
数据。它应当允许管理者在并没有被事先定义好关系的数据元素之间建立关系。他应当能够
问到例如“波士顿发生了什么事？”或者“2012 年 5 月 13 号所在的这一周有没有什么特别
的事情发生？”等问题。当问题被解答时，他能沿这个方向继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探索式
分析或调查式分析。
不受限制的自组织分析和探索式分析之间最重要的不同就是，当一个事件发生并且很快
找到答案时会使用前者。探索式分析对于那些不需要快速回复的紧急事件可能也是有用的。
在传统商务智能系统中运用探索式分析也会和不受限自组织文本分析存在同样的问题。
这种形式也需要访问非常大范围的数据资源和无条理的数据资源。

2.9.7

基于文本的分析

2011 年 5 月 4 日，《美国日报》报道了华尔街交易者为投资线索叫喊。他们监控并解码
了话语、观点、胡言乱语，甚至是键盘所产生的发送在社交媒体网站上的笑脸符号。换句话
说，他们在分析文本。
许多例子证明分析文本能够提高团队的决策进程。例如，一个保险公司可能想要分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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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合同（文本文件）来找出他们中的多少将会在一年内到期。一个电器公司可能会对分析
Twitter 上的短消息感兴趣，从而找出他们的产品是否被提及，这些信息是否是积极的。考虑
一个机构发出或者收到的所有邮件，网上和社交媒体网站上的所有信息。这种无条理数据形
式的文本分析就被认为是基于文本的分析。
大多数当前的商务智能系统允许使用者分析结构化数据资源的数据，也就是生产的数
据，但是他们不允许使用者开发非结构化的数据（文本）用于报告和分析。这个机会严重地
错失了，因为无结构数据数量之巨大，丰富的信息就隐藏在其中。华尔街的情形是一个完美
的例子，它向我们说明了为什么这些机构在做决定时都想要分析无结构化数据（尤其是在这
个例子中）。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些无结构化数据中当前未开发的资源如何运用到报
告和分析中？这些无结构化数据如何与目前数据仓库里存储的结构化数据合并？我们如何丰
富传统的商务智能系统使机构受益？

2.10

传统商务智能系统的劣势

基于这一章所阐述的概念，商务智能系统已经发展了很多年。正如预想的一样，这些
系统中的大多数都是基于一个链式数据存储和转换过程，此外，很多数据存储还包括衍生数
据。图 2-15 是一个普通的商务智能系统的例子，它基于这样一个包含了数据中转区、ODS、
数据仓库、大量的数据集市和一些 PDS 的结构。在这个系统中，数据从一个存储区被复制
到另一个存储区，直到它存储在一个可以被报告工具访问的区为止。因为这些复制，数据仓
库、数据集市和 PDS 中都包含了相当大数目的派生数据。事实上，这样一种结构其内部所
有的数据，例如一个数据集市，是由数据仓库衍生而来的。
我们把有这种类型结构的系统叫作传统商务智能系统。如此多的系统以这种模式发展的
原因与过去 20 年中硬件和软件的状况相关。这些技术在性能和扩展性方面有各自的局限性，
因此，一方面，报告和分析的工作负担分散在多个数据存储区中，另一方面，转换和清洗不
得不分解到众多的步骤中。

图 2-15

许多商务智能系统包括链式数据存储区，与 ETL、ELT 和复制工作相关联

但是技术与解决方案一如既往，不管被引进的时候多么有价值，它们都有失效日期。就
像那些强大的三桅杆船一样，它们在几百年前成功地用来发现了新大陆。不管它们以前如
何有影响力，最终还是被轮船取代了。它跟马最终被汽车取代是一个道理，这样的例子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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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
传统系统的一些缺陷渐渐明显了。
缺陷 1—重复数据：第一个缺陷与系统内存储的大量重复数据相关。大多数数据存储
区包括从其他数据存储区派生来的数据。例如，一个数据集市的内容是从数据仓库中派生来
的，那么数据集市中的数据 100% 是冗余的。同样，复制导致 PDS 中装满冗余的数据。甚至
是数据中转区和数据仓库也将会有大量重叠的数据。另外，在一个数据存储区内部，大量的
重复数据会被存储。这些重复数据中的大多数存储起来，用于提高查询、报告和 ETL 脚本
的性能，这些重复数据以索引、物化查询表、汇总数据的图表和中转区等方式隐藏。
数据仓库占用了大量的存储空间—事实上，是 TB，有时候甚至是 PB。但是究竟有多
少原始数据呢？基于英国现状的分析师 Nigel Pendse 做了一项大规模的实验，表明了在最大
的商务智能应用中实际可访问的网络数据报告量近似是原始数据中的 5GB（见文献［34］）。
这是数据中的中位数。这个数据听起来是真实的，但是其他很多研究表明数据仓库的平均大
小是 10TB（或者更多），这两者又是如何匹配的？如果这些都是原始数据，那么根据 Pendse
的研究，为了得到 10TB 的数据，2000 个不同的且其中没有重复数据元素的商务智能应用
将是必须的，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众所周知，数据仓库有时候会包括商务智能应用不能访问
到的数据，例如原始细节数据、索引等，但是这还不足以解释它所占用的巨大数据空间的原
因。因此，这些数据清楚地说明了大量的重复存储的数据是人们可感知的。
显然，存储这些重复数据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性能。为了加速查询，我们需要那
些索引、物化查询表、汇总数据的列和派生的数据存储区等。
存储不再是那么昂贵了，那么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灵活性。重复数据存储得越多，
结构的灵活性就越差。每一个修改都要求对重复数据进行额外的操作。保持重复数据的同步
也需要很大的花费。存储重复数据将会导致数据的不一致。通过移除大多数的冗余数据，商
务智能系统能够被大大简化。
缺陷 2—非共享的元数据规范：传统系统的第二个缺陷可以用非共享的元数据规范来
形容。许多报告和分析的工具允许我们使用特定方式，使得报告更加独立于数据资源。例
如，在 SAP 的 Business Objects 体系的概念中，我们可以定义确定的术语和表格间关系。这
对于所有使用这个工具所作的报告来说是完美的，但是如果我们想生成其他的报告，例如用
Excel 或者用 IBM/Cognos 的工具，又会是怎样呢？这意味着这些元数据规范必须复制到那
些工具中。
总之，很多导入到工具中的规范不是共享的。企业中往往会建立各种各样的环境，在
这个环境中，不同的工具用于不同的任务，所以这需要可共享规范的存在。这一不可共享规
范的例子与报告和分析工具相关，但是其他的不可共享规范的例子也存在于 ETL 工具和数
据库服务器中。不可共享的元数据规范降低了灵活性，难以管理，将会导致不一致的报告
结果。
缺陷 3—灵活局限性：关于灵活性的一个重要的弱点。软件工程领域已经教会我们，
如果我们设计了一个系统，就需要把内存结构和应用结构分开，因为如果能把它们清晰地分
开，存储结构的改变就不会总是需要应用结构的改变，反之亦然。这对于保持性和灵活性都
有好处。就像 1.5.1 节所述的一样，David L. Parnas 是首先认识到信息隐藏（别名封装）和抽
象化的重要性的人之一。随后，这些概念成为其他概念，诸如面向对象、基于组件的开发、
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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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软件工程师都把抽象化和封装视作非常基本的概念，但是似乎商务智能专家不是
这样。大多数商务智能系统完全没有基于这两个概念。几乎所有的报告都与一个特别的数据
库服务技术相联系。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设想我们都使用报告工具，可以写出自己的
SQL 语句来访问数据库，我们使用所有的所有权的钟声和数据库服务的口哨来获得最佳的性
能。如果我们想要用另一个支持略有不同的 SQL 语言的数据库服务来代替这个数据库服务
将会发生什么呢？或者我们想要选择一个基于 MDX 的数据库服务呢？或者也许我们想要访
问一个外部数据库，它不会返回一个表格而是一个 XML 文件呢？在所有这些可能的情形中，
我们需要极大程度地改变报告的定义。
在商务智能系统中采用抽象化和封装的概念，对于提高自身的灵活性、更容易地实现改
变和采纳新的工程技术非常重要。
缺陷 4—数据质量的下降：当各种相同数据的副本存在时，数据就会有不一致性的风
险。换句话说，存储复制数据，正如我们所想的一样，在传统商务智能系统中广泛存在，就
包含了数据质量的风险。David Loshin 将它规定如下（见文献［35］）：
每次复制数据时，它也受限于数据转换的次数，它们都可能会导致数据错误。越后来的
副本与原始的数据相差越大。复制的数据只会导致熵和不一致性。
在每一个商务智能系统中，目标之一应当是最小化数据的复制以达到最小化数据质量的
风险。
缺陷 5—有局限的运营报告支持：另一个与运营报告和分析相关联的缺陷。越来越多
的企业对支持这些新的商务智能的挑战形式感兴趣。运营的商务智能系统决定着报告必须包
括最新的数据。每天更新一次数据资源对他们来说是不够的。非常接近商务进程的决策者，
像运营经理，尤其需要 100% 全新的数据。但是这如何做到呢？一个人不需要成为技术巫师
也可以理解，如果为了从生产数据库中获取资源到报告中，一个数据必须从一个存储区内复
制 4～5 次到达另一个存储区，在几微秒内完成这些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大多数商务智能
系统没有按照运营报告与运营数据相关联的方式来设计。我们不得不简化结构来支持运营的
商务智能系统。最根本的是，可以通过移除数据存储区和最少化复制步骤来简化结构。
缺陷 6—基于无结构的外部数据的报告支持的局限性：在无结构化的外部的数据的分
析和报告上日益增加的兴趣导致了最后一个缺陷。大多数的数据仓库中都装着来自生产数据
库中的结构化数据，但是我们很少在里面找到无结构化的外部的数据。为了允许使用新的数
据资源报告，许多专家提议用与内部产生数据相同的处理方式来处理这两种数据：如果它是
无结构的，则使其结构化并把它复制到数据仓库中，它就可以被分析和报告所使用。换言
之，这一提议是基于复制数据。他们想要改造这些数据资源使其适应传统的商务智能结构。
但是为什么不直接分析无结构化数据资源和外部数据资源本身呢？在某种程度上，那是
互联网风格的解决方案。如果在互联网上搜索某些东西，我们不会首先将需要的所有的网页
都复制到自己的数据库中。不，数据就在它原本的地方。所以，越来越多的文件管理系统将
允许我们直接分析他们的数据库，减少了将数据复制到数据仓库中这种需求。不幸的是，许
多商务智能工具不支持访问他们的系统。至于外部数据，在互联网上做有关外部数据的商务
智能，在今天可以运用混搭的工具以复杂的方式完成（见 1.13 节）。
注意：我们想强调的是这一节提到的涉及商务智能系统的不足之处，并不是结构本身。
例如，很多商务智能系统基于 CIF（企业信息工厂）已经得到了发展，其中数据集市用物理
的数据存储区来实现。CIF 没有控制这些，但是因为软件和硬件技术的可行性，许多企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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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实现这些。数据虚拟化使得虚拟数据集市成为可能（见 7.5.2 节和 7.6.2 节）。一个商务智
能系统以这种方式发展对于支持 CIF 仍然是合格的。

2.11

总结

这一章给出了一个对商务智能系统组件的概述，例如数据仓库、数据集市、数据中转
区、ETL 脚本，等等。另外，不同的数据转换风格被阐述成数据从一个数据存储区复制到另
一个数据存储区。
大多数现有的商务智能系统有一个经典的结构，它包含一系列数据库和转换过程。这些
经典的商务智能系统对我们支持得很好，这几年来，在很多机构中这些智能系统仍然是正确
的解决方案。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是时候创造一个新的结构了。首先，对于机构的挑
战是用这样一个结构支持以下新的报告和分析：
T 数据使用者需要在最底层访问详细数据。
T 数据使用者需要访问操作数据。
T 数据使用者需要快速访问新的数据存储。
T 数据使用者需要访问包含大量数据的数据存储时，需要把数据复制入数据仓库或数
据集市，这可能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高昂的成本。
T 数据使用者需要访问非结构化数据源和外部数据源时，可能没有复制所有数据的
必要。
另外，需要一个新的架构，因为商务智能系统需要变得更加灵活（见 1.2 节），由于所有
新的技术是可行的，并且机构也需要开发这些新功能。在很多的情况中，现有的商务智能系
统需要重新被设计以支持这些需求。在商务智能系统中部署数据虚拟化让其变得更简单。但
在我们深入这个话题之前，接下来的章节将会说明数据虚拟化是怎样工作的。

